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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濕免疫內科專家
湘雅醫學院風濕內科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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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新生小象亮相動物園匈牙利新生小象亮相動物園 緊貼媽媽大腿超害羞緊貼媽媽大腿超害羞

匈牙利布達佩斯，布達佩斯動植物園內，壹天大的小象第壹次公開亮相，和媽
媽及4歲大的姐姐壹起壹起散步玩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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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肯寧頓，Steve Ludwin正在處理壹條蝮蛇。Steve Ludwin將近30年內壹
直持續給自己註射蛇毒，這個愛好讓他幾乎喪命，但是這樣做可以和科學家壹樣拯
救許多其他人的生命。感謝他帶來的抗體，可以用於研制壹種新型的抗毒血清。

加拿大皇家冬季農業展趣味多多加拿大皇家冬季農業展趣味多多

加拿大第
95 屆皇家冬季
農業展在多倫多
舉行。壹年壹
度的加拿大皇
家冬季農業展
被視為世界上
規模最大的室
內農業展覽之
壹。該展會內
容豐富，既有
加拿大優質農
牧產品的展示，
也提供與家禽牲
畜親密距離接觸
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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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出口新路徑
中國煙花爆竹將搭“中歐班列”便車

綜合報導 受出口運輸方式等因素限

制，中國正尋找煙花爆竹出口新路徑。

中國“花炮之鄉”湖南省瀏陽市率先開

始尋求出口新通道。

作為全球最大的煙花爆竹生產、消

費和出口國，中國的煙花爆竹銷遍全球

150多個國家和地區，出口貿易額占世

界出口貿易總額的80%以上。由於煙花

爆竹的危爆性，空運、快遞被禁止運

輸，中國的煙花爆竹產品出口主要依賴

公路和水路運輸。

“開辟新通道是中國煙花出口必須

要突破的‘瓶頸’。”瀏陽市鞭炮煙花

管理局調控科科長黃將佑說。

官方統計數據顯示，截至 2016 年

底，中國共有煙花爆竹生產企業3000多

家，80%左右集中於湖南和江西兩省。

而瀏陽是全球最大的煙花爆竹生產和貿

易基地，產品銷往全球100多個國家和

地區，僅2016年煙花產品的出口總額就

達27.6億元（人民幣，下同），占同年

中國總出口額的60%。

歐洲是瀏陽花炮出口的重要目的地

之壹，2016年，瀏陽花炮出口歐洲市場

的總貨值約為9億元，在瀏陽花炮出口

前十位目的國中，歐洲國家占8個。黃

將佑舉例說，瀏陽的煙花產品運到歐洲

目的國壹般需45天，而歐線出口產品每

年3、4月份下單，9月底交貨，瀏陽的

煙花工廠只有6個月的生產時間。此間

的7、8月份又是高溫停產期，留給煙花

工廠的生產時間實際只有4個月。

據悉，每集裝箱煙花的船舶運價高

達8000美元至11000美元，出貨高峰期

運價更高，煙花水運運輸的物流成本占

出口煙花總貨值的10%至15%。

隨著世界煙花貿易量的持續增長，

各消費國對煙花爆竹運輸安全要求越來

越嚴格。天津港爆炸事故之後，中國對

危險品集裝箱實行不落地水水轉運政策，

商檢、海關查驗更加嚴格。煙花運輸轉

運環節多、交貨周期長，使得回款周期

也不穩定，產品競爭力大打折扣。

湖南的“中歐班列”——“湘歐快

線”成為瀏陽開辟煙花出口新通道的首

要考慮對象。2015年9月起實現常態化

運營的“湘歐快線”自長沙霞凝站出

發，途經哈薩克斯坦、俄羅斯、白俄羅

斯、波蘭，最後抵達德國漢堡，運行時

間穩定在15天左右，可輻射至歐洲全域

40多個國家。2016年，瀏陽市煙花爆竹

出口“湘歐快線”沿線國家550萬箱，

出口額15000萬美元。

去年開始，瀏陽市政府和湖南出入

境檢驗檢疫局就提出了在“湘歐快線”

開通煙花班列的設想。今年，雙方已兩

次邀請中國交通運輸協會亞歐大陸橋國

際班列協調服務中心、北京交通大學運

輸學院、廣州鐵路集團公司等有關專家

及領導研討開通事宜。

“鐵路運輸有諸多優勢。不受時間、

天氣影響，可以全天候發運；可以為國

內的煙花企業騰出約壹個月的生產時

間；可增加漢堡線路、莫斯科線路和布

達佩斯線路三條鐵路運輸線路；加上湖

南省政府的財政補貼，通過‘湘歐快

線’運輸煙花每集裝箱運費為5500美元

至7000美元。”中國交通運輸協會亞歐

大陸橋國際班列協調服務中心主任武靖

宇說，中國正大力推進“壹帶壹路”建

設，鐵路運輸還有相關政策支持。

湖南省人民政府口岸辦副主任羅專

表示，研究並解決“中歐班列”開辟新

的煙花出口通道問題，是湖南加速融入

全球經濟壹體化格局的現實需要，也是

中國傳統文化通過“壹帶壹路”傳播輸

出的戰略需求。

中國煙花爆竹2016年總產值為610

億元，其中湖南省達 355 億元，占比

58.2%；江西省約占40%。“開辟新的煙

花出口通道，也是江西省煙花爆竹生產

企業的迫切需求。”江西省出入境檢驗

檢疫局檢驗監管處副處長黃喻勍說，花

炮產業是中國對外文化交流的特色名

片，開通“中歐班列”煙花班列，對加

速中國文化輸出有戰略意義。

湖南出入境檢驗檢疫局局長楊傑

介紹，經過多次研討，目前各方已達

成建立健全煙花班列運輸服務工作機

制、建立煙花物流運輸信息共享服務

平臺等諸多共識。“我們力爭明年實

現開行‘中歐班列’煙花集裝箱運輸

測試班列。”

“雙11”廣州海關12小時驗放跨境電商貨物電子清單183萬票
綜合報導 據廣州海關消息，廣州海關共審核

驗放183.1萬票跨境電商貨物電子清單，貨值4.5億

元，驗放的商品主要品類是護膚品、嬰幼兒奶粉、

食品、嬰幼兒紙尿褲、化妝品等。與去年“雙11”

