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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華 先生
傳揚飛虎精神
推動航空教育不遺餘力
陳納德將軍飛虎隊飛行學院執行長
12.14.2017

貸 動商機 成功起點
賺 到未來 攜手同行

誠懇的態度 專業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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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行
6901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713-771-9700

糖城分行
3508 Highway 6 South
Sugar Land, TX 77478
713-272-5028

布蘭諾分行
2304 Coit Rd.
Suite 600
Plano, TX 75075
972-673-0188

李察遜分行
奧斯汀分行
1131 N. Jupiter Rd.
11220 N. Lamar Blvd.
Richardson, TX 75081 Suite A100
972-301-5988
Austin, TX 78753
512-834-8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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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700
超過
700商家加入免運日
商家加入免運日 平安夜前保證送達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
導）聖誕節即將來臨，除了是
全家團聚歡慶的節日，也是減
價折扣血拼的好時機。如果你
還有一些聖誕購物清單還沒完
成，本周五或許是個適合的日
子。為了讓消費者上網購物，
剛好趕得上聖誕節前送達，超
過 700 家零售業參與 12 月 15 日
(周五)的免運日，聖誕節前血
拼買禮物，正是時候。
參與免運的零售業從大型
百貨到小型商家都有，有些商
家需要代碼才能免運，詳細參
與免運的商家名單可至 https://
www.freeshippingday.com/網 站
查詢。免運的條件將不限於最

低金額，所有結帳商品將可獲
得免運，並且必須在平安夜前
送達。
根據該網站表示，免運日
自 2008 年開始實施，2011 年時
消費獲利累積至 10 億美元。
有部分免運商家可在寄送
時多附贈小型試用品，詳細情
形都可上該網站查詢。
以下參加商家名單由
ABC13 整理：
Amazon
Barnes & Noble
Bealls
Belk
Bergdorf Goodman
Best Buy

Bloomingdale's
GameStop
Guitar Center
JCPenney
Lord & Taylor
Macys
Neiman Marcus
Office Depot
Saks Fifth Avenue
shopDisney
Stage
Stein Mart
Target
T.J.Maxx
TOMS
Toys "R" Us
Walmart

過節前百貨業人潮聚集，Memorial City Mall 也設至聖
過節前百貨業人潮聚集，
誕老人拍照區，
誕老人拍照區
，充滿節慶氣氛
充滿節慶氣氛。
。(記者黃相慈／攝影
記者黃相慈／攝影))

聖誕節臨近氣氛濃厚 休城愈夜愈美麗
休 士 頓 Galleria 大 聖 誕 樹 迎 接 聖 誕 節 。 ( 取 自 Houston
Chronicle／
Chronicle
／Dave Rossman)

各地聖誕節燈
飾布置美不勝
收。(讀者提供
讀者提供))

各大商城和零售業同樣不會錯過聖誕商機，店內充滿聖誕氣
息，不只反覆播放聖誕節應景歌曲外，無論是沃爾瑪(Walmart)、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聖誕節即將來臨，休士頓
標的(Target)和 HEB 都開闢聖誕專區，各式各樣的聖誕禮品應有
各地商城早就開始瀰漫聖誕氣氛，街道路樹纏繞大量燈泡，
盡有，方便民眾選購，可提早布置住家。標的百貨分店銷售人員
五光十色，各大零售業也開闢聖誕專區，販售應景聖誕掛飾
說，每年這時候都是百貨業一年最忙的時候，最近一兩周已開始
、卡片、聖誕紅和其他布置小物，民眾紛紛到店裡選購，準
湧入購物人潮，預計聖誕節前一周會達到購物巔峰。
備精心裝點住家，迎接溫馨聖誕節。
許多精品名店也趁年底購物季打折，精打細算的消費者趁折
休士頓各地聖誕氛圍濃厚，各大商城周邊可說是愈夜愈
扣季促銷購買便宜衣物，銷售人員表示，建議民眾除趁此時血拼
美麗，包括休士頓 Galleria 購物中心的大聖誕樹成了觀光指標
morial City Mall 都早在 11 月中旬就開起點燈儀式，大動作的擺放 外，也可囤積一些不退流行的聖誕裝飾品，這樣明年可省下裝飾
外，高地村(Highland Village)、休士頓動物園和位在 8 號公路和 聖誕樹和舉行聖誕點燈活動，一到晚上，光彩奪目，令人目不暇
費用。
Katy Frwy 交叉口的休士頓 「城市中心」(City Centre)以及 Me- 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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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海軍新航母正式服役 女王親自出席儀式

農民忍痛倒進山溝
韓國柿子滯銷

探秘故宮文物醫院

配備世界最先進文物“
配備世界最先進文物
“診療
診療”
”設備

故宮文物醫院內工作人員悉心工作。
故宮文物醫院內工作人員悉心工作
。故宮文物醫院是目前中國國內
面積最大、功能門類最完備
面積最大、
功能門類最完備、
、科研設施最齊全
科研設施最齊全、
、專業人員數量最多的文
物科技保護機構，
物科技保護機構
，也是服務於
也是服務於“
“平安故宮
平安故宮”
”工程子項目
工程子項目“
“院藏文物搶救
性科技修復保護”
性科技修復保護
”的重要工程
的重要工程。
。故宮文物醫院坐落於故宮西側院墻內側
故宮文物醫院坐落於故宮西側院墻內側，
，
建築長度達 361 米，建築面積 1.3 萬平方米
萬平方米，
，地上和地下各壹層
地上和地下各壹層，
，在采
用傳統工藝保養修復文物的同時，
用傳統工藝保養修復文物的同時
，故宮文物醫院也與現代科技相結合
故宮文物醫院也與現代科技相結合，
，
故宮博物院為這座全新的文物修復中心配備了世界上最先進的文物“
故宮博物院為這座全新的文物修復中心配備了世界上最先進的文物
“診
療”設備
設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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厲害！
厲害
！世界最大
世界最大單體智能碼頭開港
這個碼頭看不到人
發制造和安裝調試任務。目前，已
經完成調試的首批 10 臺橋吊、40 臺
軌道吊、50 臺自動導引車投入開港
試生產。根據規劃，洋山港四期最
終將配置 26 臺橋吊、120 臺軌道吊和
130 臺自動導引車。

全球最大單體自動化智能碼頭
和全球綜合自動化程度最高的碼頭
——洋山港四期碼頭正式開港。歷
時近三年時間的艱苦建設，經過為
期 18 個月細致全面的設備及系統調
試，全球港口航運業萬眾矚目的無
人碼頭終於露出了真容。
業內人士表示，洋山港四期碼
頭的建成和投產，標誌著中國港口
行業在運營模式和技術應用上實現
了裏程碑式的跨越升級與重大變
革 ，更為上海港進壹步鞏固港口集
裝箱貨物吞吐能力世界第壹地位、
加速躋身世界航運中心前列提供了
全新動力。
碼頭不再臟、重、吵
駛上東海大橋，驅車 15 分鐘左
右就可遠遠望見洋山港四期碼頭，
碼頭和堆場上壹排排采用紅白相間
塗裝的現代化大型港機裝備顯得十
分醒目。洋山港四期依托顆珠山島
及大、小烏龜島圍海填築形成，總
用地面積 223 萬平方米。該碼頭共
建設 7 個集裝箱泊位、集裝箱碼頭
岸線總長 2350 米，設 計 年 通 過 能
力 初 期 為 400 萬 標 準 箱 ，遠期為
630 萬標準箱。
幾艘滿載集裝箱的貨輪靜靜地靠
在碼頭岸邊，10 臺高高的橋吊淩空佇
立，就待壹聲令下，全線發動。
“上海國際航運中心洋山港四
期碼頭開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員、上海市委書記李強壹聲令下，
汽笛鳴響，橋吊開始起吊，這個全
球最大單體自動化智能碼頭開始運

