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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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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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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高空刺激體驗高空刺激 加拿大加拿大““驚悚吊橋驚悚吊橋””懸掛高空森林環繞懸掛高空森林環繞

對於尋求刺激的遊客來說對於尋求刺激的遊客來說，，去溫哥華旅遊只要到卡皮拉諾吊去溫哥華旅遊只要到卡皮拉諾吊
橋上走壹走橋上走壹走，，絕對會腎上腺激素飆升絕對會腎上腺激素飆升。。這座橋始建於這座橋始建於18991899年年，，全全
長約長約137137米米，，距離橋底下的嘉碧蘭奴河約有距離橋底下的嘉碧蘭奴河約有230230米高米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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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壹只名為“壹千零壹夜”的鉆石鑲嵌手包對公眾展出。這只創下“世界最昂貴”
紀錄的手包，將由佳士得拍賣行拍賣。據外媒報道，這只“壹千零壹夜”鉆石手包
（Mouawad 1001 Nights Diamond Purse）包體由18K金打造，其上鑲嵌超過4500顆
鉆石。這些鉆石多為無色鉆石，也包括105顆黃鉆和56顆粉鉆。

據拍賣行介紹，珠寶工匠們花費了超過8800個小時，才完成手包復雜的鉆石工藝。
“壹千零壹夜”手包是吉尼斯世界紀錄認證的“世界最昂貴手包”，其在2010年的原始
價是380萬美元。

冰島推出神奇冰島推出神奇““33DD斑馬線斑馬線””
提醒司機減速慢行提醒司機減速慢行

近日近日，，在冰在冰
島小鎮伊薩菲厄島小鎮伊薩菲厄
澤的壹個十字路澤的壹個十字路
口口，，出現了壹種出現了壹種
給人以漂浮感覺給人以漂浮感覺
的的““33DD斑馬線斑馬線””。。
據悉據悉，，這是為了這是為了
提醒過往司機註提醒過往司機註
意減速意減速。。如果該如果該
方法對於減緩車方法對於減緩車
速有效速有效，，將會有將會有
更 多更 多 ““33DD 斑 馬斑 馬
線線””運用在該鎮運用在該鎮
的多個路口的多個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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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近日，中國旅遊研究院發

布了《中國出境旅遊發展年度報告2017》。

《報告》顯示，中國出境旅遊市場與消費

增長趨勢雖然放緩，但中國出境旅遊需求

依然潛力巨大，中國遊客出境旅遊更加成

熟和理性。

從總量上來看，2016年中國出境旅遊

市場總量與消費增長都呈現出趨緩的態

勢。我國出境旅遊市場達到1.22億人次，

出境旅遊花費1098億美元，分別同比增長

4.3%與5.07%。

從結構上看，出國遊的比例提升顯

著，2016年占出境遊總數的31.24%，與

2015年的26.72%相比，提升了將近5個百

分點，這表明中國遊客的腳步漸行漸

遠。赴“壹帶壹路”沿線國家遊客量快

速增長，據不完全統計，2016年達到約

5000 萬人次，有力地推動了民眾之間的

直接溝通與交流。

從客源產出上看，經濟增長是出境

旅遊的主要推動因素，西部地區與“新

壹線”市場活躍度進壹步上升。除了簽

證便利度等因素的影響之外，客源地的

國民收入水平變化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

出遊意願與出遊形式，研究顯示，人均

可支配收入與出境人次數的相關度最高。

中國西部地區爆發出強大的旅遊消費潛力，雲南、四

川等省份旅遊消費增長速度較快。隨著國際航班、簽

證中心的新增，杭州、成都等“新壹線”城市出境遊

客的增長速度較快，消費能力也比肩上海、北京、廣

州、深圳等壹線城市。

從目的地消費行為上看，中國遊客的消費方式正在

實現從“買買買”到“遊遊遊”的理性轉變。調查結果

顯示，首次出境旅遊的遊客居多，遊覽觀光和休閑度假

是出境旅遊的主要目的。女性市場明顯高於男性市場，

出境遊客大都是和家人或朋友結伴而行。選擇半自助

遊、私家團的遊客比例正在提升，說明中國遊客不再滿

足於固定的路線與行程，對於彈性時間的要求正在增

加。出境遊花費的主要項目為購物、參團費用、餐飲和

景點門票等。盡管購物仍然為花費最高的項目，但其比

重已經減小。

從遊客滿意度上看，中國遊客無論是對旅遊服務質

量的滿意度評價，還是對目的地國家的總體滿意度都較

高。出國遊客滿意度各季度都持續穩定在“基本滿意”

水平。2016年各個樣本國家的遊客滿意度指數整體上有

所提高，其中中國遊客對新加坡、新西蘭、美國、日本

等國家的遊客滿意度穩定在前列，對越南、柬埔寨、南

非等國家的遊客滿意度指數上升幅度較大。

《報告》認為，對目的地經濟社會貢獻良多的中國

出境遊市場日益受到重視，加上宏觀經濟、基礎設施、

市場政策等發展環境持續完善，中國公民出境旅遊需求

將進壹步釋放。隨著中國旅遊市場發展的成熟，中國遊

客旅遊需求多樣化趨勢將更加明顯。分享經濟、支付手

段等新技術和新政策將有效擴大旅遊供給。

移動支付領域數據之爭：
或成全球趨勢 中國已領跑

近日，日本幾家銀行宣布，計劃

在2020年東京奧運會之前推出壹種新

型數字貨幣，該貨幣暫名“J幣”。J

幣由瑞穗金融集團和日本郵政銀行牽

頭的銀行財團發起，目前已獲得日本

央行和金融監管機構的支持。

按照構想，J幣不僅可以實現

和日元的等值交換，還可與銀行賬

戶綁定。用戶通過手機APP從自己

的銀行賬戶上提錢，就可以直接轉

換成J幣，在便利店或餐廳結賬的

時候就可以使用，個人之間的轉賬

不會產生手續費。

業內人士認為，日本金融此舉

是為了應對阿裏巴巴在移動支付領

域對於其本土機構構成的威脅。

據支付寶相關數據顯示，今年

國慶使用支付寶在境外消費的筆數

是去年同期的8倍多，人均消費金

額也大幅提升了近50%。

阿裏巴巴表示， 2018年春季

還將在日本推出基於智能手機的電

子結算服務，力爭3年內贏得1000

萬名用戶。除了日本，支付寶和微

信等還在世界多地布局，近期巴黎

老佛爺百貨也上線了微信支付，並

且以較低的匯率吸引消費者支付。

移動支付領域的數據之爭
“支付之爭實質上是數據之

爭。” 中央財經大學中國互聯網

經濟研究院副院長歐陽日輝認為，

日本金融機構推出J幣，維護金融

安全是首要考慮。移動支付能夠收

集大量宏觀數據，對於政府制定財

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具有重要的指導

意義。

從經濟發展來看，歐陽日輝表

示，移動支付數據的分析能夠深度

了解消費者的消費習慣、場景和模

式，有利於企業進行精準營銷。基

於支付技術演化出的例如互聯網理

財等眾多金融科技模式，市場規模

巨大，為了維護本國金融企業發

展，也是推出J幣的原因之壹。

此前日本金融機構也表示，J

幣的管理公司會將用戶購物和轉賬

的記錄收集在大數據之中。然後將

其加工成匿名數據，與其他企業和

銀行共享，並應用到商品開發和價

格戰略當中。

歐陽日輝介紹，J幣實質上是

日元數字化的壹種形式，J幣直接

與日元掛鉤，可以實現J幣與日元

自由兌換，進而賦予了J幣價值，

避免因為市場供求變化而導致的類

似於比特幣式價值的過度波動，提

供了J幣的可信度。

“由日本多家大型銀行共同主

導，並得到日本政府金融機構以及

中央銀行的支持，使得J幣能夠有

國家信用做擔保。”歐陽日輝認

為，J幣支持線上線下各種支付場

景，實行無手續費跨行轉賬，流通

成本低、使用場景優於支付寶和微

信、流通性強於傳統紙幣。

“在日本支付市場，支付寶和

微信已經具備了壹定的先發優勢。”