同期相比增加6.6倍，平均每小時15.3萬票，是今

年日均每小時清單數的35.3倍。

其中，前5個小時，廣州海關共審核驗放跨境

電商貨物電子清單逾 90萬票，超過 2016 年“雙

11”當天全天業務量。目前，海關跨境電子商務通

關管理系統運行正常。

0時25分，“叮咚”“叮咚”，隨著聲聲門鈴

響，廣州的王女士還在“剁手”中卻接到了自己的

第壹個“雙11”促銷活動的快遞包裹，“我還沒買

完呢，第壹單就送到了，太意外了！”。

其實0時0分1秒，卓誌跨境南沙倉在接到電

商平臺的推送訂單後就生成確認信息，接下來

包裹分揀、打包、海關查驗、出區各個環節的

操作時間均以秒計，再加上快遞公司的給力配

送，25 分鐘包裹從下架出倉到消費者這樣的

“極限速度”並不出奇。“在海關驗放這個環

節真的很快，我們粗略分析過，有大約 95%的

訂單是秒過的，”在南沙保稅港區從事跨境電

商物流服務的楊經理說道。“南沙海關的監管

和服務都很到位，給了我們壹劑強心針。”面

對今年的“雙十壹”購物節對跨境物流的考驗，

楊經理也信心滿滿。

南沙海關依托海關信息化系統，完成支付、物

流、消費額度等關鍵信息校驗，實現了全自動審核

放行，跨境電商與保稅港區卡口聯動，保稅電商貨

物24小時智能驗放出區，通關時間大大縮短。

已是入秋時節，廣州的夜微涼，廣州海關

的各個跨境電商通關現場卻都是壹片熱火朝天

的景象。

位於廣州白雲機場工作區的廣州航空郵件處理

中心燈火通明，壹條條藍色、綠色的機械分揀線迅

速遊動，數以萬計的國際郵件迅速地分類處理著，

身著白色制服的海關關員不時在場間巡查，以確保

第壹時間了解通關動態。

同樣的深夜，相似的畫面還在廣州海關行

郵監管處、技術處、數據分中心、廣州白雲機

場海關、廣州海關駐蘿崗辦事處、佛山海關駐

順德辦事處、佛山海關駐禪城辦事處、肇慶海

關等多個業務現場閃現，數百名海關關員鏖戰

通宵。

“廣州航空郵件處理中心為了備戰雙十壹，特

意進行了改造，上線了新分揀線，總處理時效可達

到2.4萬件每小時，比原來增長167%”。廣州海關

駐郵局辦事處副科長鄧章說。

11日1時20分左右，海關跨境電商通關管理系

統迎來了第壹次考驗，通關量峰值突然達到了每分

鐘2.5萬次。廣州海關數據分中心的關員小陳正按

照提前擬定的應急方案報告著跨境電商通關的情

況。按照廣州海關的部署，數十名具有豐富經驗的

專職技術人員在“雙11”期間將24小時值班並隨

時受理電話報障。

“這是我第三次參與‘雙11’通關保障工作

了。我們提前和技術處聯合相關企業進行了壓力測

試，並進行了針對性的升級和優化，壹天審過1000

萬票沒問題！穩著呢！相信以後會越來越好。”小

陳笑著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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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章
蘿蘭上海報道）2017年桌球
上海大師賽13日揭幕，由於衛
冕冠軍、中國名將丁俊暉退
賽，丁俊暉對手梅希文直接晉
級。此外，因打入目前正在英
國高雲地利進行的2017桌球
冠中冠邀請賽決賽，奧蘇利雲
亦將延遲抵滬時間。
“我退出上海大師賽，

各位球迷很抱歉，我們英錦
賽見，”比賽前一天傍晚，
丁俊暉在微博上如是寫道。
之後不久，桌球上海大師賽
組委會亦發佈消息確認，世
界職業桌球協會郵件告知，
中國名將丁俊暉退出2017世
界桌球上海大師賽。

雖然雙方均未說明退賽
理由，但外界普遍猜測，丁
俊暉仍然受到眼疾困擾，病
毒性結膜炎尚未痊癒。

丁俊暉上月月底被確診
為病毒性結膜炎，此後頑強
帶病上陣，堅持參加數場比
賽，但卻反覆上演“一輪
遊”。

此前，丁俊暉在接受採
訪時亦曾沮喪地表示，“帶
病出戰狀態很不好，我的眼
睛腫脹看不清球，我很無
奈。”惟今次直至上海大師
賽開賽前一日，方才依依不
捨告別。
由於丁俊暉臨陣退賽，

其對手梅希文直接晉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榕蓉 福州報

道）2017年中國羽毛球公開賽（中羽賽）
14日起一連六日在福州海峽奧體中心舉
行。這是世界羽聯超級系列賽頂級賽事，
吸引了林丹、李宗偉、諶龍、石宇奇、辛
德胡等世界頂尖球手參賽。坐鎮主場的中
國羽隊（國羽）派出了52人的參賽陣容，
其中林丹重回賽場，有望與李宗偉爭奪四
強席位。

據介紹，國羽男單方面有林丹、諶
龍、石宇奇等參賽，他們將在主場接受馬來
西亞名將李宗偉、丹麥名將安賽龍等其他各
地高手的挑戰。

女單方面，近來狀態良好的國羽小花
何冰嬌、陳雨菲亦將參賽，她們能否突破西
班牙奧運冠軍馬琳、中華台北一姐戴資穎、
印度名將辛德胡等人的夾擊值得期待。

根據抽籤結果，最新世界排名第一的
丹麥選手安賽龍、排名第三的中國大滿貫球
手林丹、第五的中華台北選手周天成、第七
的“大馬一哥”李宗偉被分到上半區，“超
級丹”林丹首輪將迎戰印尼的克里斯蒂，而
李宗偉在第一輪將接受中華台北許仁豪的挑
戰，若兩人會師8強賽，將會上演萬眾期待
的“林李大戰”，這亦將是兩位老將第40
次對壘。
“八強的比賽我還是會全力以赴，最重

要的是打一場美好的比賽。”李宗偉表示，
“我今年35歲了，但還是能保持訓練的狀
態，每一場比賽對我而言都非常重要，我都
會全力以赴認真做好準備。”
中羽賽今年是第29屆，2014年起連續

四年在福州舉辦，總獎金達至70萬美元，
每年都吸引世界羽壇頂尖高手前來參賽。

中羽賽揮拍
有望再演林李大戰

丁俊暉眼疾
無奈退出滬大師賽

李慧詩為弱勢兒童慈善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現階段

專注學業的“牛下女車神”李慧詩，13日
以聯合國兒童基金香港委員會（UNICEF
HK）大使身份，現身是項慈善跑領取跑手
包站台，她參加活動更並呼籲善長慷慨解
囊支持。放棄機械的單車以兩足參賽，她
不諱言稱這是她的處子作：“非常期待參
與3公里領袖挑戰賽。 UNICEF為全球兒
童的工作取得不少成果，而我會竭力籌募
更多款項支援UNICEF為兒童的工作，使
到弱勢兒童也有機會茁壯成長。”

逾300港澳生參與定向越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

道）近日，“南沙新征程，青年再出發”
粵港澳青年南沙新區第五屆十八羅漢山定
向越野競賽活動順利舉行，共吸引300多名
港澳青年學生報名參賽，創歷屆參賽港澳
青年人數新高。自貿區掛牌以來，南沙區
青聯已成功組織開展各類粵港澳青少年交
流活動達63場，有效覆蓋了超過5,000人次
的港澳青少年，增進了港澳青年對內地特
別是南沙的認識和了解。

中國軍團確認六人戰UFC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夏微 上海報

道）距離UFC國內首秀還有兩周時間，13
日，世界頂尖綜合格鬥賽事UFC宣佈，排
名第2的中量級冠軍挑戰者“伯爵”邁克爾
比斯平（31勝8負）已經確認將替代安德森
席爾瓦出戰“UFC格鬥之夜：上海”。而
中國軍團確認有六人出戰，他們包括MMA
次中量級明星李景亮、“東北虎”王冠、
宋克南、閆曉楠、武亞楠以及烏力吉布
仁，他們將為觀眾展現中國力量。

短訊

■■眾參賽運動員眾參賽運動員1313日在中羽賽賽前發佈會日在中羽賽賽前發佈會
上合影上合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蘇榕蓉香港文匯報記者蘇榕蓉 攝攝