作。第壹箱集裝箱從船上吊到了自
動導引車上，奔向堆場。
有意思的是，除了汽笛聲，整
個碼頭沒有傳統碼頭的喧鬧，全場
安安靜靜，只有自動導引車不聲不
響地載著集裝箱跑前跑後。人們看
到的，還有軌道吊在前前後後地移
動，將壹個個集裝箱放到指定地點。
人們印象中臟、重、吵的碼頭，
現在如畫壹般優雅美麗。
近年來，受益於“壹帶壹路”
倡議、自貿區及長江經濟帶戰略的
政策利好，在總吞吐量連年創新高
的同時，洋山港的國際中轉與水水
中轉比例持續增長，國際樞紐港地
位逐漸確立。而與之形成對比的是，
面對持續增長的貨量，通過增效挖
潛，幾年來上海港既有集裝箱碼頭
交出的吞吐量成績均已遠遠超出當
初的設計能力，受制於泊位資源與
設備資源的數量，高負荷運轉無法
從根本上滿足未來逐年增高的吞吐
量預期。
與此同時，上海國際航運中心
也面臨空前激烈的外部競爭環境，
韓國、日本、新加坡等地的許多港
口都在著力增強自身作為國際集裝
箱樞紐港的綜合實力。著眼未來，
上海需要壹座新的集裝箱碼頭來承
載更艱巨的使命、應對更激烈的挑
戰，為“壹帶壹路”倡議和長江經
濟帶國家戰略服務。
建造洋山港四期碼頭工程，由
此被提上議事日程。
據了解，中國交建所屬振華重
工承擔了洋山港四期碼頭的設計研

自動化智能化讓碼頭工作更輕松
“洋山港四期碼頭有幾大獨到
之處。”采訪中，振華重工副總裁、
項目總經理張健如數家珍般說。
首先是規模大。此前，振華重
工先後建設的廈門港、青島港兩大
智能化碼頭，分別只有 1 個和 2 個泊
位，都比較小。而洋山港四期，達
到了 7 個泊位，而且是壹次建成。
洋山港四期也是全球綜合自動
化程度最高的碼頭。比如，海側的
岸橋全部是自動化遠程操控，在陸
側使用的軌道吊也實現了自動著箱，
海側軌道吊全部是雙箱自動化軌道
吊，也是振華重工自主研發的產品，首
次在全球市場亮相。自動化雙箱軌
道吊，配合自動化雙箱岸橋作業，
可盡快釋放岸線空間，提高碼頭的
使用率，能夠提升 50%的工作效率。
洋山港四期還在亞洲港口中首
次采用我國自主研發的自動導引車
自動換電系統，自動化換電站技術
也是 振 華 重 工 國 內 首 創 。 按 照 設
計 ，更換電池全程只需 6 分鐘，電
池充滿電僅需 2 小時，整個充電過
程零排放，可節省能耗 40%以上。
這壹系統打破了歐美的技術限制與
壟斷，標誌著振華重工已掌握自動
導引車全換電技術，日後可為用戶
提供多樣性的自動導引車系統方案
選擇。
洋山港四期是國內唯壹壹個
“中國芯”的自動化碼頭。其碼
頭的軟件系統，主要由振華重工
自主研發的設備控制系統和碼頭
方上港集團研發的碼頭操作系統
組成，也是國內唯壹壹個軟件系
統純粹由“中國制造”的自動化
碼頭。
洋山港四期碼頭極大地釋放了

勞動力。過去，壹臺橋吊需配幾十
個工人服務，現在，壹個工人就能
服務幾臺橋吊，而且只需在後方的
中控室工作。過去，操作工人坐在
50 米高空的橋吊控制室，俯身向下
操作集裝箱，眼部、腰部損傷嚴
重 。現在，工人坐在中控室，看著
電腦屏幕，就可以把龐大的集裝箱
吊起 放 下 ， 工 作 變 得 更 輕 松 。
原 來 ，橋吊操作工人大多需要男性
壯勞力，現在，無論男女都可以作
業了。未來，工人還有望實現遠程
操控，無須到碼頭，人在市區控制
室就可以操作了。
越來越多的世界港口遞來橄欖枝
十九大報告提出建設“交通強
國”，實現前瞻性基礎研究、引領
性原創成果重大突破。作為洋山港
建設的主要力量，中國交建從勘察
設計，到吹填造地、航道疏浚，以
及全自動港機設備的制造和安裝，
在技術領域實現了壹個又壹個的突
破。中國交建牽頭的科技項目“離
岸深水港建設關鍵技術研究”獲得
2013 年國家科技進步壹等獎，標誌
著中國有了在全球任何地方建設港
口的能力。
目前，全球已經建成和正在建
設的自動化碼頭有 40 余座，而匯聚
眾多先進科技的洋山港四期碼頭，
堪稱是“集大成之作”。振華重工
總裁黃慶豐說，因為洋山港四期碼
頭，振華自動化碼頭的制造水平已
躍居世界領先地位。
特別值得壹提的是，洋山港四
期碼頭全部由中國制造，擁有完全
自主知識產權。洋山港四期碼頭采
用振華重工制造的自動化裝卸設
備 ，整個裝卸過程所涉及的橋吊、
自動導引車、軌道吊三大機種均為
中國制造。軟件系統也是由上港集
團和振華重工共同完成。
以前，振華重工出國考察，對
方不讓看碼頭；而現在，日本等國
的港口主動邀請，越來越多的世界
港口遞來橄欖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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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甸玉石商人掘金廣西西部小縣