歐陽日輝表示，J幣與支付寶等移

動支付的競爭還要取決多方因素。

目前支付寶和微信具備龐大的用戶

規模和完整的支付生態，其技術和

服務已經具有相當的優勢。而國外

法律法規、支付習慣、金融基礎設

施、消費者權益保護等方面的差異

是移動支付海外發展需要克服的。

中國移動支付全球領跑
麥肯錫全球研究院在今年8月

發布的報告中顯示：移動支付在中

國互聯網用戶群體中的滲透率迅速

增長，從2013年的25%提升到2016

年的68%。2016年，中國與個人消

費相關的移動支付交易額高達7900

億美元，相當於美國的11倍。

“中國移動支付已經全球領

跑。”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

互聯網經濟研究室主任李勇堅認為。

李勇堅介紹，與美國等發達國

家相比，我國的移動支付不但應用

於線上，而且已全面向線下滲透。

以美國的PayPal為例，PayPal雖然

可以在多個國家使用，全球超過

1.53億用戶。但其主要用於線上支

付，線下支持商戶有限。在美國，

手機付款額僅占店內付款總額的

3.0%。移動支付在日本利用率也僅

為6.0%，遠低於中國的水平。

“這壹點，經常出國的人最有

感觸。”英國牛津大學東西方戰略

研究中心顧問高連奎告訴科技日報

記者，政策的支持，創新創業的濃

厚氛圍，讓中國在信息科技領域具

備了彎道超車的條件，我國社交媒

體、電商的發展是促進移動支付發

展的重要因素。

歐陽日輝表示，我國移動支付

市場主要由支付寶和微信組成，其

他移動支付企業規模較小。支付寶

模式主要是依托完善的電商生態，

從線上支付到線下支付，其實質是

支付場景的線下擴展。微信模式，

依托社交平臺龐大的用戶規模，其

終端覆蓋率和場景滲透率極高。

李勇堅介紹，我國在支付方面

具有壹定的後發優勢。我國的信用卡

支付雖然有較快增長，但由於發展基

礎較為薄弱，壹直未能占據主導地

位。而移動支付相比信用卡，便

捷性更高，同時對物理設備的依賴

性低，使中國有機會跳過信用卡支

付階段，直接到移動支付階段。

“相比於NFC技術，二維碼勝

出的關鍵在於用戶的使用和教育成

本。”李勇堅介紹，雖然二維碼的

技術性和便捷性不如NFC，但是推

動二維碼的整體成本要低得多，並

且二維碼技術不依賴於硬件設備，

具有跨平臺的特征。

移動支付或成全球趨勢
今年3月，調查機構World Pay

發布的數據顯示，去年全球支付市

場中，替代性支付方式，即無需信

用卡和借記卡，用手機進行支付的

方法，占比達30%。

多位專家表示，移動支付已經

成為全球支付的趨勢之壹。據拓墣

產業研究院預測，2017年全球移動

支付市場規模將達7800億美元，年

增長率高達25.8%。美國蘋果公司

也在今年全球開發者大會上宣布其

即時通信軟件中增加支付功能。

歐陽日輝介紹，隨著電子商務

的進壹步發展，移動支付應用場景

的進壹步增加，移動支付終端的進

壹步普及，以及全球虛擬貨幣的快

速發展，未來移動支付的市場規模

還將進壹步擴大。不過，同時他指

出，其他國家較難復制中國的移動

支付模式。發達國家本身傳統金融

較為發達，銀行與商家對於數據的

重視使得發達國家第三支付發展較

為艱難。另壹方面，廣大發展中國

家，電子商務發展水平還相對落後。

“中國移動支付的快速發展

有其獨特的發展環境。”歐陽日

輝認為，壹方面我國電子商務快

速發展，線上支付規模龐大，線

上支付向線下滲透成為必然；另

壹方面傳統國有網上銀行操作繁

瑣、信用卡市場欠發達等環境共

同推動了我國移動支付的快速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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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房漲幅 年半新低

香港文匯報訊大 昌 行
集團宣佈，與母公司中信
泰富合作成立添馬基金。
添馬基金旨在通過投資消
費品及醫療保健產品公司
來達到長線增值的目標，

初始資金為8,000萬美元，
大昌行及中信泰富各出資
50%，未來將會引入其他有
限合夥人。
中信泰富為中信股份

的全資附屬公司。

大昌行中信泰富合組基金

紡
織
業
冀
藉
﹁帶
路
﹂保
競
爭
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
“一帶一路與粵港澳大灣區的協同效
應”研討會23日在港舉行，中國紡織
品進出口商會會長曹甲昌在演講時表
示，“一帶一路”建設會為中國紡織
服裝業實現更優質的國際資源配置、
更完善的供應鏈、更有價值的供應鏈
提供發展機遇，相信中國紡織服裝業
能在全球市場中繼續維持競爭力。

業界普遍認為紡織服裝業已變成
“夕陽產業”，曹甲昌直言“只有夕陽
企業沒有夕陽行業”。他強調，中國對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出口表現良
好，前三季度對其中經濟體量較大的國
家或地區保持強勁表現，對俄羅斯和印
度的出口分別增長10.7%和2.3%。

對東盟出口增長逾30%
他相信，“一帶一路”戰略有效

促進業界在沿線國家的投資和貿易工
作，隨產能合作的深化，亞洲地區
以中國為中心將形成完整產業鏈，既
促進亞洲國家對發達國家和中國自成
龐大消費市場的出口，也促進亞洲國
家內部紗線和面料的貿易。他舉例，
自簽訂自由貿易協議後，東盟已經成
為中國對全球紡織服裝出口增長最快
的地區，年均增速在30%以上。
曹甲昌續指，業界需在完善產業

鏈、整合供應鏈、提升價值鏈等方面
創新發展，推動產業升級，尋求專業
化、差異化、精益化、國際化的發展
道路。而提及粵港澳大灣區，曹甲昌
認為，區內的紡織服裝業企業擁有地
緣優勢、政策支持、人才儲備等優
勢，有非常好的起點。他建議，這些
企業應在科學和技術領域多下功夫，
為企業和行業的可持續發展作出努
力。

國家統計局表示，9月16個一二
線熱點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價格

環比繼續全部下降或持平，同比漲
幅全部回落。在連續數月環比回落
後，多數城市房價同比漲幅大幅收
窄。與一年前相比，上海一手和二
手房價格已雙雙轉跌，均降0.1%。
深圳繼續下跌，一二手房價分別下
跌3.8%和1%。而北京新房同比價格
漲幅已回落至0.5%，二手房漲幅只
有1.4%，為近年最低。

