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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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8 Highway 6 South
Sugar Land, TX 77478
713-272-5028

達拉斯區域分行
500 N. Central Expwy
Richardson, TX 75080
972-246-1277

李察遜分行
1131 N. Jupiter Rd.
Richardson, TX 75081

布蘭諾分行
2304 Coit Rd.
Suite 600
Plano, TX 75075

奧斯汀分行
11220 N. Lamar Blvd.
Suite A100
Austin, TX 78753

中美頭條
星期二

2018 年 1 月 16 日

Tuesday, January 16, 2018

B2

中國缺席在加拿大舉行的向朝鮮施壓會議
【美中頭條編譯報導/ 鄧潤
京】（路透社溫哥華 1 月 14 日電
）來自 20 國的外交部長週二齊聚
一堂，討論如何通過外交和金融
壓力遏制朝鮮的核野心，但中國
作為長期解決方案的關鍵角色，
將會缺席。
溫哥華會議由加拿大和美國
聯合主辦，有跡象表明，朝鮮半
島的緊張局勢已經緩和，至少是
暫時的。朝鮮和韓國上週舉行了
兩年來的官方首次會談，平壤方
面表示，將派遣運動員通過邊境
，參加平昌冬奧會。
但是美國和其他國家都說，
國際社會必須考慮擴大針對北韓
核項目的一系列制裁措施。
“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我
們的最大壓力活動正在朝鮮進行
。他們感受到了壓力，”國務院
政策規劃主管布賴恩• 胡克(Brian Hook)表示。
胡克在華盛頓介紹說，包括
美國國務卿雷克斯•蒂勒森
（Rex Tillerson）在內的與會者將
研究如何提高朝鮮周圍的海上安
全以攔截試圖藐視制裁的船隻以
及“幹擾資金和破壞資源” 。

旨在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販 運 的 17 國 防 擴 散 安 全 倡 議
（The 17-nation Proliferation Security Initiative）週五表示，“我
們必須加倍努力，向朝鮮施加最
大壓力”。
但是，朝鮮領導人金正恩沒
有表現出願意屈從於美國的要求
，也沒有放棄他認為對他的生存
至關重要的核武器計劃。
溫哥華會議的另一個挑戰是
中國的缺席，中國朝鮮有很大的
影響力。北京是平壤唯一的盟友
和主要貿易夥伴。
這次會議主要參與者是那些
出兵參加 1950 - 1953 年朝鮮戰爭
的國家。當時中國和朝鮮並肩作
戰。北京譴責這次聚會。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陸康在例
行新聞發布會上說: “舉行這種不
包括朝鮮半島核問題各重要相關
方的會議，實際上無助於推動有
關問題的妥善解決。”
北京卡內基- 清華中心的北
韓 問 題 專 家 趙 彤 （Zhao Tong）
表示，美國不希望中國和俄羅斯
提出停止美韓聯合軍演的建議進
而可能分散討論的註意力，北韓

方面認為聯合軍演是入侵的前奏
。
在兩年多的時間裏，朝韓進
行了首輪會談，而特朗普在周四
接 受 《 華 爾 街 日 報 》 (the Wall
Street Journal)採訪時，似乎表明
，在與金正恩進行了一段時間的
辱罵和威脅之後，朝鮮對外交的
態度更加開放。
官員們說，即便如此，美國
政府內部關於是否對軍事選項給
予更積極的考慮，如對朝鮮核或
導彈基地的先發制人打擊，在 2
月的奧運會之前已經失去了動力
。
就他而言，川普在讚揚和批
評中國之間搖擺不定，他認為這
對遏制朝鮮的核野心至關重要。
上週五，白宮對中國從朝鮮
進口自去年 12 月以來最低貿易額
表示歡迎，這至少是 2014 年年初
以來的最低水平，聯合國的製裁
措施限制了貿易。
然而，上個月，特朗普指責
中國允許石油進入朝鮮，他說，
這將阻止“友好解決”核危機。
北京方面否認了這一指控。

在韓國的白州，韓國士兵正在板門店南部非軍事區設立檢查站
在韓國的白州，
韓國士兵正在板門店南部非軍事區設立檢查站。
。攝於 2018 年 1 月 15
日。 (Kim Hong-ji/路透社
Hong-ji/路透社))

由文化部文化藝術政策辦公室主任李禹成率領的韓國代表團乘坐巴士駛過坡州大統
一大橋。
一大橋
。攝於 2018 年 1 月 15 日( Kim Hong-ji/路透社
Hong-ji/路透社))

2017 年 12 月 19 日，加拿大外交部長克裏斯蒂亞·弗裏蘭
弗裏蘭（
（Chrystia Freeland）
Freeland）參加了與美國國
務卿雷克斯·蒂勒森在加拿大安大略省渥太華議會山上舉行的新聞發布會
蒂勒森在加拿大安大略省渥太華議會山上舉行的新聞發布會。
。 (Blair Gable/路透社
Gable/路透社))

靠近朝鮮半島的非軍事區，一名女孩站在雙筒望遠鏡之間
靠近朝鮮半島的非軍事區，
一名女孩站在雙筒望遠鏡之間，
，向北瞭望
向北瞭望。
。攝於 2018 年
1 月 3 日。 ( Kim Hong-ji/ 路透社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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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海關查獲 148 公斤走私象牙價值逾三百萬人民幣

泰國曼谷海關舉行新聞發布會，
泰國曼谷海關舉行新聞發布會
，公開了泰國海關沒收的壹批象牙
公開了泰國海關沒收的壹批象牙。
。
據泰國海關官員表示，該批象牙重約 148 公斤價值 1500 萬泰銖
據泰國海關官員表示，
萬泰銖（
（約 304
萬人民幣），
萬人民幣
），是從尼利亞走私進入泰國的
是從尼利亞走私進入泰國的。
。