綜合經濟

綜合報導 冬日的廣西田陽縣田州古城，
盡管天氣有些冷，但這裏仍然不缺人氣。
在田州古城這個國家AAAA級旅遊景區裏，
活躍著壹群緬甸商人，人數在20人左右。他們在
古鎮上做著相同的生意——銷售緬甸玉石。
今年40歲的米禪3年前來到田陽縣田州古
城，和丈夫壹起在古城開了壹家名叫緬甸雪氏
珠寶店的玉石商店，生意不錯。米禪的女兒露
露今年 18 歲，能說壹口流利的漢語。露露目
前在緬甸國內讀高中，利用假期來田陽看望母
親。這個在昆明度過童年的姑娘，特別喜歡中
國。露露告訴記者，她 8 歲前父母在昆明做玉
石生意，她幼兒園在昆明就讀。
露露 2015 年暑假來到田陽和媽媽生活。
由於她能講壹口流利的漢語，顧客都喜歡到
他們家的店鋪買玉器，有時玉石店的每日營
業額可達 2 萬多元人民幣。
“現在，在緬甸國內學習漢語的人越來
越多，很多中國公司到緬甸設廠做生意，會
說漢語很容易找到工作。”露露說道。
露露稱，田陽雖然是個小縣城，但這裏商機
無限。這裏除了玉器，很少見到緬甸的其他商
品。將來大學畢業後，也會到田陽來做生意，把
緬甸更多的特色商品，拿到田陽來賣。她願做緬
中友誼的橋梁，讓更多的中國人了解緬甸。
“現在田陽的交通有了很大改變，2016年
通高鐵後，坐動車三個多小時就可以到昆明。
壹個多小時就可到達廣西首府南寧，來往於緬
甸和田陽交通非常便利。”露露說道。
今年27歲的緬甸玉石商人“二哥”來田陽
經商也已三年。“二哥”不是他的真名，他在家裏排行
老二，為方便中國客人，因此給自己起的中國名字就叫
“二哥”。“二哥”和老婆孩子壹家三口都在田陽。
由於父親在雲南楚雄和昆明都做過玉石生意，“二
哥”對中國並不陌生，他小時候曾在楚雄生活了 5 年。
“二哥”也會說漢語，但對於來田陽做生意，“二哥”
還是覺得有點意外。如果沒有田州古城經營方的邀請，
他壹輩子也很難想象，會到廣西西部這個小縣來生活。
“二哥”的生意主要靠批發，客戶來自廣東及南
寧等地。三年的時間，使他已經融入田陽當地的生活，他
喜歡吃田陽的米粉，還喜歡吃田陽的烤牛肉。
三年的生活讓“二哥”已慢慢喜歡上田陽，但讓
“二哥”煩惱的是，由於學歷不高，無法辦理工作簽
證，經常因簽證問題在緬甸與田陽之間來回跑。為解
決緬甸商人的這壹難題，當地政府也在積極與相關部
門協調，尋找解決問題的辦法。
田陽縣位於廣西西部，全縣人口38萬。縣城距廣西
壯族自治區首府南寧市200多公裏，距離中緬邊境上千公
裏。廣西匯通古鎮文化旅遊開發有限公司副總經理王強
在接受中新社記者采訪時介紹，作為田州古城的開發商
和經營管理方，為了豐富古城的旅遊資源，公司通過招
商引進了緬甸玉石商人。隨著中國和東盟經貿合作的深
入，對於東盟國家的商家而言，中國內陸呈現出諸多商
機，緬甸玉石商人正是看中這壹點而來到田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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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沅持旗率港隊進入亞青殘運開幕禮
會場。
香港殘奧會提供

■張沅持旗率港隊進入亞青殘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亞洲香港殘
會場。
青少年殘疾人運動會於當地時間 10 日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
廸拜開幕，港隊硬地滾球運動員張沅擔
青少年殘疾人運動會於當地時間
持旗手率領團員步入開幕禮會場。
廸拜開幕，港隊硬地滾球運動員
首次擔任開幕禮持旗手的張沅表
持旗手率領團員步入開幕禮會場
示：“參加大型綜合運動會的機會已很
難得，擔任持旗手更是難得，是一次獨
首次擔任開幕禮持旗手的
特的體驗。”示：“參加大型綜合運動會的機
第二度擔任亞洲青少年殘疾人運動
難得，擔任持旗手更是難得，是
會代表團團長的胡小玲稱：“與四年前
特的體驗。”
在馬來西亞舉行的亞青殘運相比，今屆
第二度擔任亞洲青少年殘疾
氣氛更為熾熱，參加的國家及地區和運
會代表團團長的胡小玲稱：“與
動員都比上屆為多，希望藉此機會香港
在馬來西亞舉行的亞青殘運相比
運動員能夠發揮潛能以及享受賽事。”
總獎金 100 萬美元的世界
氣氛更為熾熱，參加的國家及地
當日港隊已在乒乓球賽事亮相，男
羽聯超級系列賽總決賽當地時
動員都比上屆為多，希望藉此機
子 TT7 級單打小組賽，李俊傑以局數
運動員能夠發揮潛能以及享受賽
間本月 13 日至總獎金
17 日在阿聯酋
0：3
敗給印尼對手。TT8
級單打方面，
100 萬美元的世界
當日港隊已在乒乓球賽事亮
劉旭浩及隊友陳瀚汶在小組分別負伊朗
迪拜舉行，
迪拜舉行
， 在 11 日出爐的分
羽聯超級系列賽總決賽當地時
及韓國選手。子 TT7 級單打小組賽，李俊傑
組抽籤中，
組抽籤中
，
中國羽隊（
中國羽隊
（
國羽）
國羽
）
TT11 級單打 級單
間本月 13 日至 17 日在阿聯酋另外，溫偉樂在男子
0：3 敗給印尼對手。TT8
小組賽以
3：0
勝隊友范嘉豪，梁仲仁面
悍將諶龍與大馬“
悍將諶龍與大馬
“一哥
一哥”
”11
李宗
劉旭浩及隊友陳瀚汶在小組分別
迪拜舉行，
迪拜舉行
，在
日出爐的分
對日本球手同以局數
3：0 輕取對方，林
及韓國選手。
偉、韓國名將孫完虎以及香港
恩羽在
TT10
級女子單打小組賽以
1：3
組抽籤中，
組抽籤中
，中國羽隊
中國羽隊（
（國羽
國羽）
）
另外，溫偉樂在男子
TT1
好手伍家朗同處 A 組，爭奪該
不敵日本球手，至於女子 TT11 級單打
小組賽以 3：0 勝隊友范嘉豪，
悍將諶龍與大馬“
悍將諶龍與大馬
“一哥
一哥”
”李宗
賽李曉桐於小組賽以 3：1 勝隊友黃珮
組前兩名出線資格。
組前兩名出線資格
。
對日本球手同以局數 3：0 輕取
淇。
偉、韓國名將孫完虎以及香港
恩羽在
TT10 級女子單打小組賽
香港派出 65 人代表團參與今屆亞青
屆總決賽，雖然大滿貫球手林
好手伍家朗同處 A 組，爭奪該
不敵日本球手，至於女子
殘運，當中包括 34 名運動員出戰田徑、 TT1
丹無緣入選，但國羽仍在五個
賽李曉桐於小組賽以 3：1 勝隊
硬地滾球、游泳及乒乓球四個項目。
組前兩名出線資格。
組前兩名出線資格
。
單項上獲得滿額參賽資格。比賽只設