三四線市漲幅居前
此外，合肥、南京、福州、天

津、杭州、廈門及鄭州等前期房價

上漲的熱點城市同比漲幅也大幅收
窄至3%左右或更低。

數據顯示，房價漲幅居前的城
市繼續集中在三四線，9月新建商品
住宅環比漲幅最大是安慶，為
0.9%，長春、哈爾濱、濟寧、南充
環比漲幅均為0.8%，瀋陽和西寧漲
0.7%。
易居研究院智庫中心研究總監

嚴躍進指出，目前上述城市購房政
策相對寬鬆，受市場追捧，若後續
房價繼續上漲，可能成為四季度政
策收緊的重點城市選項。

中原地產首席分析師張大偉認
為，調控政策帶來的一二線城市房

價拐點全面出現，最近三年，15個
熱點城市連續兩個月出現全面（環
比）停漲，深圳、上海、成都同比
下跌，北京等接近持平，預計10月
開始將有更多城市進入同比房價出
現下調的趨勢中。

業界料調控續“打地鼠”
張大偉稱，在一二線持續調

控、部分城市降價的情況下，三四
線依然支撐整體市場，這是內地樓
市第一次實現對市場分類調控、精
準調控，未來樓市會繼續分化，調
控政策繼續堅持“打地鼠”，房價
出現加快上漲的城市會出台調控措

施。
中共十九大報告提出“加快建

立多主體供給、多渠道保障、租購
並舉的住房制度，讓全體人民住有
所居”，首次將租賃提升到與出售
同等的地位，將培育住房租賃市場
作為房地產長效機制的一個重點方
向。
業內預計，今年最後幾個月，

地方可能加快跟進出台支持住房租
賃建設的政策，通過財政補貼、稅
收優惠、專項供地等方式，鼓勵發
展規模化、專業化的住房租賃企
業，構建租購並舉住房制度的腳步
將明顯加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

巖 北京報道）始於去年9月

底的內地房地產調控已滿一

周年，中國國家統計局23日

發佈9月70大中城市房價變

動數據顯示，一二線熱點城

市房價環比連續第二個月全

面停漲。繼深圳之後，一線

城市上海房價出現同比下

跌。路透測算，9月70個大

中城市新建住宅銷售價格同

比漲幅縮小至6.3%，為2016

年3月以來最低。

■中國紡織品進出口商會會長曹甲昌。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與一年前相
比，上海一手
和二手房價格
已雙雙轉跌，
均降 0.1%。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美婷、岑健樂）由
阿里巴巴集團旗下B2B電子商務平台— 阿里
巴巴國際交易市場（即“阿里巴巴B2B”）主
辦、香港職業訓練局及香港十大網商創傑會合
辦，以及得到政府支持的首屆“香港B2B電商
青年節”23日開幕。

與會嘉賓都不約而同強調人才是發展電
商的重要因素。阿里巴巴B2B台灣暨香港業
務副總經理張岳博認為電商行業的發展應該
把資源投入在未來的年輕人身上，而這並非
通過僱用人員和提供入職訓練便可以完成，
而是需要年輕人的創意和精力。

阿里首辦港B2B電商青年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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乒乓球“大滿貫”中國選手馬龍當地時間22
日在比利時列日舉行的男子乒乓球世界盃賽中，
以4：2戰勝法國選手高茨獲得季軍，德國名將奧
恰洛夫擊敗同胞波爾取得本次賽事的冠軍。

稍早前進行的準決賽中，馬龍在大比分領先
的情況之下遭到逆轉，以3：4不敵德國名將波爾
無緣最終的決賽。
馬龍與波爾都曾先後兩度問鼎男子乒乓球世

界盃賽冠軍，兩人之間的準決賽被認為是提前進

行的“決賽”。年紀稍輕的馬龍先聲奪人，率先
搶下兩局。經驗老道的波爾後發制人，在1：3落
後的逆境之下連扳三局，與同胞奧恰洛夫會師決
賽，提前將冠軍收入德國選手囊中。

剛剛在列日度過29歲生日的馬龍在贏得季
軍爭奪戰之後表示：“我的目標就是全力以赴，
爭取每一場比賽的勝利。準決賽雖然輸了，但我
盡了全力。季軍爭奪戰贏得也非常艱苦。”

■中新社

10月22日晚，廣州恒大主場以5：1擊退
貴州恒豐智誠，提前兩輪衛冕成功，創造前
無古人的中超七連冠。賽後，主帥史高拉利
（大菲）與球隊一同慶祝奪冠，但很快就有
中國傳媒拍攝到，史高拉利拖着行李黯然離
開天河體育中心的情景。大菲和恒大的緣分
已走到盡頭？
當晚，因遭禁賽，出席賽後新聞發佈會的

是助理教練保羅，會上保羅代表大菲向所有恒
大球員、俱樂部員工以及球迷表示感謝：“這
是史高拉利執教恒大隊以來，經歷最多風雨和
困苦的一年，如願奪冠，可喜可賀。”

談到巴西教練組即將離別廣州，保羅
有些不甘：“我還想為史高拉利說幾句
話。支持恒大的球迷都應該感謝他，他
帶領球隊兩年半拿到了7個冠軍。現在
這個時代和以前不同了，現在的冠軍
含金量和以前不可同日而語。”

史高拉利即將離開，意味着恒大
一個時代的結束。那麼，
誰將接過恒大的帥印？
克羅地亞媒體報道，名
帥安察洛堤（暱稱“肥
安”）已在倫敦與恒大
簽約。而中國傳媒也報
道，安察洛堤將是恒大
下一任主帥，有專欄作
家在社交平台寫道：
“廣州歡迎你，安察洛
堤！”“我的消息源是
已定，等官宣吧。”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陳曉莉

征戰中超7年來，恒大全部奪冠，“王
朝”之勢仍在穩定中延續。7年時間雖

不算滄海桑田，但在足球世界，7年象徵着
大多數球員的黃金期，球員或從巔峰走向退
役，球隊或在高潮和低谷間輪迴。比如，
2011賽季的聯賽季軍遼足，2017賽季已提前
兩輪悲慘降級；本賽季與恒大三線競爭的上
海上港，7年前還叫上海東亞，是當賽季的
中甲第9名。

37歲鄭智保持高水準
穩定，是恒大奪得七連冠的核心密碼。

7年前，恒大剛從中甲衝超成功，鄭智、張
琳芃、馮瀟霆、郜林是本土球員的中堅力
量，當年的這條本土中軸在7年後依舊運轉
正常。除了上述四名在國家隊中扮演核心位
置的本土國腳，恒大一直堅持引進國腳級別
的內援，隊中的本土球員幾乎全部具備國字
號水準。從最初的榮昊、楊昊，到黃博文、
于漢超、鄭龍，恒大的本土班底7年來保持
着國家隊水平。

外援穩定 實大於名
近兩個賽季，河北華夏幸福、天津權健

等中超新貴引進了不少國腳級內援，但以本
土球員的整體質量論，恒大的班底依舊在中
超最具實力，37歲的鄭智仍能在國家隊和聯
賽保持高水準，他和馮瀟霆等老將的穩定狀
態，讓恒大一直享受着當年引援決策的紅
利。7年來，恒大的外援選擇同樣稱道，儘