專門為女性開放
沙特車展建立獨立展廳

南非三只獵豹“
南非三只獵豹
“兼職
兼職”
”當導遊 帶遊客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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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嬰幼兒奶粉汙染
專家：歐美產品並非絕對安全

歐洲生產的嬰幼兒奶粉壹貫口碑不
錯，壹個月前法國食品巨頭拉克塔利斯集團
生產的嬰兒食品，包括嬰幼奶粉，查出感染
了沙門氏菌，被勒令召回。由於產品召回的
工作效率不盡如人意，法國經濟部長勒梅爾
宣布，受汙染工廠生產的所有嬰兒食品，不
受生產日期限制，全部召回。
法國經濟部長：召回受汙染工廠所
生產的全部嬰兒食品
勒梅爾指出，這壹擴大版“召回
令”是為避免因生產批號區分困難、人員
操作失誤等因素拖累召回工作進程，當務
之急是保障公民的健康安全。他還表示，
已要求拉克塔利斯集團盡快與有關部門緊
密合作，查清汙染原因並向公眾作出解
釋。法國公共衛生監督機構公布的信息顯
示，去年8月中旬至12月，法國先後有35
名平均年齡為 4 個月的嬰兒被確認感染沙

門氏菌，調查證實這些嬰兒出現癥狀前，
曾食用拉克塔利斯集團位於法國西北部馬
耶訥省克朗市的工廠生產的嬰兒食品。去
年12月，法國經濟部長勒梅爾曾簽署壹份
決定，要求暫停該集團自2017年2月15日
起生產的 600 余批嬰兒食品的銷售與出
口，並且對已售產品進行召回，同時公布
了全部召回產品的名稱、生產批號及保質
期。清單中涉及大量供嬰幼兒使用的壹段
和二段奶制品、近母乳型奶粉和嬰兒米粉
等。沙門氏菌是常見的食品汙染源，常通
過被汙染的食品傳染給人類，可引發急性
腸胃炎，感染者臨床表現包括發熱、腹
瀉、嘔吐等。
更讓消費者失望的是勒克萊爾、家
樂福、歐尚等多家法國大型連鎖超市也
承認，仍在少量售出這些問題產品。公
眾紛紛質疑，法國相關職能部門在食品
安全監管上，為何如此漫不經心？

法國總統承諾：懲罰問題食品責任方
面對愈演愈烈的食品安全危機，法
國經濟部長勒梅爾只能出重招。未來壹
周，將針對法國 2500 個超市、商場、醫
院、藥店等嬰兒食品的銷售網點進行檢
查，核實召回工作的實際成效。法國司
法部門將展開調查，法國總統馬克龍承
諾，會懲罰問題食品事件的責任方。
食品安全危機的多米諾牌，正在壹壹
倒下。法國公共衛生監督機構發布報告，
截至 1 月 8 日，被列入清單的問題產品已
經分別售往 66 個國家。除法國以外，希
臘已經有壹名嬰幼兒疑似病例，相關檢查
結果正在等待當中。此外，西班牙也有壹
名嬰兒，在食用拉克塔利斯集團的產品之
後，被確認感染了沙門氏菌。
拉克塔利斯集團是世界上最大的乳制
品生產商之壹。去年12月召回的嬰幼兒奶
粉，包括旗下的“法國牛欄”“喜麗雅”
和“貝果”等品牌，共影響全球 83 個國
家，1200萬箱嬰兒奶粉被召回。該集團中
國負責人表示，報關單顯示，中國內地市
場涉及召回的產品有42個批次，共需召回
4萬多箱，合計27萬罐奶粉。

團產品
事情發生以後，中國國家質檢總局
立即對拉克塔利斯公司生產日期為 2017
年2月15日之後的“產品對華出口情況”
進行了核查。確認產品進口時，進口商
都提供了檢測報告，沙門氏菌的檢測結
果均為“未檢出”。口岸檢驗檢疫機構
抽取部分批次產品進行檢測，也沒有檢
出沙門氏菌。但作為預防措施，檢驗檢
疫機構已敦促相關產品進口商，對屬於
法方召回範圍的產品進行召回。
昨天，拉克塔利斯公司執行長貝斯尼
爾接受法國媒體采訪時說：“我們必須考
慮召回行動的規模，經銷商不必再分類產
品，他們知道所有產品都必須下架。”他
還承諾，將補償所有受波及的家庭。

專家：法國安全監管嚴重滯後於產
能擴張步伐
標榜擁有世界上最嚴格食品安全制
度的歐盟，為何食品安全危機不斷？乳
業分析師宋亮表示，這次法國嬰幼兒乳
品安全事件反映出，安全監管已經嚴重
滯後於產能擴張的步伐。“沙門氏菌是
19 世紀末發現的壹種細菌，比較常見。
在現在的食品安全生產管理中，這種細
中國國家質檢總局核查拉克塔利斯集 菌出現的可能不大。由於沙門氏菌發現