今

淇。

五個單項，每項共 8 位（對）參賽選
香港派出 65 人代表團參與
屆總決賽，雖然大滿貫球手林
手，先進行小組賽，每組四位選手進
殘運，當中包括
34 名運動員出
行單循環賽，小組前兩名進入
4 強，
丹無緣入選，但國羽仍在五個
硬地滾球、游泳及乒乓球四個項
重新抽籤決定準決賽對陣，最終通過
單項上獲得滿額參賽資格。比賽只設
交叉賽決出五個冠軍人選。
五個單項，每項共 8 位（對）參賽選
在最引人關注的男單較量中，里
手，先進行小組賽，每組四位選手進
約奧運男單冠軍諶龍與馬來西亞拿督
行單循環賽，小組前兩名進入 4 強，
李宗偉、韓國的孫完虎以及香港球手
重新抽籤決定準決賽對陣，最終通過
伍家朗同屬 A 組，B 組有另一國羽新
交叉賽決出五個冠軍人選。
銳石宇奇、印度的斯里坎斯、中華台
在最引人關注的男單較量中，里
北的周天成以及丹麥的新科世錦賽冠
約奧運男單冠軍諶龍與馬來西亞拿督
軍、世界排名第一的安賽龍。
李宗偉、韓國的孫完虎以及香港球手
去年的里約奧運，李宗偉不敵諶
伍家朗同屬
A 組，B 組有另一國羽新
龍屈居亞軍；一年之後，兩人在香港
超級賽決賽碰頭，最終大馬“一哥”
銳石宇奇、印度的斯里坎斯、中華台
以 2：0 勝出，將雙方的交手紀錄擴大
北的周天成以及丹麥的新科世錦賽冠
至 14 勝 13 負。這次二人再在總決賽
軍、世界排名第一的安賽龍。
小組賽狹路相逢，惡戰難免。
去年的里約奧運，李宗偉不敵諶
女單方面，兩名日本女將山口茜
龍屈居亞軍；一年之後，兩人在香港
和佐籐冱香同被抽入 A 組，與印度的
超級賽決賽碰頭，最終大馬“一哥”
辛杜和國羽女將何冰嬌爭奪出線資
以 2：0 勝出，將雙方的交手紀錄擴大
格；世界“一姐”、中華台北的戴資
至
14 勝 13 負。這次二人再在總決賽
穎則在 B 組，迎接韓國好手成池鉉、
■力帆俱樂部董事長蔣立章（左）向保
小組賽狹路相逢，惡戰難免。
泰國的拉查諾以及國羽小將陳雨菲的
羅賓度贈送球衣及隊旗。
新華社
女單方面，兩名日本女將山口茜
挑戰。

今

■安賽龍一旦無緣決賽
安賽龍一旦無緣決賽，
，便失世界第一寶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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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單四虎
爭奪世界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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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賽龍一旦無緣決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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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單四虎
爭奪世界第一

2017 年世界羽聯超級 決賽，便會失去“一哥”
系列賽總決賽當地時間周三 寶座。
除安賽龍外，無論是
在阿聯酋迪拜揭幕。丹麥的
衛冕冠軍安賽龍、國羽的奧 李宗偉、還是諶龍或斯里
運金牌得主諶龍、馬來西亞 坎斯奪冠，都有機會升上
拿督李宗偉以及印度的斯里 世界第一。其中，諶龍與
斯里坎斯只要打入決賽，
坎斯將藉這一大賽爭奪世界
決賽，便會失去“一哥”
2017 年世界羽聯超級
便有可能奪得年終世界第
“一哥”寶座。
寶座。
系列賽總決賽當地時間周三
一排名。 除安賽龍外，無論是
羽聯超級系列賽總決
在阿聯酋迪拜揭幕。丹麥的
9 屆賽事，李宗
賽是本年度最後一項重要
李宗偉、還是諶龍或斯里
衛冕冠軍安賽龍、國羽的奧 過往
賽事，在最受注目的男子 偉曾奪 4 屆（2007、2008
運金牌得主諶龍、馬來西亞 坎斯奪冠，都有機會升上
單打比賽中，各國和地區 年 、 2010 及 2013 年 ） 冠
拿督李宗偉以及印度的斯里 世界第一。其中，諶龍與
強將除爭奪冠軍外，還將 軍，諶龍於2012與2014年
坎斯將藉這一大賽爭奪世界 斯里坎斯只要打入決賽，
爭奪年終世界排名第一寶 稱王，2016 年由安賽龍登
“一哥”寶座。
頂。 便有可能奪得年終世界第
■香港文匯報記者
座 。儘管安賽龍目前位居
一排名。 陳曉莉
羽聯超級系列賽總決
世界第一，但只要他無緣

保羅賓度
執重慶力帆帥印

保羅賓度
執重慶力帆帥

和佐籐冱香同被抽入 A 組，與印度的

中國足協超級聯賽（中超）球隊重
港混雙組合戰國羽悍將
辛杜和國羽女將何冰嬌爭奪出線資

慶力帆 11 日宣佈葡萄牙名帥保羅賓度出
男雙方面，國羽組合李俊慧/劉
格；世界“一姐”、中華台北的戴資
任球隊主教練。現年 48 歲的保羅賓度此
雨辰與印尼的吉迪昂/蘇卡穆爾喬、
穎則在 B 組，迎接韓國好手成池鉉、
前曾率葡萄牙國家隊打進過歐國盃 4
■力帆俱樂部董事長蔣立章（左
丹麥的佩德森/庫爾汀和日本組合嘉村健士/園田啟悟在
A 組，B 組包括另一
■何冰嬌與日
強。
泰國的拉查諾以及國羽小將陳雨菲的
羅賓度贈送球衣及隊旗。
對國羽組合、世錦賽冠軍劉成/張楠以及丹麥名將摩根森/鮑伊和日本組合嘉
本、印度好手爭
雖然韓國人張外龍在力帆的 2 個賽
挑戰。
村健士/園田啟悟。
奪出線資格。
奪出線資格
。
季帶隊表現不錯，不僅早早完成保級任
中國足協超級聯賽（中超）
國羽女雙組合陳清晨/賈一凡與隊友于小含/黃雅瓊同在
A 組，另外兩個
資料圖片
港混雙組合戰國羽悍將
務，2016 賽季更是取得第 8 的歷史最好
慶力帆
11 日宣佈葡萄牙名帥保羅
對手是日本組合田中志穗/米元小春與韓國組合張藝娜/李紹希。
成績。但 2017 年當代集團成為力帆俱樂
男雙方面，國羽組合李俊慧/劉
任球隊主教練。現年
48 歲的保羅
至於港隊混雙組合鄧俊文/謝影雪則與國羽組合鄭思維/陳清晨、印尼的
部的大股東之後，對球隊成績十分重
雨辰與印尼的吉迪昂/蘇卡穆爾喬、
前曾率葡萄牙國家隊打進過
喬丹/蘇桑托和日本的數野健太/栗原文音同處A組，港組合力爭躋身4強。
視，而首選就是歐洲足壇的少壯派主教
丹麥的佩德森/庫爾汀和日本組合嘉村健士/園田啟悟在
組，B 組包括另一
■何冰嬌與日
強。
■香港文匯報記者 A陳曉莉
練。