■■維泰爾捧盃維泰爾捧盃。。 美聯社美聯社

平治車隊遇劫
咸美頓：類似事件每年發生

咸美頓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表
示：“我車隊的一些同事在(巴

西當地時間10日)從賽道離開後被槍
指着頭部。聽到這個消息太難過
了，請為我的隊友們祈禱。”平治
車隊也證實了這一消息，他們說，
車隊工作人員的客車和國際汽聯的
一部轎車巴西當地時間10日晚8時
左右在賽道周圍遭到搶劫。犯罪分
子攔截下坐着車隊技術人員的客
車，對他們搶劫；他們還用槍托敲
擊後面國際汽聯的轎車，但由於轎
車是防彈的，得以逃脫。跟隨在後
面的威廉士車隊客車見證了這一事
件。

平治車隊董事勞達在接受當地

媒體採訪時說：“我昨日一早才得
知此事。車隊成員告訴我當時有5、
6個人從一輛車子中出來，用槍指着
我們技術人員的頭部。所有人都很
擔憂，我們要更加當心。坦率地
說，這種感覺很不好，但我們能做
的就是加強保護。我跟大獎賽組織
者講述了這件事，商量能夠採取何
種措施，我們也要求所有車隊人員
在沒有安全保護的情況下不要從賽
道出去。”

F1當局責無旁貸不僅僅是道歉
在遭到搶劫後，平治車隊技術

人員立刻通知了還在賽道中工作的
車隊成員，讓他們得以在警方的護
送下回到住所。咸美頓還在社交平
台補充說：“類似事件每年都發
生，F1當局必須做些什麼，而不僅
僅是道歉。”

2010年，畢頓曾在從賽道前往
酒店途中遭到搶劫，但因為搭乘防
彈車，歹徒沒有得手。巴西大獎賽
是今年F1的倒數第二站比賽。

■新華社

英國車手咸美頓12日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表示，同隊工

作人員在參加世界一級方程式(F1)巴西大獎賽時遭遇持槍搶

劫，平治車隊以及國際汽聯隨後證實了這一消息；咸美頓還表

示，類似事件每年發生，F1賽會對這事件責無旁貸。

員工被槍指頭員工被槍指頭

■■平治車手咸美頓平治車手咸美頓。。 路透社路透社

■■平治車隊巴西出賽遇劫。 法新社

■平治車隊員工被劫匪用槍指頭。法新社

維泰爾F1巴西站掄元
13日在聖保羅舉行的世界一

級方程式汽車錦標賽(F1)巴西大獎
賽正賽中，法拉利車隊的維泰爾獲
得冠軍，平治車手咸美頓名列第
四。本場比賽維泰爾在第二位出
發，第一次轉彎時就成功超越首發
的平治車手保達斯，並保持領先直
至終點。

“我認為我的出發非常不錯，
我知道我必須努力爭取。”維泰爾
說。這是維泰爾本賽季第5個、職
業生涯中第47個分站賽冠軍，也
是他第三次在巴西奪魁。

此次勝利鞏固了他在車手積分
榜上第二名的位置，保達斯排在車
手榜第三位。即使保達斯贏得阿布
扎比站冠軍，只要維泰爾進入前八
名，保達斯將仍然無法在積分榜上
超越維泰爾。

馬沙最後一次主場出擊
至於完成本賽季就退役的巴西

車手馬沙，最後一次在主場出擊，
最終得第7名，他賽後直言心情複
雜：“這天感覺猶如勝利。”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希堅斯希堅斯、、馬克威廉斯等名將馬克威廉斯等名將1313日出席日出席
歡迎酒會歡迎酒會。。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記者記者章蘿蘭章蘿蘭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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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章
蘿蘭上海報道）2017年桌球
上海大師賽13日揭幕，由於衛
冕冠軍、中國名將丁俊暉退
賽，丁俊暉對手梅希文直接晉
級。此外，因打入目前正在英
國高雲地利進行的2017桌球
冠中冠邀請賽決賽，奧蘇利雲
亦將延遲抵滬時間。
“我退出上海大師賽，

各位球迷很抱歉，我們英錦
賽見，”比賽前一天傍晚，
丁俊暉在微博上如是寫道。
之後不久，桌球上海大師賽
組委會亦發佈消息確認，世
界職業桌球協會郵件告知，
中國名將丁俊暉退出2017世
界桌球上海大師賽。

雖然雙方均未說明退賽
理由，但外界普遍猜測，丁
俊暉仍然受到眼疾困擾，病
毒性結膜炎尚未痊癒。
丁俊暉上月月底被確診

為病毒性結膜炎，此後頑強
帶病上陣，堅持參加數場比
賽，但卻反覆上演“一輪
遊”。
此前，丁俊暉在接受採

訪時亦曾沮喪地表示，“帶
病出戰狀態很不好，我的眼
睛腫脹看不清球，我很無
奈。”惟今次直至上海大師
賽開賽前一日，方才依依不
捨告別。
由於丁俊暉臨陣退賽，

其對手梅希文直接晉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榕蓉 福州報

道）2017年中國羽毛球公開賽（中羽賽）
14日起一連六日在福州海峽奧體中心舉
行。這是世界羽聯超級系列賽頂級賽事，
吸引了林丹、李宗偉、諶龍、石宇奇、辛
德胡等世界頂尖球手參賽。坐鎮主場的中
國羽隊（國羽）派出了52人的參賽陣容，
其中林丹重回賽場，有望與李宗偉爭奪四
強席位。
據介紹，國羽男單方面有林丹、諶

龍、石宇奇等參賽，他們將在主場接受馬來
西亞名將李宗偉、丹麥名將安賽龍等其他各
地高手的挑戰。

女單方面，近來狀態良好的國羽小花
何冰嬌、陳雨菲亦將參賽，她們能否突破西
班牙奧運冠軍馬琳、中華台北一姐戴資穎、
印度名將辛德胡等人的夾擊值得期待。

根據抽籤結果，最新世界排名第一的
丹麥選手安賽龍、排名第三的中國大滿貫球
手林丹、第五的中華台北選手周天成、第七
的“大馬一哥”李宗偉被分到上半區，“超
級丹”林丹首輪將迎戰印尼的克里斯蒂，而
李宗偉在第一輪將接受中華台北許仁豪的挑
戰，若兩人會師8強賽，將會上演萬眾期待
的“林李大戰”，這亦將是兩位老將第40
次對壘。
“八強的比賽我還是會全力以赴，最重

要的是打一場美好的比賽。”李宗偉表示，
“我今年35歲了，但還是能保持訓練的狀
態，每一場比賽對我而言都非常重要，我都
會全力以赴認真做好準備。”
中羽賽今年是第29屆，2014年起連續

四年在福州舉辦，總獎金達至70萬美元，
每年都吸引世界羽壇頂尖高手前來參賽。

中羽賽揮拍
有望再演林李大戰

丁俊暉眼疾
無奈退出滬大師賽

李慧詩為弱勢兒童慈善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現階段

專注學業的“牛下女車神”李慧詩，13日
以聯合國兒童基金香港委員會（UNICEF
HK）大使身份，現身是項慈善跑領取跑手
包站台，她參加活動更並呼籲善長慷慨解
囊支持。放棄機械的單車以兩足參賽，她
不諱言稱這是她的處子作：“非常期待參
與3公里領袖挑戰賽。 UNICEF為全球兒
童的工作取得不少成果，而我會竭力籌募
更多款項支援UNICEF為兒童的工作，使
到弱勢兒童也有機會茁壯成長。”