管基拿甸奴、迪亞文迪曾水土不服，但穆
里奇、高拉特等人都先後長時間効力，相
比奧斯卡、侯克、泰維斯等名氣響噹噹的
大牌外援，恒大的外援“實大於名”，成
為球隊在聯賽、亞冠過關斬將的關鍵人
物。
2017賽季，恒大外援保連奴在夏季轉會

期加盟西甲豪門巴塞羅那，並漸漸在美斯身
邊打上了主力。保連奴的存在幫助恒大贏下
了許多比賽，他的離開則客觀上導致了球隊
本賽季後程多線作戰不利，足協盃和亞冠兩
次被上海上港淘汰。下個賽季，恒大也將面
臨外援的重新選擇，能否找到類似“暴力
鳥”這種超級外援，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恒
大能否順利地繼續自己的王朝。

納比班底打造自信心
7年間，“銀狐”納比曾帶隊接近3個賽

季，為恒大打造了先進的攻防體系。在納比
的調教下，鄭智重回生涯巔峰，並在隊中確
立了自己的位置和踢法，成為球隊兩次奪得
亞冠冠軍核心功臣。客觀評價，如今的恒大
無論在領先、落後時都陣腳不亂、穩紮穩
打，頗有強隊特質。

隨着史高拉利帶隊在盃賽中失意，恒大
賽季末或將面臨換帥的抉擇。但無論新帥是
誰，都不會輕易去改變納比奠定的整體基
礎。只要恒大維持住核心陣容的穩定和奪冠
的勢頭，球隊的自信心很有希望延續下去。

■中新網

廣州恒大提前兩輪成就中國足協超級聯賽廣州恒大提前兩輪成就中國足協超級聯賽（（中超中超））七連冠七連冠。。從從 20112011 到到

20172017，，從衝超伊始迅速建立起王朝模式從衝超伊始迅速建立起王朝模式，，競爭對手換了一茬又一茬競爭對手換了一茬又一茬，，杜奧巴杜奧巴、、侯侯

克克、、泰維斯等外援來來去去泰維斯等外援來來去去，，卻始終沒能撼動屬於廣州的中超冠軍寶座卻始終沒能撼動屬於廣州的中超冠軍寶座。。

最強本土班底最強本土班底恒 大
提 前 兩 輪 成 就 中 超 七 連 冠 大菲黯然離開

傳肥安已簽恒大

中國龍舟隊捧“國家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聰 北京

報道）為期五天的第十三屆世界龍舟錦
標賽日前在昆明落下帷幕，加拿大隊成
為了本屆世錦賽最大贏家，他們獨攬
27枚金牌位列金牌榜首位，東道主中
國隊以19金8銀6銅的佳績，奪得“國
家盃”。 國家體育總局社會體育指導
中心副主任尹國臣對國家隊在本次世錦
賽上的成績表示了肯定，並指出中華龍
舟大賽在推動民族傳統體育項目的競技
化、國際化進程中起到了關鍵性作用。

環桂柳州段 荷蘭小胖奪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曾萍 廣西報

道）“世巡賽．環廣西”單車大賽23日
轉戰柳州，開啟了本屆賽事最艱苦漫長
的征程。“荷蘭小胖”格魯內維亨（樂
透-珍寶）在衝刺階段以微弱優勢險勝加
維利亞（快步）贏得賽段冠軍，打破後
者在本屆比賽集團衝刺的壟斷。

在當地時間22日舉行的丹麥羽毛球公開賽
決賽中，中國香港組合鄧俊文/謝影雪力挫國羽
（中國國家羽隊）混雙組合鄭思維/陳清晨奪得
冠軍。

而在當日的男雙決賽中，國羽組合劉成/張
楠順利以21：16拿下首局；第二局比賽，印尼
搭檔吉迪恩/蘇卡穆約奮起反擊，在場上一直壓
制住中國隊，並以24：22的比分扳回一局；決
勝局比賽，吉迪恩/蘇卡穆約在上半場一直處於
領先，在打至12平後，劉成/張楠實現反超，並
將領先優勢保持至終場，以21：19結束比賽，
將男雙金牌收入囊中。
在之前舉行的混雙決賽中，港將鄧俊文/謝影

雪以24：22、19：21、23：21力克國羽組合鄭思
維/陳清晨，獲得一枚金牌。

印度男單選手斯里坎特．基達姆比以21：
10、21：5大比分戰勝韓國選手李炫一，斬獲男
單金牌。基達姆比在20日的8強賽中，順利將
本土作戰的男單世界冠軍安賽龍挑落馬下並晉
級。這是基達姆比第一次獲得該賽事冠軍。

女單決賽，泰國選手拉差諾．因達農擊敗日
本對手山口茜奪得冠軍。拉差諾於2013年世界羽
毛球錦標賽奪得女子單打冠軍，成為泰國羽毛球
歷史上首位世界冠軍。
女雙金牌則由韓國組合李紹希/申升瓚獲

得，她們以21：13、21：16完勝日本對手田中
志穗/米元小春。丹麥羽毛球公開賽是2017年世
界羽聯超級系列賽的第九站，也是本賽季五個
首要超級系列比賽之一。

■新華社

登
巔
峰

登
巔
峰

男乒世界盃 馬龍無緣決賽

丹麥賽收官丹麥賽收官 國羽僅奪男雙一冠國羽僅奪男雙一冠

■■球員將主帥史高拉球員將主帥史高拉
利拋起利拋起，，慶祝奪冠慶祝奪冠。。

法新社法新社

■■高拉特高拉特（（右右））慶慶
祝入球祝入球。。 法新社法新社

■■廣州恒大提前兩輪奪得七連冠廣州恒大提前兩輪奪得七連冠。。 法新社法新社

■■郜林屢為恒大郜林屢為恒大
建功建功。。 新華社新華社

■■鄧俊文鄧俊文//謝影雪謝影雪（（右右））奪丹麥羽賽混雙冠軍奪丹麥羽賽混雙冠軍。。 路透社路透社

短訊

■中國隊獲得最佳團隊獎——“國家
盃”。 中新社

■■““大滿貫大滿貫””球手球手
馬龍不敵波爾無緣馬龍不敵波爾無緣
決賽決賽。。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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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書抵萬金家書抵萬金（（十五十五））
一九六五年三月十六日晚間，我接到至友王大眾在紐約病逝

的噩耗，哀傷逾恆。
我們兩家有遠房親戚關係。他生前是我今生結交最早的一位

至友，我兩出生在江蘇鎮江焦山的同一幢房子，但他比我早出世
五個月。我們初中二、三年級係同班同學。一九四八年底畢業，
國共正在內戰。次年一月初，我兩帶著他二弟搭機帆船從溫州前
往臺灣，與各自家人團聚。旋即同時考入臺北市的省立成功中學
高中，三年的課堂是同排相鄰而坐，切磋學業。每天放學時，如
果不是大雨天，他必推著他的腳踏車，陪我步行至濟南路與新生
南路交叉口處，才分手騎上他的車子回家去，三年如一日。在哪
段放學回家並肩步行的路程中，我們談論有關課業、同學、師
長、學校、家庭、社會、國家、還有往事等等，是我們最享受的
時刻，也是我們友誼成長與感情培養的最佳時段。高中哪三年期
間，是國府從大陸遷臺後，國家正處在風雨飄搖中，局勢極為險
峻。我的父親與大眾的父親均受政府遣散失業。兩家都曾以經營
小本生意來維持家庭生計。我跟大眾均具有顧家的天性，課餘及
週末時，都努力協助照顧各自家裡的小生意。我兩有相似的清寒
家庭背景，同在苦難的時代中成長。