對國羽組合、世錦賽冠軍劉成/張楠以及丹麥名將摩根森/鮑伊和日本組合嘉保羅賓度球員時期曾是葡萄牙國
本、印度好手爭
過往 9 屆賽事，李宗
賽是本年度最後一項重要
雖然韓國人張外龍在力帆
村健士/園田啟悟。
奪出線資格。
奪出線資格
。
賽事，在最受注目的男子 偉曾奪 4 屆（2007、2008
季帶隊表現不錯，不僅早早完成
腳，曾隨葡萄牙國家隊征戰
2000 年歐國
短訊資料圖片
國羽女雙組合陳清晨/賈一凡與隊友于小含/黃雅瓊同在 A 組，另外兩個
單打比賽中，各國和地區 年 、 2010 及 2013 年 ） 冠
盃和2002年世界盃，2004年宣佈退役。
務，2016 賽季更是取得第 8 的歷
對手是日本組合田中志穗/米元小春與韓國組合張藝娜/李紹希。
2010 年，保羅賓度成為葡萄牙國家隊主
強將除爭奪冠軍外，還將 軍，諶龍於2012與2014年
成績。但 2017 年當代集團成為力
中華龍舟大賽陵水收官
張擇
公茂鑫冠軍盃稱王
帥，並帶隊打進
2012 年歐國盃的 4 強。
至於港隊混雙組合鄧俊文/謝影雪則與國羽組合鄭思維/陳清晨、印尼的
爭奪年終世界排名第一寶 稱王，2016 年由安賽龍登
部的大股東之後，對球隊成績
但
2014
年的世界盃小組賽葡萄牙即遭淘
張擇及公茂鑫以
5：7、6：4、10：7
反
香港最高獎金的本地網球壇年度盛
4
個組別總成績冠軍展開激烈角逐。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海南報
喬丹/蘇桑托和日本的數野健太/栗原文音同處A組，港組合力爭躋身4強。
座 。儘管安賽龍目前位居 頂。 ■香港文匯報記者
視，而首選就是歐洲足壇的少壯
汰，其後葡萄牙又在歐國盃預選賽中主
Myneni 和
事“香港網球冠軍盃2017”於剛剛過去 勝 “ 雙 印 組 合 ” Saketh
道）2017
中華龍舟大賽總決賽 10 日於 終，樂從羅浮宮隊、名門世家九江女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陳曉莉
世界第一，但只要他無緣
練。
場不敵阿爾巴尼亞，隨即保羅賓度被葡
的周日在清水灣鄉村俱樂部結束。12位 Christopher Rungkat，奪得冠軍寶座。
海 南 省 陵 水 黎 族 自 治 縣 陵 河 圓 滿 收 隊、東北電力大學男隊、聊城大學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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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節後話感恩
莊子銘訓：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
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
父親總愛這樣說：君子之交淡如水，小
人之交甜如蜜。
母親講得更具體：跟人交往不要說好，
就整天扎在一塊兒不拆傍兒。反過來，又惱
的不上門兒。遇到有情有義，沒有害人之心
的，要緊的時候能先替別人想想的，若是對
脾氣，就往長遠裡走，往正路上走。
先賢恩典，爹娘耳提面命，我怎敢聽而
不聞？ 父母的為人處世，看在眼裡，記在心
裡。隨著年齡的增長，由沁入心底而滲進血
液，似形成了我的第二天性。
大千世界色彩斑斕。君子、小人，一人
一活法兒。但，在人生的長河裡，濁浪翻卷
污泥無暇駐足觀賞；隨清流涓涓遠去乃心的
嚮往。與人交往：攀爬權貴，我臂不長；追
逐名流，怕把自己給跑丟了；四處結網，那
是人家蜘蛛的愛好。
現實提醒：你太不靈活太愚鈍，這樣的
生存理念，被時代遠拋實屬必然，在朋友圈
裡淪為溜邊兒的“黃花魚”那是一定了。
是嗎？我怎麼那麼不信哪！
我用真情換此生，追求不變。不變的追
求會為我送來持久的溫暖，無盡的享樂與美
感，信不？
“宋老師，我們在通往 Kokomo 的途中，
今晚 6 點左右咱們就能見面了！”
今年的春暖花開時，來自聖地亞哥的劉
繼躍與戴虹夫婦，攜子重回 K 市了。17 年未
曾見面的我和他們，於 5 月 22 日晚得緣再聚。
握緊的手，久久不願鬆開；相擁的溫暖慢慢
地在胸間匯成熱流，繼而漣漪周身。
我曾教過的學生，已從惜別時的 8 歲長到
25 歲的劉濤，彎腰抱住我，邊拍我後背邊老
師老師地叫。那一刻，只覺得自己像是個被
大人呵護的小娃娃。
然而，“小娃娃”尚未當夠，劉濤的母
親就不容分說地把我劃分到老一輩的行列裡
了。她打開車門，從後座上拖出一大包陝西
紅棗：“俗話說，‘每天三個棗，百歲不顯
老’。戴虹指著她的家鄉特產：“紅棗，除
了養顏防老，還有護肝、補氣養血、防掉
發、強健筋骨等作用。”說罷，她轉身彎
腰，又用從車裡抓過一包：“這都是補藥，
對健康有益。”
這回我舉手發言了：“你的好意我心領

了，補藥……我就不往家裡扛了。因日常裡
我啥藥都不吃，但虹的‘心裡有’讓我覺得
自己特溫暖，特幸福，一不留神，還迸出了
幾分自豪感呢！”
我以為自己的受禮“儀式”已宣告結束
了。誰料到，戴虹竟拿過一個大披肩，直往
我懷裡塞。
我連連後退：“怎麼還有禮物呀？”
“這回您可不能再找茬兒拒絕了。等天
涼了，您出去散步時披上，保證特暖和。”
懂，是真情實意，且發自心底的關懷與
在乎……
17 年前，戴虹已是 K 市德科中文學校的
教務主任。我去該校履行教師職責的每一
次，均有戴虹開車接送。我過意不去，並多
次提出：“我家有兩個免費司機，他父子倆
都持有合格駕照，你就別來回跑了。”然
而，不管我怎麼懇求，戴主任就是“不放
權”，不給他們發放“通行證。”
她有千條計，我有一定之規。深思熟慮
後，我計上心頭了。
一天，我邁進戴主任車內，即開口言
道：“我考下駕照了，以後你就不用再接送
了，我可自己開車去學校上課了。”
“是嗎？”她似笑非笑地瞄我一眼：
“祝賀您會開車了！但是，看在您初次上
路，我必須要在後面跟著、盯著。”
“不用，我能行。”
“您是能行，可我不放心哪！”
我沒詞兒了。
她哈哈大笑：“說到這兒，我就不查驗
您的駕車執照了哈。”
“驗啥呀，整個一‘我有千條計，你有
一定之規’行嗎？”
那時那刻，她的一雙兒女，我的兩個學
生，大班的劉莎莉，小班的劉濤，姐弟二人
同步哈哈笑。
把友情刻在春秋，讓歲月述說情誼……
真情綿綿，細水長流……
“宋老師，上午 9 點左右我們就到您家
了！”
聽出來了，又是一位中文學校的家長：
“楊琳，你在哪兒呀？”
“已抵達 K 市了。”
1999 年 的 萬 物 復 甦 時 ， 我 與 楊 琳 相 識
了。4 年後的深秋時節，她帶著我的學生，她
的兒遠遷明州，後在加州安居落業了。去年 4
月底，13 年不曾面敘的她，與其夫婿馬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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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 K 市，只待了 4 個小時就匆匆離去了。
楊琳進門就說：“有什麼力氣活兒，儘
管說。我和鴻本抓緊時間幫您們幹了。”
“沒什麼，即便想讓你們參與‘愚公移
山’，可這一馬平川的居住地也不配合
呀。”
我話音剛落，楊琳邊笑邊說：“想起來
了，電話裡聽您說過，家裡有台電視機要拉
到 BEST BUY 去‘捐獻’了，是不是？”
我推她一把：“你的記性別這麼好行
不？”
丈夫跟進發言：“記住，以後跟楊琳通
話時，可不能逮什麼說什麼啦。”
我點頭承認：“可不麼。有一回，我在
電話裡問楊琳，聽說《沙家浜》被改編成電
視劇了？僅此一句，沒多久，她就把“沙
劇”的 DVD 給寄來了。”
話說至此，楊琳回頭看鴻本一眼：
“走，到車庫裡去找那台“待捐”的電視
機。”
我連忙上前攔阻：“等我家小子回來，
讓他……”
“我把‘讓他’，給改成當仁不讓
了。”楊琳扯鴻本一把：“走！”
我倆被動地跟在他們身後，老老實實地
聽從著楊琳的指揮，讓那台潛伏在車庫旮旯
裡的“老伙計”出頭露面了。身大力不虧的
馬鴻本便和楊琳一起，把那個“重於泰山”
的傢伙給抬進車裡，送它遠去。
人說：懂，是一種簡簡單單的感動。真
正的懂，不必言語，不必刻意……
我說，正真的懂，源於心的驅動，靈的
託付。“心裡有”是人與人之間的最珍貴，
萬金不換。
還有一句，人與人之間，講的是緣份。
正所謂：有緣千裡能相會，無緣對面不相
逢。
層林盡染，今又是。又見面了，千裡之
外的楊琳和馬鴻本於 11 月 4 日午後 4 時半，把
車停在了我家的車道上。
和上次一樣，在途經芝加哥時，在那方
的雜貨店裡，她買來：薏米、大杏仁、海
帶、嫩豆腐、豆腐絲、芒果等等，這次趕上
秋季，又增添了柿子、栗子、紅皮地瓜、日
本小南瓜。
就這樣，楊琳還念叨：特失望！本想開
車帶我們進城買菜，可惜前一天我倆已完成
了一週的採購。