逾300港澳生參與定向越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

道）近日，“南沙新征程，青年再出發”
粵港澳青年南沙新區第五屆十八羅漢山定
向越野競賽活動順利舉行，共吸引300多名
港澳青年學生報名參賽，創歷屆參賽港澳
青年人數新高。自貿區掛牌以來，南沙區
青聯已成功組織開展各類粵港澳青少年交
流活動達63場，有效覆蓋了超過5,000人次
的港澳青少年，增進了港澳青年對內地特
別是南沙的認識和了解。

中國軍團確認六人戰UFC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夏微 上海報

道）距離UFC國內首秀還有兩周時間，13
日，世界頂尖綜合格鬥賽事UFC宣佈，排
名第2的中量級冠軍挑戰者“伯爵”邁克爾
比斯平（31勝8負）已經確認將替代安德森
席爾瓦出戰“UFC格鬥之夜：上海”。而
中國軍團確認有六人出戰，他們包括MMA
次中量級明星李景亮、“東北虎”王冠、
宋克南、閆曉楠、武亞楠以及烏力吉布
仁，他們將為觀眾展現中國力量。

短訊

■■眾參賽運動員眾參賽運動員1313日在中羽賽賽前發佈會日在中羽賽賽前發佈會
上合影上合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蘇榕蓉香港文匯報記者蘇榕蓉 攝攝

■■維泰爾捧盃維泰爾捧盃。。 美聯社美聯社

平治車隊遇劫
咸美頓：類似事件每年發生

咸美頓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表
示：“我車隊的一些同事在(巴

西當地時間10日)從賽道離開後被槍
指着頭部。聽到這個消息太難過
了，請為我的隊友們祈禱。”平治
車隊也證實了這一消息，他們說，
車隊工作人員的客車和國際汽聯的
一部轎車巴西當地時間10日晚8時
左右在賽道周圍遭到搶劫。犯罪分
子攔截下坐着車隊技術人員的客
車，對他們搶劫；他們還用槍托敲
擊後面國際汽聯的轎車，但由於轎
車是防彈的，得以逃脫。跟隨在後
面的威廉士車隊客車見證了這一事
件。
平治車隊董事勞達在接受當地

媒體採訪時說：“我昨日一早才得
知此事。車隊成員告訴我當時有5、
6個人從一輛車子中出來，用槍指着
我們技術人員的頭部。所有人都很
擔憂，我們要更加當心。坦率地
說，這種感覺很不好，但我們能做
的就是加強保護。我跟大獎賽組織
者講述了這件事，商量能夠採取何
種措施，我們也要求所有車隊人員
在沒有安全保護的情況下不要從賽
道出去。”

F1當局責無旁貸不僅僅是道歉
在遭到搶劫後，平治車隊技術

人員立刻通知了還在賽道中工作的
車隊成員，讓他們得以在警方的護
送下回到住所。咸美頓還在社交平
台補充說：“類似事件每年都發
生，F1當局必須做些什麼，而不僅
僅是道歉。”
2010年，畢頓曾在從賽道前往

酒店途中遭到搶劫，但因為搭乘防
彈車，歹徒沒有得手。巴西大獎賽
是今年F1的倒數第二站比賽。

■新華社

英國車手咸美頓12日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表示，同隊工

作人員在參加世界一級方程式(F1)巴西大獎賽時遭遇持槍搶

劫，平治車隊以及國際汽聯隨後證實了這一消息；咸美頓還表

示，類似事件每年發生，F1賽會對這事件責無旁貸。

員工被槍指頭員工被槍指頭

■■平治車手咸美頓平治車手咸美頓。。 路透社路透社

■■平治車隊巴西出賽遇劫。 法新社

■平治車隊員工被劫匪用槍指頭。法新社

維泰爾F1巴西站掄元
13日在聖保羅舉行的世界一

級方程式汽車錦標賽(F1)巴西大獎
賽正賽中，法拉利車隊的維泰爾獲
得冠軍，平治車手咸美頓名列第
四。本場比賽維泰爾在第二位出
發，第一次轉彎時就成功超越首發
的平治車手保達斯，並保持領先直
至終點。

“我認為我的出發非常不錯，
我知道我必須努力爭取。”維泰爾
說。這是維泰爾本賽季第5個、職
業生涯中第47個分站賽冠軍，也
是他第三次在巴西奪魁。

此次勝利鞏固了他在車手積分
榜上第二名的位置，保達斯排在車
手榜第三位。即使保達斯贏得阿布
扎比站冠軍，只要維泰爾進入前八
名，保達斯將仍然無法在積分榜上
超越維泰爾。

馬沙最後一次主場出擊
至於完成本賽季就退役的巴西

車手馬沙，最後一次在主場出擊，
最終得第7名，他賽後直言心情複
雜：“這天感覺猶如勝利。”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希堅斯希堅斯、、馬克威廉斯等名將馬克威廉斯等名將1313日出席日出席
歡迎酒會歡迎酒會。。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記者記者章蘿蘭章蘿蘭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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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二〇〇四到二〇〇八年，我在美京城內
的，航空與太空博物館(National Air and Space
Museum)，作義工解說員（Docent）。 每逢星期
三，我就早早起床，著裝後開車去洛城的地鐵
站，坐地鐵進城，再走兩條街到博物館，共約一
小時多。每次為十五到二十位各國的遊客，作約
一小時半的解說。回到洛城地鐵站開車要回家
時，已饑腸轆轆，總是順路在附近的越南店
「Pho 75」， 吃碗米粉湯麵，以獎勵自己。從那

以後我就常常去吃。
今年（2017）十月中旬，太座梅強國和

我一大早從東部華盛頓搭機去西部賭城 Las Ve-
gas，到達時已近中午，因時差的關係其實已過了
十小時，肚子簡直餓壞了。幸好太座臺北二女中
（北二女）的同學，周美棠和她的公子來接機，
很幸運的是，她立刻送我們去 Rio 大旅館內的
Pho Da Nang。看來是一家華人開的越南飯館，
中越菜都有。我點了一大碗的越南湯麵，除了稍
寬的米粉之外還有生熟牛肉片、牛筋、牛肚、綠
豆笌、香菜及滾燙的牛肉湯，我還加了些海鮮醬
調味。 味道極為鮮美，我因為太餓了，大口大
口的，不一回就碗底朝天，吃喝得真是大為過
癮。

這次來 Las Vegas 賭城，是陪太座第三
次參加她北二女高初中同屆的同學會。兩年前在
加拿大洛磯山，上次同學會結束前，太座和周美
棠就被委以重任，主辦今年的同學會。在年初調
查時，報名參加的同學很少。幸好在加州的徐潤
蘇登高一呼，招集了些附近的同學，才有了十六
位同學，及六位夫婿也都是英俊的護花使者，決
定出席參加共享盛舉。巧的是有五位同學居然是
同班三年，見到後喜躍三丈，並不時坐在一起回
顧兒時，照相留念。