時間很早，在生產管理中對這類細菌包
括像大腸桿菌會有很好的處理機制。之
所以在法國出現了這樣非常低級的問題，
我們認為根本上是由於他們在原料使用
方面的管理存在很大缺陷。這些年由於
中國等國家的乳品消費需求劇增，他們
的生產超負荷，資本管理已經跟不上生
產產能擴張的步伐。”
從以往的食品安全危機中可以看出，
歐盟國家原有的食品安全制度過於關註
終端上市產品，嚴重忽視了產品的原料安
全、動物防疫安全和生產過程安全。宋亮
認為，這次法國乳品爆出的低級問題很
可能是原料安全問題。“在過去五年，
沙門氏菌在美國和歐洲都出現過，雞蛋、
西紅柿這些產品大多都通過受汙染的動
物飼料或者受汙染的添加劑造成沙門氏
菌感染。乳制品通常要進行加熱處理，
比如嬰兒奶粉、常溫奶基本都在 100 度
以上加熱，低溫巴氏奶在 70 度以上。通
常這種細菌在 60 度以上加熱可以殺死，
法國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使用了壹些受到
汙染的原料，可能是牛糞或相關的糞便
進入奶裏面，沒有及時處理。此次法國
奶粉事件反映出法國相關生產企業在安
全管理上的手段非常低、非常差，歐洲、
美國的產品不是絕對安全。”

中國西南出海新謀劃 貫通陸海對接歐亞
根據中國官方行動計劃，到 2020 年前將重點推
進 11 條國內物流大通道建設，其中不乏京滬、京
港澳、沿長江物流大通道等傳統優質“選手”。南
向通道此次以“黑馬”之姿入圍，其“先天優勢”
及對區域經濟的影響都備受關註。
南向通道：先天優勢引鳳來
南向通道是在中國和新加坡合作的中新(重慶)
戰略性互聯互通示範項目框架下，向北接渝新歐等
國際通道，向南經廣西北部灣港轉海運至新加坡及
東盟各國。與過去長江航運(經上海至新加坡)的江
海聯運通道相比，南向通道運距縮短 2150 公裏，時
間節約了 20 多天。
2017 年 11 月下旬，總投資 228 億元人民幣的華
誼廣西欽州化工新材料壹體化基地在北部灣畔的欽

州港經濟技術開發區開工。華誼欽州基地總經理顧
衛忠稱，選址欽州，就是看中了當地“可直接輻射
華南、西南市場，大大縮短原料和產品的運輸半
徑，減少物流成本，還可以向東盟市場延伸”的區
位優勢。
中國力帆集團副董事長陳衛也曾表示，希望未
來力帆的摩托車產品可通過“南向通道”，以性價
比更高的運輸方式，直達東南亞摩托車消費市場。
據介紹，自南向通道北部灣港至重慶海鐵聯運
雙向集裝箱班列實現常態化運行以來，截至 2017 年
12 月 5 日，班列上下共發行 31 班，到發箱量 1560 標
箱，外貿箱占比 43.76%。
對於南向通道而言，難點在於如何裝滿“北
上”的車船實現對開。
為此，中共欽州市委常委、保稅港區工委副書

記王雄昌已將目光鎖定“舌尖經濟”。“川渝地區 新市場，南向通道把中國西部地區從壹個資源、
民眾愛吃火鍋，是凍肉的消耗大區，東南亞是熱帶 勞動力要素的供給方，變成了壹個調節市場的統
水果的天堂，我們可以把澳洲、美洲凍肉、東南亞 籌者。”
沿海國家水果等貨源集中北上。”
在王雄昌看來，南向通道更大的意義在於把東
南亞和中亞連接成緊密市場。“中國作為這兩個市
集聚貿易流做大紅利“蛋糕”
場的‘中間人’，可有效發揮市場調控作用，進而
作為中國西南出海的新謀劃，僅發揮通道作用 加速人民幣區域國際化進程。”
還遠遠不夠。王雄昌介紹，重要的是集結貿易流。
中國交通運輸協會聯運分會常務副會長兼秘書
當前欽州保稅港正在積極整合全國進口酒類知 長李牧原對此表示認同。她說，南向通道北向輻射
名品牌創建示範區、沿海整車進口口岸、進境水果 中國中西部，南向輻射東盟地區，通過與亞洲主
指定口岸等平臺優勢，以此集聚特色貿易，使其發 要 樞 紐 港 聯 動 ， 可 將 通 道 延 伸 至 全 球 主 要 經 濟
揮更大的輻射帶動效應。
區 。“南向通道最終是為了實現物流與貿易並
他還指出，目前，廣西、貴州、重慶、甘肅 行 ，從而重構貿易格局，成為激發國際供應鏈合
四省區市已形成聯動，未來將充分整合沿線資源， 作的新引擎，為‘壹帶壹路’沿線國家和地區帶來
降低物流成本，加速貿易流的集結。“通過這個 更大紅利。”

體育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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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足負卡塔爾
無緣U23亞錦賽八強

首 次 上 陣 CBA 全 明 星 周 末
■惠龍兒
惠龍兒（
（右）在去
年 的 CBA 選 秀 大
會，以探花身份加盟
浙江稠州。
浙江稠州
。 資料圖片

■卡塔爾球
員阿里（左）
射破中國門
將周煜辰
（中）的五指
關。 新華社

■惠龍兒
惠龍兒（
（左）為浙江稠州
隊披甲。
隊披甲
。
中國體育圖片

中國男籃職業
聯賽（CBA）全明星周末
14 日在深圳落幕。來自香港南華、
現効力浙江稠州銀行的惠龍兒首次以南區星
銳隊隊員的身份出戰星銳賽，雖然只上陣 4 分鐘、
沒有任何得分記錄，但仍收穫寶貴經驗。賽後他在
個人社交網貼文：
“這絕對是一個瘋
狂 而 難 忘 的 經
歷。”