感恩的季節
剛剛同全家去羅馬歡度了感恩節和我同老伴的金婚紀
念，本週又在家度過了我的八十誕辰，讓我在這黃葉舞秋風
的季節裡，深深的體會到命運之神對我的照顧和恩慈。因此
在這歲末的歡慶季節中，再度數算並獻上我衷心的感恩。
八十年前，在日本開始全面入侵華北的那個秋天，我誕
生於山東濰坊鄉下。由於當時的情況，沒有合適的醫療條
件，所以小時候就得了耳疾，成為後來父母親的一大遺憾。
等到抗戰勝利後不久，慈母由於產後失調，不幸謝世。為了
躲避新起的紅潮，父親不得不把新生的小妹暫時托給鄰居，
帶著我步行到青島。然後輾轉南下，在老家安徽地區流浪了
三年後，隨軍上船，去了台灣。直到三十多年後，我才由美
國返回山東，找到已經有了四個女兒的小妹，讓父親得以安
心地在美國終老。
當我在 1964 年秋天趁船來美讀研時，一個來自菲律賓的
年輕華裔女律師也飛去了耶魯大學法學院。次年秋天，拿到
法學碩士的她來到我在紐約上州讀研的羅城就業。不久，在
一個歡迎外國留學生的社區晚會上，我們初次相逢。後來，
因為我們都是一個美國牧師家庭的客人，也都參加了同一個
華人學生的查經班，彼此有更多來往的機會，終於在兩年後
的 1967 年十二月二號走上了結婚的聖壇。
兩年後，她協助我完成論文，帶著初生的女兒，由羅城
先後搬到洛杉磯及聖地亞哥。再加上新添的小兒子後，我們
再搬到華府定居，先後加入了聯邦政府，度過了三十多年的
歡樂時光。十年前我們同年退休，來到在矽谷的柏拉阿圖，
協助孫輩們成長。當我們全家老幼在羅馬那古老的競技場上
歡度感恩節的時候（圖一），不禁也為這五十年來的快樂家
庭獻上我們衷心的感恩。

［童詩四首
童詩四首］
］
龍林學苑學生仿
駱賓王＜詠鵝＞
一詩所創作的動
物童詩（
物童詩
（ 四行詩
／絕句）：
／絕句
）：
１．＜大老虎＞，李賢德（七歲）
大老虎，
吼起來很可怕，
跑起來像風一樣快，
森林之王就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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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番前來，不帶我們進城一趟，楊琳不
甘心。為“滿足”她的心願，我找到理由
了 ： 客 廳 的 地 毯 已 鋪 了 21 年 半 ， 想 買 塊 新
的。聞此，楊琳當即拍板：“明天就進
城！”不料，那家心儀的商店週日竟然不營
業！無奈，進城計劃只好延後一天了。
週一，也就是 11 月 6 日上午 10 時許，鴻
本搶先坐在了駕駛的位置上，一行 4 人向車程
近 50 分鐘的州政府出發了，
窗外，藍天高闊，白雲飄動；五穀盡收
的大地，展示著渾金色的原貌；遼闊的沃野
上，點綴著方陣般的樹叢，匯成了平原地區
的獨特風景；遠處的紅楓，誘人回眸；路邊
的高樹矮杈，在風的舞動下，爭相為行駛的
車輛點頭迎接，快速送行。
坐在後排的兩位女士，一邊讚嘆大自然
的恩賜，一邊聊異邦，談故鄉。說起工藝
品，我搶到了話語權。我愛水墨畫、景泰
藍、唐三彩和瓷花瓶。每次回國我一定會擠
出時間，到北京珠市口景德鎮的專賣店去挑
選，去購買，再扛回美國。
我告訴楊琳，去年回京開會，在家裡只
待了 4 天，我愣抽出一整天的時間，在外甥女
李美村的陪同下，四處尋找一種花瓷罐，其
圖案是腦袋上紮根小辮子的胖娃娃。只可
惜，我們一早出發，直到落日銜山，幾乎把
能找到的瓷器店都看了，仍是空手而歸。
言者無意，聽者有心。
7 日，楊琳、鴻本深夜返家，10 日她就在
加州的瓷器店裡為我找到了花瓷缸，並用手
機發來三張圖片，問我喜歡哪一款？
我感動，我撕嘴，真沒記性！怎麼又在
楊琳面前說自己喜歡什麼呢！
距離，是疏遠情感的第一要素？我與楊
琳相距約 2309 英裡。她住美西，我住美中，
難飲一江水。 懂，無須朝朝暮暮；懂，只須
一條至誠的通道。
戴虹和楊琳遠遷加州後，我們之間最親
密的交往，也就是一月或幾個月才通一次電
話。雖說三方都在手機裡加進了朋友圈，然
因這兩位生長在西安，現為美國公司軟件工
程師的楊琳和硬件工程師的戴紅，平時工作
繁忙無暇在圈裡逗留閒談。
心相印，情綿綿，縱然遠隔萬水千山，
你是我的牽掛，孰能改變？
感恩，是傳統的中華文化所孕育出這如
水的真情！如水的真情，無時不在澆灌著那
些已植入我心田的“君子淡以親”。

蔡老師
當時的警察認為我的年紀和視力可能有問題，所以要求我去
汽車管理局重考駕駛執照。後來經過我的解釋，他不再認為
是我的過失，但是依然要求我重考駕照。經過三個多月的緩
慢程序，終於完成了一切他們的要求，包括體格檢查，駕照
筆試和路試等，再度證明了我駕車的能力。為此，我特別在
週日八十生辰的晚宴上獻上了我的感恩（圖二）。

圖一。
圖一
。在羅馬競技場上的全家感恩之旅
單就今年來說，也有一些特別值得感恩的事故。我們家
在三月中的一個週末遭遇到來美後第一次被偷的不幸事故。
那天晚上回家後，看到室內被人打破的窗子，以及凌亂的擺
設。等警察來檢查後，我們開始數算被偷的東西，包括老伴
的婚戒等，不知道那天才能找回來。不料第二天早上，警察
就通知我們小偷已經在高速公路上因超速被查，發覺到他們
圖二。
圖二
。八十誕辰的感恩蛋糕
偷盜的工具和我們的文件等。當我們兩天後看到自己失竊的
東西時，心裡才真正安定下來。雖然有些文件沒有找到，但
在這新年快要來臨的季節裡，願你我都有更多反思的機
是重要的東西都在。經過幾個月的審理，我們在上個月還有 會，也必然會發覺到更多值得感恩的事！
機會見到了小偷夫婦，並且接受了他們在法官面前的道歉。
12/5/17
另外一件值得感恩的事是發生在七月裡的一件小車禍。