天有不測風雲，就在要開同學會的兩星
期前，賭城發生了極大的槍擊案。原來當晚在
Mandalay Bay Casino 旅館前的大廣場上，有兩萬
多人正在參加西部鄉村音樂會。在旅館的三十二
層樓上，兇手不知是何動機，把數枝半自動步槍
改裝成機關槍，瘋狂的向下面人群掃射，禍從天
降，造成了五十多人死亡及五百多人受傷，是美
國約七十年來最大的兇殺案，令全美及世界震
驚。遇到此重大事件，太座不知大家是否還有心
情到這剛出大禍的城市參加同學會。又多虧徐潤
蘇幫忙調查意願，才得知大家認為在同一個地方
不太可能立刻再發生類似的事故，所以要照預定
的計劃參加同學會。

周美棠是太座初中就同班的同學，一向
聰明能幹。太座常回憶當自己還在牙牙學英文拼
音時，周美棠已能流利地唱英文流行歌曲了。如

今她就像一隻候鳥，天熱時住在加拿大的家，而
天涼時就住在賭城近郊的家。因為她是識途老
馬，這次同學會真是出了大力。就如一位全陪嚮
導，一手包辦。她仔細設計了參觀的景點和買好
票給大家觀看大型的表演、安排在何處用餐。她
甚至租了一部有五排座位可坐十五人的麵包車，
並自任司機，全權負責交通安排。如果坐在車中
後排平平穩穩的不去特別注意，真會以為是一位
洋人司機在開車，而沒想到卻是一位勞苦功高的
「女強人」在掌舵。再加上因為賭城天氣十分乾

燥，濕度只有百分之二十，會令人常常感到囗
渴，因此她每天特別給大家準備了瓶裝水，真是
太體貼週到了，令大家十二萬分的感動和感激。

旅館的賭場一眼望去多是亞洲顧客及顧
員，怪不得賭城到處都是中國飯館。當地中文報
上也有無數中國飯館廣告。這次聚會我們飽嚐了
賭城富麗堂皇中國餐廳的佳餚，讓我這個愛吃中
國菜的人，大大的飽了口福。我們曾在港粵大酒
家（KJ Dim Sum & Seafood）吃點心、和菜、及
魚片粥和瘦肉粥宵夜，金元寶廚坊（Ping Pang
Pong）吃和菜，及在美棠的公子最愛的錢莊麵家
（Noodlexchange）品嚐過海鮮火鍋，實在太過
癮了。

賭城為了吸引不熱衷賭博的遊客，特別
供給全家老少皆宜的娛樂項目。我們去了 Tour-
nament of kings 的表演。大家坐在競技場外，看
穿戴鮮艷的中古騎士在場中打鬥，並一面吃晚
餐：有湯、童子雞、蔬菜、 和甜點。我們就像
古時的人一樣，沒有餐具，只能用手抓來吃。另
外還去了米高梅劇場看了 KA by Cirque du Soleil
的表演。劇場很宏偉，約有五層樓高，看到許多
雜技表演，並學到了好萊塢如何用特種道具和器
械來拍電影。但是我發覺自己的心臟愈來愈脆
弱，打打殺殺的場景，有時真慘不忍賭。劇終燈
亮時，看到大家的笑臉，人才輕鬆些。

除了經驗賭城燈火輝煌，及旅館大廳的
迷宮外，有一天周美棠清晨四點即起為大家預備
了豐富的早餐，再開車載我們遊了五十英哩外有
名的 Valley of Fire 州立公園，去欣賞大自然奇
景。那裡有兩億年老的 Aztec 砂岩，呈鮮紅色嵌
在灰色和棕褐色的石灰石之間，遠看起來有點像
蜜蜂窩似的。爬上數段鐵梯覺得自己還有腿力，
見到了山壁上印弟安人畫的動物和弓箭等歷史記
錄。

最後一天的黃昏，周美棠帶我們去逛了
有名的 Fremont 步行街。原來這裡本是賭城漸漸
沒落的老社區， 二〇〇九年時， 網購鞋店 Zap-
pos 的年青老板 Tony 謝，帶頭出資開發，將此
街裝上網狀屋頂，只準行人步行，現在已成為賭

城一個有名的景
點 。 有 各 種 店
鋪、賭場、小舞
台表演、雜耍、
及空中飛人，十
分熱鬧。得知這
位充滿魄力年靑
人的父母是來自
臺灣的移民，讓
我 感 到 與 有 榮
焉。當大家快要
離開此街時，忽
然發現少了一位
同學，幸好手機
的 發 明 派 上 用
塲，兩位同學及
一位夫婿立刻回
頭尋人，終於在
這 街 的 另 一 盡
頭，找到這位迷
途的羔羊。原來她忘情於照相，沒趕上跟大伙一
塊走，而轉向相反的方向，大家都慶幸她終於歸
隊。在這步行街逛了快近兩小時，又累又餓，周
美棠帶我們去了一家自助餐店，只要十元，就可
吃到大塊牛排，及非常新鮮的沙拉，還有冰淇
淋，給此行畫下了完美的句點。

這次同學會雖然沒有大大地賭博，倒是
充分利用了旅館的設備。在我們住的 Rio 大旅館
旁有許多游泳池，有一座假山旁十分隱蔽，正好
作為同學開會及作節目的地方。第二天早上吃過
點心後，同學在那裡聚會討論以後開同學會的
事。大家都深深覺得因馬齒加增，體力都大不如
前，要主辦和參加大型的同學會愈來愈困難，就
如臺灣名作家三毛編的電影 「滾滾紅塵」中的歌
詞：分易分、聚難聚，就一致決定 「化整為
零」，把每兩年一次的大聚會，改為不定期地區
性的聚會，也就是說某一地區若有小聚會就通知
全體同學，住在他處的同學若有可能，也可共享
盛舉，豈不善哉！

第四天近午，同學們又在池邊聚會進行
兩個節目。第一個是陳蓨蘭和夫婿李澤民示範元
極舞並配以音樂。 元極舞是集舞蹈、醫學、音
樂、武術於一體的健身運動。她倆示範的是第一
集 「金蓮初開」，共有十二節。舞姿優美，頗有
韻律，實在是一種可以延年宜壽的運動。第二個
節目是由徐潤蘇和高明敏主持的猜謎遊戲。她們
花了兩年，苦心收集最精彩的謎語，組成共有二
十五個數字成語謎：例如謎面是 「九寸加一寸」
猜 「得寸進尺」，謎面是 「2、4、6、8」猜 「無

獨有偶」；及二十五個四字成語謎：例如謎面是
「軍事論文」猜 「紙上談兵」，謎面是 「茶館搬

家」猜 「另起爐灶」。大家絞盡腦汁，七嘴八舌
地說出各自有趣的謎底，猜對時大家都嘆為觀
止，十分熱鬧。給獎時，居然有雙料冠軍，當然
參加的人人有獎，皆大歡喜。

我和太座多年來參加好些同學會，覺得
這一次陪太座參加的北二女同學會特別溫馨而感
人。我也有許多機會談天敘舊，並多認識了好多
善良優秀的朋友。大家都非常關心別人，婦唱夫
隨，一心為團體服務。因為沒有旅行社安排一
切，校友們遇到問題，大家即時討論解決。麵包
車不夠載所有的同學，陳蓨蘭夫婿李澤民多次開
自己的車接送。當太座到了賭城之後發覺，自己
多算了四人參加看兩塲戲，但是戲票多已經買了
是不能退的。好幾位同學立刻打電話給當地的朋
友，看他們能否來看戲，最後幸有本來不打算去
的六位好心的同學和兩位夫婿慷慨解囊 「拔刀相
助」，解決了財政上的危機。她們每到一處就拉
開北二女的橫幅，照團體照，吸引了不少旁觀
者。有位來自台灣一位大學的畢業生，還要求量
北二女橫幅的尺寸，好照樣為他自己的大學同學
會定做一幅。又很巧碰到小她們十數屆的學妹告
訴說，北二女正在計劃慶祝創校一百年二十週年
的大典，鼓勵學姊們回國參加。