一九五二年我考進臺大，他次年入省立臺南工學院（即現國
立成功大學的前身），均主修機械工程。我兩先後畢業後，都各
自考取留學考試，設法在困境中達成了來美深造的願望，彼此都
成為對方在此異國的最親近的人了。

當年噩耗傳來，令我悲痛不堪。但我必須以自己的理智，盡
量克服情感上的悲傷，前往紐約市料理他善後的全部事宜，並將
他的骨灰罐，用航掛包裹寄往我父親的工作單位，轉給王府。大
眾終於回家了。他得年僅卅二歲，英年早逝。我曾寫過一篇《憶
好友王大眾》，列在我的著書《一個平凡人的自述》中，永遠懷
念至友。

父親認為我當年治理大衆喪事，尚稱妥善。故在第170封家書
中說： 「我可以推想，你若主持戰事，亦必左券可操。」

第164封家書（1965年3月22日收到，在馬州）
父諭（節錄）： 「來電報於今（三月十七日）上午十時由大

哥收到。母親聞係電報，而未知內容時，即全身發抖，在旁催促
大哥告知。得知是王大眾去世的壞消息之後，不勝悲傷，一時不
知如何是好。大哥即先以電話報告我，頓覺心情悲慼不堪。因我
係民國廿二年夏，見大眾在鎮江東碼頭出生，對其前程希望甚
切，今驟聞驚人惡耗，又想到你以前對他預感之惡夢，竟非若我
覆信給你之解說，一時手足均無所措，乃在電話中告知大哥先去
顧家（王家之親近鄰居），向顧伯母打聽，大眾及她長子德楷近
日有信否？繼將電報給她看過，並請她酌情指示，應以何最適當
之方法，向王家轉報。大哥即依照我所說進行。下午顧伯母來自
家，共同商定大家應付此事之辦法。由大哥即去桃園，約群眾與
廣眾（大眾的二弟與三弟）回臺北，來自家共商。我建議應由老
二與老三會報其父母為宜；顧伯母預先約定醫生，準備必要時，
立即前往王府急救兩老；我約請大姑媽與吳表嫂，共同設法解慰
兩老為要。」

大哥附筆（節錄）： 「我剛從桃園回來。群眾、廣眾夫婦、
吳表嫂均在自家商量此意外事故。望你速將大眾死因來信報告。
你自己保重，駕車小心。」

第165封家書（1965年3月23日收到，在馬州）
父諭（節錄）： 「今接你十四日發自紐約的郵簡，詳知一

切 。 我 認 為 你 處 理 此
事，尚無不週到之處。
群眾已看過此郵簡。並
商定亦將此郵簡交其父
一閱。為大眾治喪，你
係代表其家屬，當倍覺

辛勞，希同時自知保健。所支費用應列表寄來，以便將來王家取
閱。你的電話是臺北時間十八日上午九時左右來到。我適在辦公
室處理公務中。群眾仍瞞著他父母，以防發生意外。經與各至親
密商多次，等候群眾允許報告其父時，始敢設法宣布。預定於廿
日，請大姑媽事先邀請王母去她家，下午三時左右，再由我單獨
赴王家，對群眾父親報告。至於如何告知王母，則由王父自行決
定。我見大眾出生長大成材，不料天不假年，數日來情難自禁，
不時因傷心而落淚。你兩情似手足，不料在萬里之外的異國，為
之歸骨，亦必心情焦急，沉重哀痛之至。要自己設法自慰，多注
意理解，少回憶情感為宜。母親附言，要你自行保健。」

第166封家書（1965年3月26日收到，在馬州）
父諭（節錄）： 「你十四日來簡及十七日來電已於廿日下午

一時五十分交由群眾父親一人收閱。當時僅他與群眾二人在家。
群眾情難自制，哭出聲音，立即被其父極力制止，低聲告知切勿
使隔壁及前面鄰居知道惡耗，以免被見笑，其用心實屬痛苦萬
分。他閱你郵簡後先表示說，你辛苦處事得當，很感激。他又托
我通知你，以後來信切勿提及大眾死亡，說“失蹤”可也。他已
於廿二日親自告知群眾母親，可不必再守密了。對他家，你切勿
直接去信。一切有關事務，均由我代洽。他硬在表面，痛在心
肝，天性也。大眾在紐約同住一公寓的張彭有信給他，亦讓我過
了目。信中敘述大眾於二月廿五日得病起，至三月十六日突然停
止呼吸死亡止之經過情形，較你十四日寄來自家的郵簡報導，稍
微詳細。你十八日發自紐約的郵簡，今（三月廿三日）接閱備
悉。群眾父親正來自家，看過該簡。他現思慮反常，凡他托你辦
的事，應酌辦酌覆。你前給大眾美金一百元，我仍未告知他。總
之，自家今年開支必大增，母親失款，我蓋廚房浴室廁所，你協
助大眾善後，一切在所不計，惟求家庭全體平安。」

第167封家書（1965年3月29日收到，在馬州）
父諭（節錄）： 「近兩週來大家心情沉重悲傷不正常，應各

注意格致之學，求安定。自家用水泥製作大浴缸的浴室、有抽水
馬桶之廁所、與準備日後可使用煤氣爐的廚房的合建平房一間，
已告完成。所費超出預算，總需新臺幣一萬一千元左右，有標到
“會”金可支用，希勿念。今後我之床鋪可遠離廚房，免受煤球
氣味之苦，母親與大嫂亦無需經常去公廁，頃倒大小便之痰盆，
既有助於健康，又可減省她們的勞力，乃可喜之事也。群眾父親
目前神智似失正常，想入非非，希望大眾之好友們，能籌集一大
筆錢給他清理“債務”。他喪子傷痛之情，當然十分理解，惟其
性格與常人有所不同，正有如親友間所言，他一向視大眾為“聚
寶盆”，現寶盆已毀，而猶想在盆邊檢寶。我希望你能酌情與大
眾生前摯友熟商，發起代他家募款。我想你此次既費力、勞神、
傷心、又須籌付費用，總要你安返馬州，照常上班工作，家人才
得放心。大眾之骨灰寄出時，應先告知為要。」

第168封家書（1965年4月2日收到，在馬州）
父諭（節錄）： 「你三月廿二日在辦公室繕發郵簡備悉，慰

甚。今天（三月廿六日）下午我同你母親去王家探望，他父親在
午睡中，未給看你這次來信，但他母親看了，並對我同你母親
說，這次蕉森很辛苦，又籌墊錢，實在感謝之至，將來要將墊款
奉還。母親就請她往好的方面去想，不要再想大眾從前的種種事
情，保重自己身體為要，蕉森所墊用的錢，切勿掛懷。你在信中
曾表示墊付約美金四百元，不希望王家償還，我與母親均同意，