２．＜大白鵝＞，李賢玉（五歲）
大白鵝，
在河裡玩耍，
叫起來呱呱呱，
就像在唱歌。
３．＜小貓咪＞，卓澧霖（五歲）

小貓咪，
叫起來喵喵喵，
走路很小聲，
最愛吃小魚。
４．＜大飛龍＞，李賢永（五歲）
大飛龍，
神氣又威風，

噴起火來人人怕，
騰雲駕霧在天空。
［註］：龍林學苑將於１２月２５日至２９
日舉辦冬季文化營，對像為四歲以上的學
生，有興趣者請與該校連繫。龍林網址：
www.dragonworldschool.com， 電 話 ：
240-460-4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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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之音/癌友關懷> 聖誕音樂會於週六在Hilton Hotel舉行
希望之音//癌友關懷 同心愛心服事 全餐會溫暖如春榮神益人
希望之音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希望之
音/癌友關懷> 聖誕音樂會於上週六
(12/09/17) 在 Hilton Hotel, 6780
Southwest Fwy Houston TX 77074 ，
上午十點三十分到下午一時三十分
舉行，普天同慶此佳節，為癌友慶
新生，齊聚賀聖誕，激發癌友抗癌
勇氣，提升生命能量，節目精彩豐
富。節目流程如下述：主持人甘幼
蘋致歡迎詞; 然後是合唱 3 首歌曲:
1) 同路人 2) 主賜福如春雨 3) 別無他
名 (希望之音癌友關懷合唱團‧指揮
：李蔚珊‧鋼琴伴奏：林以真) ; 之
後 是 三 重 奏 "The Shepherd on the
Rock" by F. Schubert 岩石上的牧羊
人(舒伯特) ; (女高音︰馬筱華‧單簧
管 ： 黃 奕 明 牧 師 ‧ 鋼 琴 ： Dr. Roy
Wylie); 然後是張學鈞醫師的抗癌講
座 - 講題︰整體醫學與戰勝癌症 ;
接著是男高音獨唱 Comfort Ye Every Valley, Shall Be Exalted 黃奕明牧

師 - 韓德爾《彌賽亞》選曲; 再來是
舒暢的生命的禮讚: 抗癌心聲; ; 接
著是合唱 - 來吧！鈴聲響, (希望之
音癌友關懷合唱團 指揮：李蔚珊‧
鋼琴伴奏：林以真) 。精彩節目結束
後， <希望之音>顧問 沈廖惠美致
謝詞; 然後邀請鄞建仁牧師為聖誕音
樂午餐會祝禱 。
在午餐期間，還有更多關於治
療和神安慰的見證，幫助他們克服
心中的困難和恐懼; 舒暢用詩篇第 23
篇作為她得到安慰的來源，因為她
掌握了詩篇中所顯示的應許和美麗
的承諾，這是真實的生活經驗，比
詞語本身更令人印象深刻，更有幫
助。包括 Jonathan Lai 的 生命故事: <
走向癌症關懷院牧之路>和沈廖惠美
介紹抗癌生命勇士。沈廖惠美也說
這次報名聖誕音樂會的癌友，85%是
仍在治療中，且不少位是病情較重
，卻渴望來到現塲的。請大家繼續

切切舉起禱告的手，再次為他們祈
禱，用祈禱與神同工，讓上頭來的
恩福、愛、平安喜樂及神的榮光降
臨充滿他們的心田，使他們身心靈
得著療癒和更新。並且<希望之音/
癌友關懷> 同心協力，愛心服事，
發揮團隊精神，以最佳陣容，最妙
的歌聲獻給神和癌友。
午餐期間，蘇韻珊、黃曉華主
持愉快和令人興奮的禮物及摸彩。
另外，沈廖惠美也說請特別為治療
中的癌友和家人禱告，求主扶持醫
治，求主保守加力給她們，滿得厚
恩- 恩典超過所求所想。這次) <希
望之音/癌友關懷> 聖誕音樂會是由
希望之音/癌友關懷合唱團主辦和糖
城 中 國 教 會 ， Institute of Integrative
Bio-Oncology, HEB Pharmacy, Chinese Piano Lady – Maggie, Houston
Piano Company 共同主辦的。全餐會
溫暖如春，榮神益人。

大會主持人（
大會主持人
（ 後排左起 ）甘幼蘋 及潘師母等人在餐會上
及潘師母等人在餐會上。（
。（ 記者秦鴻鈞攝 ）

UFO 協會本周六開會

時間 : 本月十六日(週六)上午 9:30 至 11:30
地點 : 美南銀行會議廳
主講人 ： 本會研究員電腦工程師 鄧中泰 先生

內容 : 道西基地(Dulce base)與外星人 之間之神祕

事件

光鹽社腦腫瘤健康講座

腦腫瘤可以分為良性 (非癌腫) 和惡性 (癌腫)兩種。 如果腫
瘤是在腦部開始，稱為原發性腦腫瘤。如果腫瘤是由身體其他
部位擴散到腦部，則稱為繼發性腦腫瘤。在各種類型的癌腫中，
肺癌 和乳癌最容易擴散到腦部。 良性腦腫瘤只要動手術切除，
一般不會對健康構成威脅。但即使切除 後只剩下很小一塊，有
時候也可能會再次繁殖擴大。有需要的話，這 類復發的良性瘤
通常可以再次動手術切除。如果良性腦腫瘤的位置不 當，也可
能危害生命。
朱繼光醫師從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利爾麥吉爾大學獲得醫學學位

頒贈禮品給贊助聖誕音樂饗宴節目的（
（ 左起 ） 主持人甘幼蘋
主持人甘幼蘋、
、 鋼琴
鋼琴：
： Dr.
。他在馬薩諸塞州波士頓的塔夫斯大學醫學院 頒贈禮品給贊助聖誕音樂饗宴節目的
張學鈞醫師，
，女高音
女高音：
： 馬筱華
馬筱華，
，黃奕明牧師
黃奕明牧師，
，蘇韻珊等人合影
蘇韻珊等人合影。
。
完成了神經病學的住院培訓，隨後在波士頓的 Roy Wylie, 張學鈞醫師
哈佛醫學院馬薩諸塞州總醫院完成了神經病學 （ 記者秦鴻鈞攝 ）
研究。在進入醫學院之前，朱博士在紐約州立
直播網址：https://www.youtube.com/user/lsahouston/videos
大學獲得分子生物學博士學位，並在哈佛醫學院布萊根婦女兒童
2018 年 1 月 6 日 星期六下午 2 點至 4 點
醫院完成了他的中樞神經系統腫瘤發生研究的博士後培訓。
地點：光鹽社 (9800 Town Park Dr. Houston, TX 77036)
本次講座免費，無須報名，歡迎民眾踴躍參加! 無法到場的
題目：腦腫瘤
民眾，光鹽社當天也提供 YouTube 現場直播。歡迎民眾多加利
講員：朱繼光醫師
用。