看到她們同學間五十多年來的情誼歷久
彌堅。我深信以後在各地區的小聚會中會繼續保
持連繫，重溫舊夢，相互支持，發揚北二女 「中
華好女郎」的精神。（2017。11）

看蘋果手機的魔力看蘋果手機的魔力

燉書而療燉書而療燉書而療（（（一一一）：《）：《）：《煮字為藥煮字為藥煮字為藥》》》讀後感讀後感讀後感 金大俠金大俠金大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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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 府 作 協 讀 書 會 今 天 （11/5/
2017）聚會討論徐國能的《煮字為
藥》。

日期：11/5（日）早上十點
地點：Ingleside at King Farm[註一]
出席者：龔則韞、胡一霞、梁旭

華、陳小青、劉映梅、印鐵林、金慶
松

七位與會者先後發表精彩想法、
多元觀點，或長或短，我就簡述一
二。則韞讚揚作者的文學情懷，文化
底蘊，文章舖陳的情境，以及書中佳
句隨處可見；一霞、旭華認為深度不
夠（受限於報紙專欄文章的篇幅及讀
者群），宜將專欄文章稍加補充，以
成為較完整的一本書；身為老師的旭
華強調，學校的語文教材宜多元化，
更須適合學生的程度；鐵林提到，文
章要打動讀者，內容很重要，要以大
我為主軸，才容易引起廣泛讀者的共
鳴；小青對全書篇篇有共鳴，認為作
者的思想豐富、文筆流暢，人文素養
高、知識層面廣又強，更難得的是，

廣卻不炫耀，強也不會咄咄逼人；映
梅沒有買此書，謙稱是來旁聽的（好
文友永遠歡迎來旁聽 ），她問到，
為什麼唸科學的則韞、及唸工程的鐵
林、慶松會對文史這麼有興趣、寫作
功 力 這 麼 深 厚 ？ 慶 松 立 即 回 應 ：
「龔、印兩人是家學淵源，我是學人

家的。」
當然，本篇只是我個人的讀後

感，重點放在與寫作有關的心情心
得，畢竟我們是華府華文作家協會
嘛。

——————————————
〈 世 說 ． 新 語 〉 一 文 （ 第 20

頁），開頭就是 「張愛玲說教書很
難，又要做戲，又要做人。」中間加
了句點的文章標題連著第一句名作家
的名言，立即吸引了讀者的眼球，並
順勢帶到現代學生慣用的語彙（新
語），預告文章的核心。好的文章，
破題、首句切入，都值得細思。《煮
字為藥》一書中有55篇文章，每篇文
章的標題都有獨具特色，或詩情畫

意、或古色古香、或引人深思、或精
簡直白，我的這篇讀後感取名為〈燉
書而療〉，深受《煮字為藥》的影響
呀。

〈文化的魚龍秋江〉提到作者很
喜 歡 一 句 ： 「汲 古 潤 今 」 （ 第 26
頁）。汲古潤今、引西滋中是靈感來
源、是創作形式。寫作者得在古今中
外間上天下地、尋尋覓覓、聯想跨
界、獨樹一幟。

〈文化是寫作的沃土〉一文中，
含蓄地直批教育部長杜正勝，並說
「文言文不是頑固的封建教條或死板

的之乎者也，它包含了江上的清風廟
堂的憂國，有永恆的喟嘆與高貴的追
求在其中。」（第37頁）為文言文伸
張正義，令人擊掌。文化，文化，文
言文不是無情物，化做春泥更護花。

〈上一代的讀書人〉的結尾有味
道、富意境。 「秋風漸近，燈影依
稀。我們這一代的讀書人……又成就
了什麼？…… 『故國遙瞻雲遮月，人
生真似浪淘沙』，上一代的讀書人的

身影，也許就在那雲月那浪沙中
了。」（第40頁） 「故國遙瞻雲遮
月，人生真似浪淘沙」出自一封未
完的信、一首即與的詩，徐國能在
另一本書《第九味》中寫成 「故國
遙瞻雲蔽日，人生真似浪淘沙」，
雲遮月、或雲蔽日， 「人生真似浪
淘沙」改為 「人生回眸浪淘沙」或
「人生回顧浪淘沙」，似乎更好。

〈遇見100%的作文老師〉是一
篇好文章（第41頁），題目就引人
好奇，迂迴遞展前行，引人一路到
結尾才亮出答案，也是一種文章佈
局。技術層面的指導，例如，修辭手
段、作品導讀、及實作修改，不少作
文老師都做得到， 「能引導學生認識
天地萬物的真情至美，並給予學生浩
然的胸襟與洞悉人世的睿智」的作文
老師，才是100%的作文老師，這，世
間難遇呀。作者在隨後的文章〈超越
闈場裡的狀元夢〉（第177頁）中也提
到類似的表述， 「教會學生體會生
命、培養美感、融入情意與沉思真

理，然後才是語文的表達。」……
但，大俠愚見以為，教學需要循序漸
進，需要評量學生的資質稟賦，能因
材施教的老師才是100%的老師吧！

《2017年11月5日於華府》
[註一]：謝謝本會會員方映荷為作

協讀書會找來的場地，免費的場地，
免費的咖啡，寧靜優美的討論環境，
與會者喜歡又感恩。

上週五，最新的蘋果手機 iPhoneX 開始上
市。以前，每逢新式iPhone出現，那時蘋果的大
老闆喬布斯（Steve Jobs）都會出現在位於矽谷中
心，巴洛阿圖的蘋果專賣店（圖一）。但近年來
已不再出現人潮，所以現任的老闆庫克(Tim
Cook)還沒有機會來亮相。不料這次iPhone X開
賣，再度引起一股人潮，包括不少人從其他地方
專程來到這具有像徵意義的巴洛阿圖專賣店。甚
至有人由週二就開始排隊，希望在3日早上買到
新款手機。這股熱潮促使庫克來到這裡，親自開
門，迎接那排隊的數百名粉絲（圖二）。同樣的
隊伍也出現在舊金山聯合廣場那所最新的蘋果專
賣店門口，由他們主管零售的資深副總裁阿倫德
絲（Angela Ahrendts）代表蘋果歡迎，再度令人
看到了蘋果智慧手機的魔力。

自從喬布斯於2007年6月29日推出蘋果的第
一款智慧手機以來，幾乎和美國的新車一樣，每
年都會有新的產品出現，按循序為iPhone2，3，4
等。有的時候也會有附加的模式如iPhone3G，或
者 Iphone6S 等。例如今年已經發佈了 iphone8 和
iphone8 Plus。如今再加上iPhone X來做為蘋果智
慧手機上市十週年的產品。當然每次新產品上