但應列一清單寄來看看。你曾說，大眾的朋友同學前來祭吊者約
有五十人。亦可謂慰死者之靈於異域矣！有簽名留念否？（註）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
惠。” 又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
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你應知所領悟孟子之言。
古人云“儉則傷事，侈則傷貨。”我認為你這次處理大眾之喪事
很得宜。今後你應自知修其能、安其位、樂其群、務其職、致其
所成、而止於至善。使家人免念為要。」

大眾令尊附筆： 「蕉森；此番你為大眾生前去後的事情、廢
時花錢、在慘苦的情況下、盡心盡力的進行、辦得十分完善。本
來是吾們辦的事、現在卻都勞累到你身上、使你身疲力竭、錢
空、吾們實在感謝不盡。吾相信大眾的精神並沒有死，得到永
生。因為他有你這麼一位好友關切，替他服務週詳。吾有生之
年，永誌勿忘。大眾如有靈，定會保佑你。吾遙遙替你祝福。因
遠隔重洋、一點幫你的辦法也沒有、都任你一個人吃苦、於心真
是不安。吾們命苦福薄、苦了卅年、原期大眾能為吾揚眉吐氣、
那知曇花一現即消逝、一切希望歸於幻滅、寧不令人肝腸寸斷
乎！請你保重身體、如有機會來臺一行探望年邁父母、以盡孝
思、吾將到機場歡迎、也等同看見大眾一般。因為在吾心理有時
想到、他生前很得人緣、尤其與你最為知己、情逾手足、吾也安
慰了。他活在每個熟人的心裡、但有時理智壓不住情感、觸景生
情、悲從中來、就會不顧、祗想求解脫、到另一世界、去追尋大
眾、與他在一處。現在吾後悔、不應在他唸完碩士、不予做事休
息機會、以調劑其身心、一味望子速成龍、用火牛之謀、逼害他
早死、太不應該了。有些事前函已言之，請酌情辦理。心痛欲
裂、不盡欲言、就此結束。祝好。王覺之 附言 三月廿六日晚」

註註：：我深知大眾的令尊很愛面子我深知大眾的令尊很愛面子，，故曾謊說約有五十位朋友故曾謊說約有五十位朋友
同學來祭吊同學來祭吊，，我的用意是希望他家人能感到一些安慰我的用意是希望他家人能感到一些安慰。。其實其實，，哪哪
天祗有我一人在殯儀館天祗有我一人在殯儀館、、跪在靈柩前跪在靈柩前、、哀思悲傷良久哀思悲傷良久、、含淚告含淚告
別別。。之後之後，，我獨自駕車我獨自駕車、、開著車燈開著車燈、、跟隨殯儀館的靈車跟隨殯儀館的靈車、、在大雪在大雪
中駛往火葬場中駛往火葬場。。次日仍冒風雪次日仍冒風雪，，前往領取骨灰罐子前往領取骨灰罐子。。哪些悲傷哀哪些悲傷哀
痛的過程記憶痛的過程記憶，，永難忘懷永難忘懷。。

第169封家書（1965年4月3日收到，在馬州）
父諭（節錄）： 「你三月廿三日夜稟報，廿八日收到。附致

大眾父親之詳函及其附件，閱後即由阿東送交王家。你對於王父
所吩咐者，盡可能一一照辦，惟他近來神志不定，主張隨時變
動，你應知斟酌辦理。王父現在重點是放在募到更多款項。母親
近來身體很好，大哥大嫂養正亦安好，我與阿東一向粗健。家人
均能自知養生，自然是自求多福了。你來信提及在辦大眾喪事期
間，有友人替你開車，陪同來往於馬州與紐約之間，我很感謝，
你應銘記莫忘，以圖日後報答（註）。」

註註：：我為大眾喪事我為大眾喪事，，常去紐約常去紐約。。家人唯恐我因心情欠佳家人唯恐我因心情欠佳，，擔擔
心我長途駕車的安全心我長途駕車的安全，，甚為掛念甚為掛念。。我為了安他們的心我為了安他們的心，，故謊說我故謊說我
有友人陪伴有友人陪伴，，替我開車來往於紐約與馬州之間替我開車來往於紐約與馬州之間。。當年我用心良苦當年我用心良苦
啊啊！！

第170封家書（1965年4月7日收到，在馬州）
父諭（節錄）： 「三月廿六日郵簡所報意見備悉。你對大眾

骨灰寄達處的考慮結果，與我所示寄到我上班地方由我收轉，完
全相同，你可得安心。目前王家各人均已分別照常工作或上課，
外表尚稱正常。你此次治理大衆喪事，尚稱妥善。我因此可以推
想，你若主持戰事，亦必左券可操。希望在處理非常事件中，培
養自己的閱歷。擇鄰重要，但善待鄰居更重要，你應注意及此。
你能自知保健及安排一切，至為安慰。」

2017年10月16日於 馬州 （待續）

季蕉森季蕉森季蕉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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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讀““猶太人的啟示猶太人的啟示””的啟示的啟示
————只要努力只要努力，，什麼時候起步都不晚什麼時候起步都不晚

（（獻給老年朋友獻給老年朋友））

猶太人喬治道森在102歲之前，一直是個默
默無聞的人。直到90歲時他受到別人的啟示，
才猛然意識到自己這一生都虛度了。他想：“人
活著似乎應該給這個世界留下點什麼。”於是他
立即進了掃盲班，開始學識字，學文化知識。後
來他愛上了寫作，並孜孜不倦朝這個方向前進，
終於在他102歲那年，完成了他的處女作《索古
德的一生》。

這本書剛剛上市，就引起巨大的轟動，成為
美國最暢銷的書籍之一。喬治道森一下子從一個
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榮升為人們敬仰的大作
家。

喬治道森告訴我們：一個人的命運完全掌握
在自己手裡，你想成為什麼樣的人，想過什麼樣

的生活，什麼時候開始改變，都完全取決於你自
己。他說“只要努力，什麼時候起步都不晚”。

……
讀罷“猶太人（喬治道森）的啟示”，使我

不禁受到他“只要努力，什麼時候起步都不晚”
的經驗之談的“啟示”，更受到他“老有所
為”，孜孜不倦學習精神的鼓舞。他是一位 90
歲才從掃盲班起步的“大器晚成”的人。他的
“處女作《索古德的一生》”就是他自身一生的
寫照。

想到我們的老年朋友——“白發人間寶”。
老人一生閱歷寬廣、經驗豐富、積澱厚實、感悟
深刻。這是“老有所為”最寶貴的生活資本。每
天接觸的家事、國事、天下事，更是我們關心的
說不完道不盡的話題。要說的話、可寫的事太

多，俯拾即是。把自己對生活的體驗、
感悟記錄下來，公諸於世，不僅愉悅自
己、有益於社會，而且給子孫後代留下
了比金錢更寶貴的文字遺產。

老人切忌沉默，無所作為。莫把一
生的“精華”埋沒在沉默中。

世上凡屬“大器晚成”的人，都是
由“老有所為”者發展起來的。古今中
外同喬治道森類似的“大器晚成”者不

勝枚舉。
範仲淹的千古名言：“先天下之憂而憂，後

天下之樂而樂”，是他在晚年提升了思想境界，
大徹大悟後寫出的。這一千古詠嘆，激勵了多少
志士仁人，可說是德照千秋。

唐代名醫孫思邈 70 歲完成《備急千金要
方》，書成後他仍感不足，又以 30 年臨床經
驗，在百歲高齡時完成《千金翼方》。活了102
歲，著書60卷。兩書成為我國歷史上第一部臨
床醫學百科全書。