全明星賽南區勝
易建聯膺MVP
2018 CBA 全明星正賽 14
日在深圳收官，最終南區明星
隊 以 147： 138 擊 敗 北 區 明 星
隊，本次全明星的“票王”由
來自南區的廣東隊球員易建聯
斬獲 MVP（最有價值球員）稱
號。
首節兩隊戰成37：37，第二
節比分依舊膠着，易建聯命中三
分助南區隊將比分反超為 55：
54。上半場結束時，南區隊以
78：71領先北區隊7分。第三節
北區明星們努力追趕比分，將分
差縮小到只差兩分進入第四節。
比賽還剩 8 分 31 秒，兩隊打成
115：115。最後兩分鐘，易建聯
面對蘭多夫兩分命中，南區以
142：134領先。隨後易建聯暴扣
得手，布魯克斯三分得手，將懸
念殺死。
中場休息期間，技巧、三
分和入樽三項對決精彩上演。
來自深圳隊的於德豪在主場以

44.2 秒 獲 得 技 巧 挑 戰 賽 的 冠
軍。三分大戰中，同曦球員于
長春投出 24 分獲得冠軍。而精
彩的入樽大戰，來自廣東工業
大學的張健豪第一球飛躍三人
單臂暴扣得到滿分 50 分，第二
球空中轉體掄臂飛
扣得到 45 分，最終
稱王。 ■新華社

CBA全明星周末於剛剛過
去的周日在深圳結

束，專為新秀球員而設的星銳賽
則於周六舉行，効力浙江稠州銀
行的香港南華球員惠龍兒首次代
表南區星銳隊上陣，並助 CBA 星
銳隊以 103：95 戰勝 CUBA 清華
北大隊。賽後，他在個人社交網
貼文：“第一個明星周末。 絕對
是一個瘋狂而難忘的經歷。 ”
由 於 英 文 名 為 Duncan
Reid，故被眾多球迷稱作“香港
鄧肯”。不過，惠龍兒直言自己
的技術風格一點兒也並不像鄧
肯，但鄧肯是他的偶像。“我跟
他有一點點像，因為我的籃球偶
像是（聖安東尼奧馬刺球星）鄧
肯，他很多時候都會幫助隊友，
他非常棒，我也是和隊友合作的
球員，我的個人技術不很像他，
在精神方面我很像他。”

已有進步。在浙江，我的隊友多
數都很年輕，我們玩得很開心，
他們會經常幫我，有時候教練說
的我聽不懂，他們會很慢地將教
練的話轉告給我，都很幫我。”
對於首次征戰職業賽場，惠
龍兒表示 CBA 是一個很大的挑
戰，“CBA 籃球水平很高，我需
要時間適應，我打的位置與在香
港時有一點點不同，CBA 的對抗
很強，我需要一點點地提升個人
能力，各方面都需要提高。”
對於自己在 CBA 的定位，惠
龍兒表示：“（我的身材）在
CBA 不是特別高，但是我的籃球
IQ 不錯，還有很多時候我傳球、
籃板都比較好，我是一個做髒活
累活的角色，傳球找到空位的隊
友，可以幫到隊友。”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在CBA
“做髒活累活”

■南區明星隊球員易建聯
（左）榮膺
榮膺MVP
MVP。
。
新華社

惠龍兒在接受搜狐專
訪時說。“因為我在香港
出生，我的粵語比較
好；來到浙江後，我
的國語也進步了一點
點，我學了差不多
一年了。之前在香
港，我們的教練是
台灣人，我的漢語

■惠龍兒
惠龍兒（
（右）在星銳賽上陣
在星銳賽上陣。
。
facebook圖片
facebook
圖片

跨代組合杜拜奪亞 盼盡快建賽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
由兩代車手組成的香港GT4賽車隊，
日前奪得杜拜24小時耐力賽亞軍。香
港汽車會主席余錦基坦言，今次戰績
為慶祝車會成立 100 周年送上一份大
禮，同時也讓市民認識到香港車手的
國際地位。
余錦基說：“在杜拜 24 小時耐
力賽奪得亞軍的五名成員，可謂是一
個跨世代組合，有30年前就已成為車
手的關兆昌，也有目前黃金新一代的
李英健、歐陽若曦、唐偉楓和方駿
宇，他們憑超強實力和毅力勇奪亞
軍，為香港賽車史寫下輝煌一頁。”
余錦基表示，香港賽車界擁有
經驗和技術一流的專業人士，這個

界別的人士一直在爭取興建賽車
場，即使爭取不到大跑道，也希望
建一條小型賽車道，供本地車手訓
練及培訓之用。
他說：“去年，我們向港協暨奧
委會及政府遞交建議書，爭取一個賽
車場地，並建議在欣澳。今年再主辦
formula E 電動方程式香港站，而這
一賽事現已成為香港新的體育盛事，
相信有助獲得政府的支持，希望盡快
找到合適地方發展賽車運動。”
而超過 12 年沒有參加賽事的車
壇名將關兆昌在社交網貼文：“今次
好開心可以代表香港以運動員身份出
戰 Dubai 24H Race。多謝一班非常
出色的隊友，特別多謝 Marchy 令我

有機會參與此次比賽。
24 小時賽事內經過很多起跌，但
最後都能順利完成及站上頒獎台。全
靠整隊車隊及所有支持我們的朋友。

另外非常多謝香港車迷一直對我們的
支持和鼓勵。亦都恭喜另一隊香港車
隊一齊為香港爭光。各位傑出車手繼
續努力！”