架，多半有些
不同的設計和
更好的功能，
以及連帶增加
的價格等。例
如 今 年 的
iPhoneX 定 價
近一千美元，
幾乎是十年前
手機的一倍。

根 據 各 種
新聞報導和蘋
果公司的資料，新手機和以往手機最大的不同是
利用最新智慧電腦的功能和高級攝影像頭等。因
此可以利用新式的頭像來鑑定用戶，不再和其他
手機那樣用指紋認證。再加上用無線電充電系統
等新科技，讓用戶更加方便，深受 iPhone 迷重
現，讓蘋果彷彿重拾以前的魔力。因為iPhone X
證明大受歡迎，市場需求大，蘋果股價當天就升
了 2.6%，達到創新高的 172.5 元。預計 iPhone X
在聖誕和新年假期的銷量會增加蘋果今年第四季
的收入，可能達到840億至870億。

看到那麼多有關新蘋果手機的新聞報導，加
上一些朋友之間的討論，令我這個從來沒有擁有
過一隻智慧手機的人感到心動。自從在華府退
休，搬來矽谷也有十年多了。雖然來到矽谷之
後，就放棄用了很多年的微軟私人電腦，開始用
孩子們幫我們選購的各式蘋果電腦，由小的iPad
到大的iMac等，可是一直不願用智慧手機。只是
在外面接送孩子時，偶然用一隻打“緊急”電話
的“笨”手機。一來覺得對一個退休的人來說，
生活的腳步應當慢下來，不必再做一個低頭族。
二來在家的時間比較多，可以隨時上網，不如在

路上多看看四周的風光。所以我和老伴只有一隻
每個月七塊錢的通話機。我也有一個由孩子們那
裡拿來，沒有電話號的Iphone6，做為外出時的照
相機，也可以用來在家或者去史丹福大學，旅館
等有WF的地方上網查查電郵等。

為了好奇，昨天就信步走到巴洛阿圖的蘋果
專賣店，把玩了一下他們的 iphoneX（圖三）。
它的確比我手邊的 iphone6 更精緻些，但是它的
魔力對一個退休的祖字輩的人來說，有些大材小
用，何況我也還不願做低頭族呢！

11/6/17於老伴77生辰

圖二圖二。。蘋果老闆庫克在巴洛蘋果老闆庫克在巴洛
阿圖歡迎客人阿圖歡迎客人（（網路照片網路照片）） 圖一圖一。。巴洛阿圖的蘋果專賣店巴洛阿圖的蘋果專賣店 圖三圖三。。蘋果最新的蘋果最新的iPhoneXiPhoneX

蔡老師蔡老師蔡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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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士頓 / 秦鴻鈞報導 ）美南
華文寫作協會於11 月 4日（ 周六 ）
舉行一場別開生面的演說---- 由詩
人周正光先生主講 「詩海一勺： 中
國當代新詩與古典格律詩漫談」。這
是美南華文作協難得的一場詩友大會
。文化中心134 室的現場，坐滿了新
舊詩的熱愛者，連 「北美南加州華人
寫作協會」現年97歲的理事余國柱也
專程趕來赴會，待周正光詩人演講告
一段落，他三段即席有感詩作立即寫
就，令人嘆為觀止。

演講開始，由作協副會長唐一美
介紹詩人周正光先生，嶺南人，自幼
酷愛繪畫及文學、藝術。作為他的舊
識，唐一美常去周正光家瀏覽他的詩
與畫，還有他的石頭，收藏，金石，
園林景觀。他的生活面很廣，且有深
度，他有很廣濶的胸懷視野，不墨守
成規，也不固部自封。對於詩，他是
新舊兼愛。他認為 「詩無新舊，體有
古今 」，所以他既能寫絕對格律自由
的現代詩，又能寫格律森嚴之古典詩
詞。各詩體中，周先生尤其喜愛七言
絕句，歷年所作不下千首，在文壇有
「周七絕 」 的美譽。他也從不排斥

新詩，他的新詩集 「聽雨在密西西比
河」，及古典詩 「聽雁扣舷集」 行
世。他的舊體詩詞有一百五十四首入
選中華詩詞研究院所編 「二十世紀詩
詞文獻匯編」，絕句入選 「當代絕句
三百首」，他的新詩也曾入選台灣中
央日報 「海外詩抄 」，暨南大學出
版之 「海外華文文學讀本」 及謝冕
主編之 「百年新詩」 。

周正光先生當天的演說，談到他

對新舊詩的見解，及對詩壇
的展望。周正光先生談起近
百年的詩，在中國形成二大
派： 新詩（ 白話詩 ） 的出
現，起因於五四運動，當時
列強環伺，中國幾乎要亡國
，胡適提出 「新文學」 運動
，即 「五四運動 」 帶來了
「自由詩 」。周正光認為

： 詩無新舊，只有不同的體
裁。自由詩認為舊詩束縛自
由，是廟堂文學，書齋文學
。而白話詩強調 「我手寫我
口，我口表我心」，認為詩
無非表現自己的感情，表現
自己的無奈。 周正光說： 而
1949 年後根本不能表現你的
心，為免 「文字獄」，自由
詩的重鎮跑去台灣，出了余
光中，洛夫，瘂弦等名詩人
，可謂 「江山不幸詩人幸 」
，家國之恨，身世之感，助詩人完成
感人詩篇，如周夢蝶的詩 「十萬青年
十萬兵，萬里江山萬里情」 ，反過來
中國大陸，1949 年後，一個運動接一
個運動，那時的詩： 「東風吹，戰鼓
擂，當今天下到底誰怕誰 」，這是中
國大陸 六 O 年代的詩。到 2000 年，
放眼全球，世界一片紅。所謂 「紅旗
歌謠 」，賺一代詩風： 「天上沒有
玉皇，地上沒有龍王，我就是玉皇，
我就是龍王，我可為開路，我來了！
」周正光提到他大學同學，當時20 多
歲，他在日記本上寫詩 「去年躍進夜
無眠，報到糧食翻一翻，如今飯堂吃
稀飯，我問毛公是何因？」 結果，馬

上被五花大綁，拿去勞改。乃改口 「
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爹親娘親
不如 黨的親」。周正光說： 八年抗
戰， 「義勇軍進行曲」 連五，六歲
的小孩都會唱，唱時全場哭聲震天，
感動了千千萬萬人。詩在抗日時，成
為匕首---- 「大刀向鬼子頭上砍去
」，那時的 「詩」，成了時代的風雨
表。

周正光在七O年代去了香港，於
是接觸到余光中、洛夫、瘂弦的詩，
如余光中的 「等你在雨中」： 「在作
虹的雨中，你來與不來，都總覽一池
紅蓮如鴻雁。」還有有 「詩魔 」 之
稱的洛夫，主張詩既要橫的移植（ 從
外國移植而來），又要縱的繼承（舊

詩 ）。他的一首 「釀酒的石頭」 ：
「用雪堆積起來的童年，融化的多麼

快啊！所幸我還是你手中，握著發燙
的石頭」。

周正光說： 寫詩的人有一目標
： 但求一句傳世！不必再用一朵花來
肯定自己，用最少的文字來表達最深
的自己。他又列舉幾首當代著名的新
詩，如徐志摩的 「沙楊娜拉-- - 贈
日本女郎 」： 「最是那一低頭的溫
柔，恰似一朵水蓮花不勝涼風的嬌羞
。道一聲珍重，道一聲珍重，說那一
聲珍重 有甜蜜的憂愁----,沙揚娜
拉！」