宋朝的梁灝82歲“對大廷，魁多士”，考
上狀元，名列榜首。成了“三字經”中耆老的光
輝典範。

姜子牙80為丞相，名揚天下。

在當代111歲的陳椿，數十年如一日研讀唐
詩，成績斐然，貢獻頗豐。

著名國畫大師齊白石的繪畫藝術，人們公認
到70歲以後才達到爐火純青的高度，80歲以後
他還為後人留下許多如今價值連城的藝術品。

在國外，達爾文、巴甫洛夫、愛因斯坦等，
都在70歲以後才做出驚人的成績。

1992 年，諾貝爾醫學獎授予了兩名美國的
生物學家，他們是72歲的費希爾和74歲的克雷
布斯。

歌德82歲完成名著《浮士德》。
泰戈爾70歲開始學畫，作畫1500多幅，名

揚全球。
愛迪生81歲獲得1033項發明專利權，其生

命的光輝照亮了全世界。
“老有所為”發展成“大器晚成”者，在充

實自己、奉獻社會的過程中，“加寬、加長”了
自己的生命線，老當益壯，益壽延年。

喬羽先生的一曲“夕陽紅”之歌，唱出了老
有所為、大器晚成的美妙內涵：“最美不過夕陽
紅，溫馨又從容。夕陽是晚開的花，夕陽是陳年
的酒，夕陽是遲到的愛，夕陽是未了的情。多少
情愛化作夕陽紅”。

劉大為劉大為劉大為

數算起來，在我幾近八十年的歲月裡，
除了親戚，同事和同學之外，很多新的朋友
們都是經由各種唱歌的機會才認得的。雖然
由於自幼聽力欠佳，影響到唱歌的水平，所
以從來沒有上台獨唱過。但是在很多熱心朋
友的幫助下，得以培養出一份參加合唱團的
勇氣和經驗。多年來參加過好些不同的合唱
團，由”童心“到“夕陽紅”的隊伍，由美
國東西兩岸唱到台灣，甚至德國，真正體會
到那以歌會友喜洋洋的滋味。

雖然小時候也在台灣唱過歌，包括一些
遊行時要唱的愛國歌曲等，但是真正參加合
唱團是在美國陪孩子們上中文學校的時候。
那時我們剛從南加州搬到華盛頓郊區的馬州
博城，人生地不熟。所以就利用在孩子們上
課的時間，參加了那個由家長們所組成的
“童心”合唱團，一來學點新歌，也交點新
朋友。那時正值越戰剛剛結束，我們這成立
不多久的合唱團就有機會去為來美的華裔難
民募款而去肯尼迪中心上台表演。後來我們

還到紐約會同美東的歌友們一起追悼在
天安門前為民運活動犧牲的學生們；也
回台灣演唱過，並且還到金門前線去
“勞軍”。

隨著歲月的過往，在孩子們離開中
文學校後，我也隨著幾位老朋友由”童
心“換到了一個多數歌友是退休族的”
夕陽紅“合唱團，認識了又一批愛唱歌
的朋友，也讓我依然保持住那份對合唱
的愛好。如今和我一樣，這些朋友們都
已經是”祖“字輩的人了，但是我們還
有聯繫，何況好幾位歌友，包括當年的
指揮李友石，如今也和我一樣搬來了加
州。

搬來灣區後不久，就加入了在南灣
的“萬年青”耆老合唱團，認識了好些
年紀和背景類似的新朋友。然後在三年前一
個偶然的機會裡，聽到一些當年國內知青的
故事和灣區的知青們要舉辦“歲月甘泉”合
唱表演的新聞。雖然我在知青上山下鄉的時

候已經來到美國，可是我年輕在台灣的時
候，也親身體驗過農村“克難”的生活，何
況我也是被毛主席趕到台灣鄉下的人，所以
可以算是來自台灣的老知青了。就這樣我有
機會認識了很多比我年輕的新歌友們，不但

在一起歌頌歲月裡的甘泉，也參加了一些他
們週末在灣區的健走和野餐活動等（圖）。

但願這些在歌聲裡交到的朋友們能繼續
同我一起享受這份共同的歡樂！

10/16/17生辰

圖圖：：矽谷知青合唱團週末健行隊矽谷知青合唱團週末健行隊

以歌會友喜洋洋以歌會友喜洋洋
蔡老師蔡老師蔡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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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華嚴蓮社今起啓建梁皇寶懺法會六永日休士頓華嚴蓮社今起啓建梁皇寶懺法會六永日
並於本周日上午舉行圓果法師圓寂十週年追思會並於本周日上午舉行圓果法師圓寂十週年追思會

（ 本報記者秦鴻鈞 ）今年適逢
休士頓華嚴蓮社開山住持圓果法師往
生十周年，為了配合十周年追思大會
。休士頓華嚴蓮社原訂年終梁皇法會
（12 月 24 日至 12 月 31 日 ） 更動
至 10 月 24 日（ 今天 ）~29 日舉行
。

並特邀 「加州華嚴蓮社」代表，
包括： 主法振冠法師， 「華嚴專宗
學院」 第四屆院友日維法師，及曾
任住持天因法師，曾任知客天寧法師
，曾任當家 天融法師共同前來主持
梁皇寶懺大法會、圓果法師追思法會
及三時繫念。

休士頓華嚴蓮社訂於國曆二○
一七年十月二十四日至十月二十九日
(農曆九月初五（星期二）至九月初
十(星期日) 在最吉祥殿啟建梁皇寶懺
法會六永日。每日上午九時起，恭禮
拜慈悲梁皇寶懺，上午十一時(圓滿
日十時三十分)舉行奉獻妙供，上供
十方三寶，下濟六道群靈。下午四時
晚課及施放蒙山。
適逢圓果法師圓寂十週年紀念日。
屆時敬請諸大護法信眾，駕臨拈香，
同祈福益。同時仰仗諸佛菩薩之威神
力，令檀越在生父母師長，兒女眷屬
，福慧增長，四季康寧，消災免難，

吉祥如意。已故歷代先亡，即時離苦
得樂，往生淨土。並祈求世界和平，
國泰民安，風調雨順，以此功德福佑
冥陽兩利。此外每日正午備有素齋供
眾。敬請檀信踴躍隨喜參與法延，同
沾法益，共邀福庇。

法會期間，恭設消災祿位暨超薦
往生蓮位，冀參加者請儘早與本社聯
絡報名登記，以利作業。

德 州 休 士 頓 華 嚴 蓮 社 地 址 ：
9369 Wilcrest Dr. Houston TX 77099
, 電話：（281）495-9700，，（281
） 879- 4485