亞洲足協U23亞錦賽15日在江蘇展開A組
最後一輪爭奪。東道主中國隊（國足）雖先入1
球，但最終被卡塔爾連扳兩球反勝，無緣出線。
15 日賽事，國足可謂有個夢幻開局。第 3
分鐘，鄧涵文搶斷後送出助攻，姚均晟破門為
中國隊取得1：0的領先優勢。但好景不長，第
41分鐘，隊長何超兩黃一紅被罰離場，國足在
少踢一人的情況下於半場結束前失守：莫埃茲
．阿里為卡塔爾隊扳平比分；第77分鐘，莫埃
茲．阿里再梅開二度，卡塔爾最終以 2：1 反
勝，3戰全勝取得A組首名出線權。烏茲別克2
勝1負，獲得該組另一個出線席位；1勝2負的
國足及阿曼無緣晉級8強、慘遭淘汰。
賽後，中國隊劉奕鳴、楊立瑜、胡靖航、
李曉明等人對裁判的判罰十分不滿，一度圍着
裁判指指點點，幸事態沒有進一步升級。
卡 塔 爾 可 謂 是 中 國 隊 的 宿 敵， 2014 年
U19 亞青賽，中國隊在爭奪世青賽資格的關鍵
戰中以 2：4 不敵對手；2016 年 U23 亞洲盃，
中國隊在小組賽中再以1：3告負。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美國職業泳賽
中國奪六金

■李冰潔個人獨攬 3
枚金牌。
枚金牌
。 資料圖片
當地時間14日，為期4天的美國職業游泳
系列賽奧斯汀站比賽全部結束，正在美國訓練
的中國泳將參加了比賽，共收穫 6 金 4 銀 1
銅。15 歲的李冰潔獨攬女子 200 米、400 米和
800 米自由泳三金，閆子貝收穫男子蛙泳兩
金，彭旭瑋獲得女子200米背泳金牌。
據介紹，處於冬訓中的中國選手於去年
12 月 23 日抵達美國洛杉磯，參加奧斯汀比賽
正是訓練的階段小測驗。游泳隊負責人表示，
“每次外訓，我們都會盡可能多地給運動員們
報名參加當地比賽，與當地高水平運動員較
量，‘與狼共舞’才能更多地激發運動員的鬥
志。”李冰潔在自己所參加的3個項目中全部奪
金，發燒剛剛痊癒的閆子貝包攬100米和200米
蛙泳冠軍，50米蛙泳名列第三。閆子貝在湖北
隊的師妹彭旭瑋收穫 200 米背泳勝利，並在 50
米和100米背泳中名列第四。蝶泳名將張雨霏
在所參加的 50 米、100 米和 200 米蝶泳以及 50
米自由泳中都獲得了亞軍。
■新華社

短訊

周勇退出達喀爾拉力賽
2018 年達喀爾拉力賽當地時間 14 日在玻
利維亞烏尤尼結束了第八賽段的比賽，在當天
發車名單中沒有出現 BP 勇之隊中國車手周勇
的名字。經證實，由於賽車發動機進水，周勇
未能完成第七賽段的比賽，遺憾退賽。周勇
2005 年首度角逐達喀爾拉力賽，在 2015 年位
列汽車組總成績第 13 名，創造了中國車手在
該項賽事的最佳成績。
■新華社

傑志公佈金奉珍征亞冠

■香港GT4賽車隊獲杜拜24小時耐力賽亞軍。

港超球隊傑志15日公佈最後一個亞冠盃外
援人選，除早前已公佈的科蘭、華杜斯及費蘭度
外，韓國後衛金奉珍將以亞援身份登上亞冠尾班
車。27歲的金奉珍，上季亞冠盃附加賽曾頂入1
球，助傑志1：1逼和蔚山現代，最後僅在12碼
大戰被淘汰。傑志在亞冠盃被編入E組，同組對
手除全北汽車外，另外兩個均需經外圍賽及附加
賽產生。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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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查理的銀幕傳奇故事

(第一章 1-1)

作者：（美國） 梧桐
[版權©作者所有，轉載請聯系 gpren2001@qq.
com]
1920 年代到 50 年代的好萊塢華人電影史中
，陳查理是系列探案電影一個十分飽滿典型的
銀幕形象。陳查理成為西方人心中的中國人的
形象是歷史的產物。有人在美國電視台做了一
次調查，調查者讓觀眾寫下最熟悉的中國人，

第五名中國人就是陳查理。在當時的美國社會
，陳查理並不是大眾文化中最惹人厭的角色。
互動百科說陳查理是一個睿智風趣的中國人：
“陳查理彬彬有禮、考慮周詳、三思而行、出
口成章，脫口而出的成語和警世箴言，所以和
他在一起的人都喜歡他，對他的人品和智慧讚
不絕口。” [1]

但在文獻中也有不少的人
有著截然不同的看法，他
們認為他是一個被人討厭
的角色。在銀幕上，虛構
出來的陳查理身高只有五
呎，矮胖、蓄八字鬍、操
蹩腳的洋涇濱英語。他缺
乏男人味，看上去像似被
閹割的中國太監，常常耍
東方的小聰明。陳查理的
角色在大眾電影文化中具
有兩面性兩種截然不同的
觀念反映了當時社會對華

比格斯 1884 年 8 月 26 日出
生在俄亥俄州的沃侖。1907 年
畢業於哈佛大學。[2] 畢業後
，他在俄亥俄州的克利夫蘭市
的主要日報社“經銷商報”
（Cleveland Plain Dealer) 做 記
者，同時也為包博——梅雷爾
出版公司工作（Bobb-Merrill)
。1908 年比格斯受雇在“波士
頓旅行者”上撰寫每日幽默欄
目。不久他又轉寫該報的戲劇
評論。在那裏他遇到了後來成