周正光也提到一些詩人的名句，
如鄭愁予的 「錯誤 」---- 「---

我達達的馬蹄是美麗的錯誤，我不是
歸人，是個過客！」，又如瘂弦的 「
藍色的井」： 「有一口藍色的井，在
我綠色玻璃墊的草原之彼方，每天我
遠遠地到那兒去吸水，來灌溉那稿紙
的縱橫阡陌-----」。

當天專程前來聽名詩人周正光演
講的97 歲老詩人余國柱當場賦詩三首
談其聽周正光談詩的感想：（ 一 ）
中華玉韻感人深，海外西來播正音。
燦爛光輝明大地，休城喜樂眾歡心。
（ 二 ） 一勺詩清作漫談，春風滿座
盡紅音。新詞古典皆暢論，仿若高山
萬簌吟。（ 三 ） 今年一別到休城，
未聽聯吟導正聲，此日相逢如故舊，
歡天喜地樂生平。

美南華文寫作協會演講會 詩人周正光先生主講
詩海一勺：中國當代新詩與古典格律詩漫談

美南國建會擬定 2017-2018 活動
計劃如下 :
• 2017 年 度 會 員 餐 會: 12/2/2017
11:30至2:30在CCC TECO舉辦
• 2018青年專業人員和學生網絡活
動 (Young Professionals and Students
Network Event): 3/10/2018 在慈濟舉

行
• 2018 會員春季野餐: 4/7/2018 在
Sugarland Eldridge Park Pavilion舉行
• 2018 多元高峰會 (Diversity Sum-
mit): 5/4/2018 在 Sugarland Marriott 舉
行
• 2018 科學, 工程, 及技術研討會

(SETS): 6/9/2018 在 Sugarland Marriott
舉行
• 美南國建會 40 週年慶祝宴: 6/9/
2018晚在Sugarland Marriott 舉行

2018 科學, 工程, 及技術研討會
(SETS) 的主題是最新電腦資訊科技,
包括人工智慧 (AI), 自動控制 (Auto-

mation), 大 數 據 科 學 (Big Data Sci-
ence), 及深度學習(Deep Learning) 等
等. 會中將探討這些技術對我們生活
的影響. 我們很高興請到孔祥重院士,
哈佛大學電腦科學系威廉蓋兹講座教
授, 前來SETS發表專題演講及與此間
專家學者相互討論. 我們也將邀請國

內專家學者或長官前來共襄盛舉.
為了加强與會員及大眾的連絡, 我們
成立了 ACAP Facebook 群. 希望大家
多多利用. 同時也可查閱我們的網頁
– WWW.ACAP-USA.ORG.

美南國建會將在十二月二日中午假僑教中心舉辦會員餐會歡迎會員踴躍參加

圖為作協副會長唐一美圖為作協副會長唐一美（（ 左左 ）） 介紹主講人周正光介紹主講人周正光（（ 右坐者右坐者））的詩作的詩作。（。（ 記記
者秦鴻鈞攝者秦鴻鈞攝 ））

圖為著名詩人周正光演講的情景圖為著名詩人周正光演講的情景。（。（ 記記
者秦鴻鈞攝者秦鴻鈞攝 ））

（ 本報記者秦鴻鈞 ）近年來休市
掀起了一陣麵食風，也許隨手可吃的饅
頭，花捲，包子，生煎包，千層餅更能
貼近大家日益忙碌的生活三餐之所需。
既不必為了打點三餐費盡心思，也可省
下大把的時間去忙其他的工作。 「東
北人 」的麵食成為休巿麵食中的翹楚
。家家戶戶日常不可或缺的主食。

「東北人 」 最令人百吃不厭的莫
過於他們製作精良，口感一流的包子、
饅頭、花捲，紅豆包、生煎包；各式餅
如：黄金大餅、千層餅、紅豆餅、吊爐
燒餅、京式提漿月餅、鮮肉月餅，及各
式中點，如金絲棗糕，油茶麵---- 等
等，麵食製作精美，只憑一口饅頭、花
捲，大餅，即可看出老闆揉麵的用心、
賣力。口口吃得出勁道，口口皆是餮饈
，令人吃了還想再吃。

「東北人 」 除了麵食出眾，他們
有家鄉味道的東北菜及正宗淮陽菜、正
宗川菜也是人人愛點的菜色，如紅燒牛
肉，川式牛仔骨，石板銀鱈魚，雙椒多
寶魚，酸菜魚，香辣仔鮑，鹽焗大蝦，
大蒜燒鯰魚，松鼠魚，翡翠明珠魚，淮
陽獅子頭，淮陽小炒，大燒馬鞍橋，大
煮干絲，桂花糯米藕，將軍過橋，燉酥
腰，三鮮煨魚頭，芙蓉蓮蓬，文思豆腐
，蜜汁薯片，錦繡拼盤，干煸牛肉絲，
紅燒牛肉，花椒雞丁，山椒泡鳳爪，魚
香茄條，魚香肉絲，椒燒茄子，豆瓣鮮
魚，干煸魷魚，乾燒魚，回鍋肉，火爆
腰花，口水雞，夫妻肺片，麻辣腰片，
沸騰牛蛙，蒜泥白肉，刺身拼盤，乾燒
海參，毛肚火鍋，金沙蟹，全家福....等

王 博 是 專 業 烹 飪 學 校 培 訓 出 身
—— 「揚州大學」旅遊學院 「餐飲系」畢業，擅長淮揚菜及川
菜， 「淮揚菜」如淮陽獅子頭，南京鹽水鴨，松鼠全魚，以及
「川菜」：水煮魚，辣子雞，水煮肉片，麻辣腰花……等等都是

他的拿手菜。 「東北人」自從王博加入廚藝陣容，點菜範圍更加
寬廣。除保持原有的東北菜及麵食外，還有淮揚菜，川菜可點，
聞者莫不喜上眉梢，躍躍欲試。 「東北人」著名獨特的食品還有
：正宗炭火烤羊肉串，又大，又香，麻辣燙，涮毛肚，正宗東北
鍋包肉，東北亂燉，乾鍋鴨頭，粘豆包，東北大煎餅，玉米麵大
餅子，鍋貼饅頭，自製干腸，哈爾濱紅腸，以及一開張即推出至
今的著名東北菜，如李連貴燻肉大餅，東北醬骨頭，油豆角燒排
骨，地鍋雞，壇肉，尖椒幹豆腐，醬扒茄子，刺老芽炒雞蛋，小

雞燉蘑菇粉，藥膳醺雞等
，以及正宗川菜水煮魚、
水煮肉片、辣子雞、夫妻
肺片、口水雞、麻辣腰片
、幹煸四季豆、麻婆豆腐
……以及休士頓獨家推出
的 「烤全羊」大餐，足夠
十幾個人吃喝。

歡迎蒞臨位於 「時代
廣場」的 「東北人」品嚐
獨特的東北家鄉味。 「東北人」餐廳地址：8400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77036 電話： （713）-750-9222

「 東北人」 麵食包子、饅頭、花捲、千層餅、黃金大餅、生煎包享譽休巿
並常年供應餐廳自製的京式提漿月餅並常年供應餐廳自製的京式提漿月餅、、鮮肉月餅鮮肉月餅

發麵紅豆餅發麵紅豆餅

生煎包生煎包

千層發麵餅千層發麵餅

芝蔴黃金大餅芝蔴黃金大餅

東北人著名麵食東北人著名麵食 「「金絲棗蛋糕金絲棗蛋糕」」

紅豆包紅豆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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