休城工商

中國城敦煌廣場內韓國化妝品BLOOMING COSMETICS
現正舉辦慶祝聖誕節化妝品促銷活動，
現正舉辦慶祝聖誕節化妝品促銷活動
，多買多送
多買多送，
，送完為止
（本報記者秦鴻鈞 ）（ 本報記
者秦鴻鈞 ）位於中國城敦煌廣場內，
大 中 華 超 市 旁 的 「韓 國 化 妝 品 」
（Blooming Cosmetics ) 現正舉辦聖誕
節化妝品促銷活動，您只要花少於平
常甚多的價格，就可買到還原您肌膚
十年之美的韓國名牌保養品，包括：
Whoo 後，韓國最頂級的化妝品牌，
以及 OUHI 等各式名牌禮盒，從面霜
，精華油，洗面奶，滋潤乳液，面霜
，是自用及佳節饋贈親友最高級的禮
品，歡迎喜愛韓國化妝品的仕女，儘
早前來搶購，早起的鳥兒有蟲吃！把
握良機，先到先得，促銷品有限，賣
完即止。
隨著 「韓劇」風行於世界各地，
那些肌膚似雪，有若絕世佳人的韓國
美女所用的化妝品，也隨之在世界各
地造成風潮。一家韓國化妝品專賣店
——（Blooming Cosmetics ) ，推出著
名品牌，如 WHOO HUI 等多種品牌
的韓國化妝品，該店的 WHOO 後是
來自韓國的韓國頂級宮廷護膚名品，
是屬於 LG 的生活健康著名化妝品牌
。 2003 年“WHOO 後”品牌於韓國
上市，源自宮廷的獨秘配方，讓廣大
的韓國女性為之瘋狂與傾心。
“WHOO 後”的品牌價值與理

念，就是對高品位、高格調之美
的追求。當歲 whoo 品牌 LOGO
月追溯到時間隧道遙遠的彼方，
對於身為絕世佳人的皇後們來說
，宮廷美容秘方——拱辰丹，可
謂是供奉給她們最為珍貴的寶物
，它造就了不施脂粉亦可生輝的
皇後們那高雅清麗的面容。經過
數百年、數千年的傳承，拱辰丹
的效果經歷了歲月的驗證，並經
現代科學的輔佐，而成為今世
“WHOO 後”品牌的核心成分
。2006 年 9 月，“WHOO 後”品
牌在中國華麗登場。目前，其在
中國的形像專櫃已達數十個，遍
圖為位於敦煌廣場內，
圖為位於敦煌廣場內
， 大中華超市旁的 「 韓國化妝品 BLOOMING
及中國最為出眾的時尚都市。而
COSMETICS 」 內 部，（
，（圖左
圖左）
） 為該店負責人 Sun Kim。（
Kim。（ 記者秦
此次傾情登陸休市，加之品牌新
鴻鈞攝）
鴻鈞攝
）
代言人：韓國影視天後李英愛小
姐的完美詮釋，必將引領宮廷韓
人肌膚的美容盛宴。
改善皺紋和彈性，讓肌膚煥
妝的新潮流。
“WHOO
後”的明星產品還幼膏系
然一新，如若初生。
自 2003 年 品 牌 誕 生 至 今 ，
列，就是以匠人的精神為底，將最好
韓國化妝品專賣店
“WHOO 後”始終倡導以現代科學
的韓方成分以最佳的方法調配精制而
（Blooming
Cosmetics ) 除推
為依據，融合神 whoo 化妝品秘的宮
廷秘方與東方醫學為一體，應用韓國 成的名品，令肌膚回到 10 年前活力的 出各種化妝品，保養品外，
Whoo 後是韓國頂級化妝品牌
後是韓國頂級化妝品牌。
。
LG 化妝品研究所的尖端科學技術，以 高濃縮再生營養尚品。選取自天然山 還有美髮用品，染髮劑，只
及大韓韓醫皮膚科學會古老傳承，再 參、天山雪蓮、鹿茸、冬蟲夏草等名 要到（Blooming Cosmetics )
laire Blvd. #B24B , Houston ,TX
現專為肌膚開發的宮廷美容秘訣的神 貴藥材和 55 種五行成分，促進氣血精 走一趟，包管您從頭到腳，漂漂亮亮 77036, 電話： （832）834- 0610
秘處方，為亞洲女性帶來最適合東方 循環，保濕美白同時增強血液循環， 。氣質出眾。該店地址：9889 Bel-

休斯頓華人治安聯防自衛隊聯合舉辦安全自保防範講座
本周日下午還有一場在美南銀行停車場進行實地安全演練
本周日下午還有一場

第一埸實地演習由律師歐陽婉貞（中）和中國城守望互助隊隊
第一埸實地演習由律師歐陽婉貞（
長張嚴和人身安全防護專家合影於美南銀行前。
長張嚴和人身安全防護專家合影於美南銀行前
。

（本報訊）由於年終購物季節來臨，
搶劫、偷竊事件頻傳，為了讓民眾了解如
何在治安案件中自保，由歐陽婉貞律師樓
，休斯頓華人治安聯防自衛隊聯合舉辦兩
埸有關個人居家商業場所的安全自保防范
講座。分別於 12/9 和 12/17 舉行。第一埸
實地演習由律師歐陽婉貞、中國城守望互
助隊隊長張嚴和人身安全防護專家 Hunter 9 日下午於美南銀行停車場進行實地安
全演練活動，親身示範讓民眾了解遇到狀
況時應如何應變。
Hunter 首先點出許多民眾雖然擁槍、
也時常前往靶場練習如何用槍，卻不熟悉
用槍時機的掌握。Hunter 表示，民眾即使
有槍也已經拿著槍對著歹徒，倘若沒有掌

握開槍時機和決心，稍微一遲疑，歹徒可
能就拔槍反擊、且更加果決。因此他提醒
民眾當處在危急狀況，若沒有經過相當專
業訓練，千萬不要自恃有槍就想要反抗，
反易讓民眾自己陷於更危險處境。
此外，Hunter 也和張嚴實地演練在車
上、走在街上等不同場景遭遇到歹徒時，
應該如何因應。如歹徒可能會以假裝撿到
錢、錢包來敲車窗，誘騙民眾開窗；當民
眾一搖下車窗歹徒就掏槍出來要搶劫；或
是走在街上忽然被歹徒從正面壓制、推打
，甚至遭到鎖喉攻擊，Hunter 則針對這些
狀況一一解說、示範破解之道。
Hunter 強調，保護自己生命安全是第
一要務，對方若是已搶占先機，且目標只

是財物，民眾就應以確保自己安全為前提
，將財物交出。若是對方不僅搶錢，還施
暴造成自己生命危害時，則可以利用防身
技巧、防身器具來為自己爭取逃脫時間與
空間。如握拳後讓食指與中指兩指彎曲突
出、或利用鑰匙尖端等工具，集中力道戳
擊歹徒橫膈膜下方約二至三指位置，能使
歹徒因疼痛而彎腰，爭取逃跑時間。
專家們提到，17 日下午的安全講座
將分享更多保護自身安全的知識與方法，
并詳細解說在遭遇刧匪時如何使用自衛器
械，以及使用時機和有効操作。有興趣參
加的民眾可以聯繫 Hunter 713-213-1023
或律師歐陽婉貞 713-277-83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