為 他 妻 子 的 愛 拉 諾. 拉 特
（Elanor Ladd)。 在 比 格 斯
的寫作生涯上，愛拉諾給
了他很大的影響。比格斯
的直白的戲劇性評論冒犯
了很多人，直到後來“波
士頓旅行者”賣給了其他
人。1912 年，他被解雇了
。因禍得福，這次遭遇反
而為比格斯帶來了一個寫
小說的機遇。他開始創作
小說。1913 年，他完成了
小說《進入波爾特佩特的
七 把 鑰 匙 》 （ “Seven
Keys to Baldpate”）並由包
博——梅雷爾出版公司出
版。這本書很受歡迎，受到國
內的承認。他的成功得到了經
濟的回報，他和愛拉諾結婚了
。百老匯的劇場老板喬治•科
恩(George M. Cohan) 買了這本
書的戲劇改編權。很長時間，
這出戲在百老匯演出。比格斯
的第一部小說在三十年內持續
走紅，拍攝成五個版本的電影
。
他接下來的小說《愛情保險
》 (“Love Insurance”) (1914)

他呼吸夏威夷新鮮空氣。他必須來這裏為
他的肥沃的大腦裝上更多的素材，激發他的創
作動機，驅動他的陳查理故事的創作熱情。
1924 年，他決定寫一本關於夏威夷神秘小
說，小說的情節是他在夏威夷時已經形成了。
比格斯很快提筆開始寫他的偵探小說，他為他
的這部偵探小說取名《沒有鑰匙的房子》。但
是五年過去了，他對美麗的島嶼的記憶已經淡
漠。“於是我一頭埋進圖書館，找到最近的檀

人的寫照：外表佝僂、內
在聰明。
好萊塢的電影中小說文
學和電影的關系是一個家
庭的長輩和兒女的關系。
不少熱賣的小說一定誕生
出電影作品。陳查理的探
案系列正是這樣一種產物
。陳查理是美國作家厄爾
• 德 爾 • 比 格 斯 （Earl
Derr Biggers） 創 造 的 小 說
人物。

和《痛苦專欄》(“The Agony
Column”) (1916) 繼續成功。
《愛情保險》被改編成另一出
戲 劇 《 拉 鋸 》 (“See-Saw”)
。這段時間，比格斯把他的大
部分精力都放在舞台劇上。這
個時期的巨大的工作量使這位
成功的劇作家精疲力盡。他需
要到天氣溫和的地方去休假。
於是在 1919 年他和愛拉諾一起
去夏威夷度假。他住在威基基
海邊格雷的寄宿處或附近一間
小屋。他和愛拉諾去火奴魯魯
憩息，又在威基基海灘上倘翔
。夏威夷美麗的風景和市鎮的
異國情調讓比格斯心曠神怡，
這大海是那麽的純潔無瑕，海
岸風光、風土人情、 街道建
築簡直把他給迷住了。那個年
代的夏威夷不僅風光旖旎，民
風淳樸，而且十分安全，很少
有小偷和不法之徒光顧。夏威
夷人很少有鑰匙的概念，他們
的房子從來不上鎖 。於是比
格斯心目中開始孕育一片新的
天地，他的作品需要新的英雄
。雖然他早已經成為小說作家
了。但他如饑似渴地閱讀。

在 1901 年 6 月 18 日檀香山的太平洋商業廣
告報也刊登了一則新聞，標題為《警察的一場
戰鬥》。[4] 新聞中說到在李麗哈街的一家日本
店的黑屋裏有一群日本賭徒在玩一種叫俄國戰
爭的賭局。警察局派來幾個警察破門而入試圖
逮捕這些賭徒一個叫張阿平的警察迅速出手一
記重擊就降服了日本人，把他們繩之以法。這
些報道都是正面描寫華人張阿平，給他留下十
分積極的印象，他很興奮。那個張阿平究竟是
何許人也。
原來張阿平確有其人。張阿平 1871 年 12 月
26 日出生在夏威夷懷皮奧的瓦胡島。這個島有
很長的華人生活的歷史。早在 18 世紀 70 年代，
中國人就來島種甘蔗制糖。1866 年當地政府從
中國找來苦力,以每人每月 5 美元的價格將土地
出租給他們,租期五年。張阿平的父親只身和其
他中國人一起來到夏威夷種植甘蔗。他娶了當
地的姑娘做老婆。張阿平就在這裏出世。他的
父親租期滿了之後,帶著妻子和三歲的張阿平回
到廣東南部的烏袋村。那時的中國充滿戰亂。
烏袋村也和其他地方一樣，民不聊生。張家在
這個地方生活不下去了。為了讓孩子有個活命

香山報閱讀紙閱，試圖刷新我對夏威夷的記憶
。在報紙上內頁的不起眼的角落，我發現我要
的故事。有個倒楣的華人鴉片鬼被檀香山警察
張阿平和李福逮捕。” [3] 這一則消息映入他的
眼簾，影響整整半個世紀的中士陳查理誕生了
。陳查理的這個角色成為 20 世紀 20 年代中期美
國推理小說讀者的一個非常獨特的人物。關於
這個華裔警察張阿平的報道很多，比格斯一定
不會只讀這麽一篇文章。
的地方， 他的父親決定將快滿十歲的張阿平送
回瓦胡島的叔叔那裏。從此他再也沒有回中國
。從三歲到十歲，張阿平沒有上過學。但他能
說夏威夷語，還會說一些洋涇浜英語，他的英
語文水準並不高。26 歲時，張阿平在夏威夷做
過懷爾德(Samuel Wilder)家族在檀香山埃斯克班
克牧場的馬夫。1897 年,懷爾德最小的女兒海倫,
在威美亞雇傭張阿平。張阿平成了人道促進會
地方分會的第一位官員。他的工作是不讓人們
鞭打虐待自己的馬。他個子不高，只有五英尺,
額頭處有道嚴重的傷疤。在那時期，他練就了
一套驅趕牲畜的鞭法。張阿平頭戴一頂牛仔帽,
帶著又粗又長的鞭子，晃晃悠悠地在街上巡邏
。他的形象就在那個時代練成。他在不同地方
巡邏，抓捕和訴訟，工作優秀。1898 年,美國和
西班牙進行戰爭，夏威夷成為美國的管區。當
時夏威夷的移民成份十分覆雜，華人犯罪也有
時發生。這給平素太平的夏威夷添了很多麻煩
。警察局為了交流方便，便想出了一個聘用華
警以華制華的辦法。張阿平聽到了這個消息，
他趕緊回到火奴魯魯。檀香山警察局把張阿平
招募了進去。廿七歲的他加入夏威夷警隊，警
隊共有兩百人左右，主要是夏威夷人,長官多為
白人。據說張阿平是唯一的中國人。他不識字
，但並不影響他在警隊工作。他被分配去充滿
危險的唐人街巡邏。從 1916 年開始，作為一名
見習偵探，主要從事對鴉片走私和非法賭博案
件的偵查工作。警長威廉說張阿平能說的中文
、夏威夷語和洋涇浜夏威夷克裏奧英語。他有
大量的社會關系和信息，他的偵探風格精明細
致。他偵破了很多案件。張阿平很優秀, 他被提
拔為正式偵探。當地的報紙記錄了他的很多帶
有傳奇色彩的事跡。這就是為什麽比格斯能輕
而易舉地看到偵探張阿平的報道。
參考書籍和網站：
1. http://www.baike.com/wiki/陳查理
2 （Goodman, Rebecca (2005). This Day in Ohio
History. Emmis Books. p. 258.)
3. （ Greorich, Harvard Magazine.)
4. 檀香山的太平洋商業廣告報 1901 年 6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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遲來的娃娃屋