為休士頓華嚴蓮社為休士頓華嚴蓮社。。圖為休士頓華嚴蓮社正殿圖為休士頓華嚴蓮社正殿。。

（本報訊） 康樂活動中心訂
於 10 月 27 日（星期五）下午 1:
00 PM-3:00PM 為開放接待日。

重新組合的廚房以及行政
工作人員以最佳陣容，熱心耐心
的服務為長者提供一個親切，舒

適，飯菜可口的日間活動場所。
屆 時 有 精 美 禮 品 贈 送

（2018年月曆）。
歡飲有資格的（MEIDIC-

AID）大休斯頓地區的廣大舊雨
新知蒞臨，參觀，指導！

地 址 ： 9630 CLARE-
WOOD DR. # A2 HOUSTON
TX 77036

電話：713-777-5123

康樂活動中心開放接待日 OPEN HOUSE

圖為休士頓華嚴蓮社開山住持圓果法師圖為休士頓華嚴蓮社開山住持圓果法師。。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今年休士頓全僑慶祝中華
民國106 年雙十國慶壓軸節目--- 國慶餐會，於上周六
（10 月 21 日 ） 晚在Marriott Westchase舉行，共有六百
多人與會。前半場為國慶晚宴，全場在唱中美國歌揭開
序幕。 「國慶籌備會 」 主委陳美芬首先致歡迎詞，感謝
這次國慶系列活動獲得僑界各社團的鼎力支持，才得以
如期順利推展，以及各僑務榮譽職人員及籌備會所有成
員的努力。今年國慶也充份發揮了民胞物與的胸懷，所
有國慶籌備會活動結餘全部捐出救助哈維颶風的災民。
她並期待大家榮辱與共，相互扶持，代代相傳，祝國運
昌隆，風調雨順。

「台北經文處」 處長陳家彥也在晚宴上致詞，強調
強健的美台關係，以及台美間深厚的經濟與夥伴關係，
長久以來已成為亞太地區和平與穩定的基石。祝美國與
台灣的友誼長存，台灣將持續與壯大的休士頓同在。

當晚與會貴賓也分別上台頒發祝賀文告，並上台致
賀詞。包括國會議員Al Green,德州州議員Gene Wu, 休
士頓市議員Mike Laster, 及糖城市長Joe Zimmerman等人。

當晚也頒發榮譽鑽石贊助者獎牌給台北經文處，Crown
Mark, 石山地產， 「國慶籌備會 」 主委陳美芬，副主委嚴
杰，德州越棉寮華裔聯誼會等會代表，以及介紹106 年國慶
籌備會委員上台，包括主委陳美芬，副主委嚴杰，顧問：
葉宏志、劉秀美、黎淑瑛、甘幼蘋、駱健明、趙婉兒、李雄
、葉德雲、文宣、節目策劃:郭穎 等人上台，大家共同舉杯
祝賀中華民國106 生日快樂。

當晚也發表哈維颶風賑災募款，並當場舉行捐贈儀式。
捐出美金一萬元給福遍教育基金會，由福遍縣糖城巿長Joe
Zimmerman 親率代表上台接受。最後，由 「國慶籌備會 」
副主委嚴杰致感謝詞後，下半場國慶之夜 「台灣傳奇 」 正
式開始。

國慶之夜 「台灣傳奇 」 由榮星創意表演工作坊擔綱演
出。由休市著名的編導郭穎擔任製作編導，季玉珍，馮怡雯
任主持人。

節目分好幾個段落，介紹台灣從民國35 年至今的進程
和成就。並以電視影片，歌唱，舞蹈交織串接，節目精彩，
令人目不暇接。從古早農家樂時代 及中華商場/ 西門町興衰
史開場，並以何有靜、鄭麗如等五人表演舞蹈 「農家樂」
為代表。接著邁入電視時代（ 民國51 年- 65 年 ）,郭穎以
懷念廣告精彩篇及綜藝節目集錦，並由李文一、李洪林演唱
、伴奏 「經典西洋歌曲」 青春旋律； 接著介紹台灣民主經
濟起飛（ 民國66 年- 89 年） ，以 「愛拼才會贏 」， 「我
的未來不是夢 」 的演唱以及現代舞表現 「台灣之光」，最
後在全體來賓上台大合唱 「明天會更好」 的歌聲中圓滿結
束。

休士頓全僑慶祝中華民國106 年雙十國慶晚宴
上周六晚在上周六晚在MarriottMarriott 大旅館舉行大旅館舉行，，六百人與會六百人與會

STERLING MCCALL TOYOTA 公司多年來以其良好的信
譽和口碑服務於大休斯頓地區的廣大華人華僑並得到了大家的一
致好評。近年來該公司組建了一支強大的華人銷售和服務團隊。
他們以最優惠的價格和最周到的售後服務，把經濟耐用，質量上
乘的各種型號的豐田汽車展現在顧客的面前。 STERLING MC-
CALL TOYOTA公司在獲得良好的經濟和社會效益的同時，還
積極地支持大休斯頓地區的少年乒乓球運動的開展。由該公司贊
助主辦的第十屆“豐田杯”少年乒乓球錦標賽將於2017年11月
26日（星期日）上午9：30在德州乒乓球訓練中心舉辦。屆時將
有眾多的少年乒乓球愛好者展現他們的球藝。此次比賽的目的在
於檢驗大休斯頓地區的少年乒乓球運動水平，培養孩子們積極向
上和敢於拼搏的精神，增強他們的體質，並能在比賽中互相學習
，取長補短，共同提高，促進少年乒乓球運動的快速發展。

本次比賽也將得到在休斯頓有著極佳口碑的知名診
所百利牙科李東方博士的鼎力相助。李醫生一直關注
並積極支持和讚助大休斯頓地區的少年乒乓球運動的
開展。
凡是年齡在18歲以下，身體健康的少年男女乒乓球愛
好者均可報名參賽。報名費25美元。報名截止日期為
2017年11月19日。超過規定時間的報名者，報名費為
40美元。所有參加比賽的運動員請於2017年11月26日
上午9:00 以前到達比賽場地報到。

此次比賽只設單打項目。分A，B，C, D 四個組別。根據比
賽選手的技術水平分別進入相應組別。比賽採取3局2勝，每局
11分。比賽將使用國際標準三星白色乒乓球。豐田汽車公司將為
獲獎運動員提供獎杯一座,並為優勝者頒發獎金。同時賽事中為

所有參賽的運動員提供免費午餐和飲料。
德州乒乓球訓練中心地址：5902 SuiteA Sovereign Dr. Hous-

ton, TX, 77036. 聯繫人：王教練，手機：832-287-6688

第十屆“豐田杯”少年乒乓球錦標賽
老人服務協會免費注射流感疫苗

今天上午9：30 至中午12：30 僑教中心舉行
每年底正值流感高峰期。中華老人服務協會邀請Christus 流動診所

於10/24 星期二上午九時半到十二點半為會員免費注射流感疫苗。保護
自己和他人健康注射流感疫苗以預防生病。

106106 年國慶籌備會委員登台年國慶籌備會委員登台，，舉杯與大家共祝中華民國舉杯與大家共祝中華民國106106
生日快樂生日快樂。（。（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國慶活動賑災募款國慶活動賑災募款，，並當場舉行捐款儀式並當場舉行捐款儀式，，由糖城市長由糖城市長 Joe ZimmerJoe Zimmer--
man (man ( 左五左五 ）） 率代表親臨接受率代表親臨接受。。旁為旁為 「「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陳家彥處長陳家彥處長（（
右五右五），）， 「「 國慶籌備會國慶籌備會 」」 主委陳美芬主委陳美芬（（ 右四右四）、）、副主委嚴杰副主委嚴杰（（ 右二右二
）、）、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代表頒發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代表頒發。（。（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頒發榮譽鑽石贊助者獎牌頒發榮譽鑽石贊助者獎牌。（。（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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