倍。娃娃屋有兩層共二十英吋
高。下層地基三十六吋見方，
高九吋。有一個十二吋見方的
工具室。旁邊是九級樓梯可上
二樓，其餘都是車間。樓梯每
級寬二又四分之三吋、深一
吋、高一吋，樓梯是整個娃娃
屋最費時費力去做的部分，也
是最令我驕傲的成就。

第二層的地板三十二吋見
方，高十一吋。共有六個單
間。兩邊各有兩個 10x15 吋的
單間，中間有兩間，前面的一
間最大，有 10x20 吋，主要是
為上下樓之用，後面是個
10x10 吋的小間。二樓六個單
間共有七個門相通， 門框為
3x6.5 吋 ， 就 和 真 的 屋 子 一
樣，門框都用薄木片粘得漂漂
亮亮的。所有的地板和牆壁都
是用五夾木板，非常結實而沉
重。屋頂很別緻，是兩邊向中
間傾斜，用兩片 20x36 吋透明
塑膠板作屋頂，很容易看清楚
每個房間。四十年前整個房屋
各部分做工都很細緻而精美，
現在恐怕再也沒有這種耐心和
技術了。
相傳世界上第一個娃娃屋
誕生於一五五七年，是德國
Bavaria 地區一位貴族王子請工
匠製做，作為送給小孩的生日
頂視圖
禮物。抗戰逃難時，我家從香
港經桂林、柳州、貴定，才到
了貴陽日本已宣佈投降，一九四五年初秋我們才到戰時
的首都重慶，勝利後大家都搶著還鄉，交通工具缺乏，
我們就暫時在重慶住下。以前的房客留下一個舊洋娃
娃，眼睛可開可閉。那時我和舍妹雲青兩個土包子，可
是生平第一次見到洋娃娃，搶著抱它真是愛不釋手。但
是我倆孤陋寡聞，小時候在中國內地和台灣就從來沒有
看見過娃娃屋，可能只有在歐美地區才流行的吧。近幾
年來雖然外孫女琪琪收到過大小有五個娃娃屋禮物，但
是都沒有我做的大，更沒有我做的摩登好看。




二〇一七年近年底，太座和我終於把這個遲來的娃
娃屋（dollhouse）給完成了。為什麼是遲來的娃娃屋？
要講清楚這一切還得從四十年前說起。
一九七七年，我已在馬州蓋城的國家標準與技術研
究院（NIST）工作。那年春天研究院在大廳內舉辦員工
手工藝展覽，各種手工藝品琳琅滿目美不勝收。尤其是
那些漂亮的娃娃屋，使我想起我也可以給我們的小女兒
做一個，準備參加隔年春天的手工藝展。
我打鐵乘熱立刻上街買到了一個摩登娃娃屋的藍
圖，並根據藍圖買了需要的工具和木材。圖中的描述非
常仔細而複雜，照著藍圖花了將近三個月，才把每部分
的木材鋸、切、和粘上需要的小木條。因為遇到技術上
的困難一直就沒有能把整個屋子組裝起來。當然沒能參
加第二年的展覽，小女兒更是沒有玩到她的娃娃屋。
就這樣一直拖著。女兒失望之餘，對此娃娃屋嚮往
不已，在她高中快畢業那年聖誕節送給我的禮物是一個
立體影像（holography）板，其中的圖像是一個做好的
娃娃屋，前面擺了些木馬等玩具。板後貼了一封信，上
面很客氣的寫著： 「爸爸：我這件禮物是要一直提醒您
久未完成的娃娃屋。喔，這是開玩笑的。不過這也讓您
記得我是孩提的那段時候，也可讓您想到您未來的孫輩
們，或許也喜歡擁有這樣一個漂亮的的娃娃屋。女兒
上」。我一直還珍藏著這封信和影像板。心中歉疚，念
念不忘對女兒一直沒有實現的諾言。
從開始做娃娃屋起到二〇一七年正好是四十年。物
換星移，時間過得飛快，為養家糊口忙著，轉眼間我們
的外孫女琪琪都已經是六歲的小女孩了。太座說是應該
下定決心組裝完成這個娃娃屋的時候，不然就沒有機會
了！琪琪聽過這未完成娃娃屋的故事，也催著公公趕快
交卷。好在我們四十多年來沒搬過家，每部分做好的木
料都在，而且保存完好。恰好十二月中旬到年底，住在
附近的女兒一家去南部渡假，我們不需照顧外孫兄妹二
人，可以專心來完成這個大任務。
時間迫切，我被逼上梁山，只得靜下心來，好好考
慮如何解決當初技術上的困難。皇天不負有心人，忽然
福至心靈，問題引刃而解。難題是四塊外牆板懸空，不
知如何固定在地板上，終於想到用薄板黏在地板週邊的
空缺下，可以讓外牆板有地方落腳，再用細腳條（baseboard）以膠水將外牆和地板固定。五塊內牆板互相可粘
連，再加也用細腳條固定在地板上，整個結構就更加穩
固了。
這個娃娃屋是一幢現代化的屋子，是實物的十二分
之一，很巧的是，我們家的房子正好是這娃娃屋的十二

夏勁戈

側視圖

單間

十二月三十一日是 「驗收」的大日子。因為娃娃屋
太大，近午時太座和我各載一層樓去附近女兒家。我們
請她們全家四口暫時等在樓上不要下來，讓我們在樓下
先將娃娃屋安排妥當後，好給她們一個大大的驚喜。四
人下樓後各各目瞪囗呆，眼睛張得大大的興奮不已。女
兒和外孫女異口同聲地大叫： 「這是我的娃娃屋！」大
家圍著娃娃屋仔細觀看，女婿拿著他的寬鏡頭照相機猛
拍照。這本來是要給女兒的禮物，現在就成了給女兒和
外孫女兩代人非常遲來的禮物了。
（201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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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易女史主講 「2018 戊戌年流年風水」
上周六在僑教中心舉行，觀眾反應熱烈

（ 二 ） 時間風水的特性：1，對
（ 地/ 人 ） 風水的優點，錦上添
花。2，對（地/ 人 ）風水的缺點
，落井下石。3，當時間改變，所
有影響都跟著改變。時效最短，影
響最顯著。
不同派別的時間風水，包括：
三元九運：大循環一百八十年
，小循環二十年。
河圖五運： 每六十年一個循環
。
民間流傳： 十年風水輪流轉。
而最簡明的時間風水是 「流年
風水 」： 每一年，因為時間的改
變，對空間氣場所造成的改變，以
及這種改變，對住在這個氣場的人
圖為衍易女史上周六在僑教中心主講：
圖為衍易女史上周六在僑教中心主講
： ，所造成的影響。而 「
流年九星 」
「2018 戊戌年流年風水
戊戌年流年風水」
」 。（ 記者秦 就是北斗七星加左輔右弼。流年飛
鴻鈞攝 ）
星的位置： 來自洛書， 「
洛書」上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著名風水諮 有 提到： 大禹時，神龜出於洛水。
詢師衍易女史，上周六應 「師大校友
衍易老師也提到流年飛星中的吉
會」 之邀，在僑教中心展覽廳演講 星，五顆吉星是： 一白水星，又稱桃
「
2018 戊戌年流年風水」。衍易老師 花星； 四綠木星，又稱文昌星； 六
的演講包括：（ 一 ） 流年風水及其 白金星，又稱貴人星；八白土星，又
重要性（ 二 ） 流年風水涵蓋的時段 稱正財星； 九紫火星，又稱喜慶星。
（ 三 ）2018 流年風水的特點：（ 1
而紫白飛星中的凶星，這四顆凶
） 不能動土的方位（ 2 ）文昌強旺的 星是：
方位（ 3 ）主管財富的方位（ 4 ） 具
二黑土星，又稱病符星； 三碧木
有煞氣的方位 （5 ） 歷史上屬犬的寶 星，又稱是非星； 五黄土星，又稱帝
寶。為其演講的重點。
王星（ 災煞星 ）； 七赤金星，又稱
衍易老師首談： 什麼是流年風 賊星。
水？她以 「申請大學」 作比喻：
而飛星的吉凶與強弱，隨時間改
（ 一 ）學校的環境、設備好不好？ 變。飛星每年飛臨的空間位置不同，
這是指 「空間 」（ 地 ）
吉凶的性質有可能改變。如吉星，在
（ 二） 有沒有適合我的科系？這是 某些年會帶有凶性。凶星，有時候也
指 「
個人」（ 人 ）
會沾染喜氣。而力量的強弱也會改變
（ 三 ） 當年的師資如何？這是指 「 ，飛星力量的強弱並非每年相同。
時間 」（ 天 ）
另外，衍易老師也談到二十四節
衍易老師說：（ 一 ） 空間風水 氣。包括：（ 春季 ） 為立春、雨水
（ 地 ）： 是指建築物本身的氣場與 、驚蟄、春分、清明、穀雨。（ 夏
外在環境。（ 二） 人的風水（ 人） 季 ） 為立夏、小滿、芒種、夏至、
： 是指人所需的風水氣塲，如 「
這棟 小暑、大暑。（ 秋季 ） 包括： 立秋
房子對某人好不好？」（ 三 ） 風水 、處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
與＂時間＂的關係。包括（1 ） 主觀 （ 冬季） 為立冬、小雪、大雪、冬
的時間，如主人的年齡，不同年齡， 至、小寒、大寒。在 2016 年 11 月 30
對風水的需求不同（ 2 ）空間的時間 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已將二十四節
： 如房子的年齡（ 古人以木為建材 氣，列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名
） 客觀的時間： 如時間本身改變， 錄。
如 「十年風水輪流轉 」。
同時，衍易老師也提到，不同的
住家風水，包括（一 ）空間風 曆法，有不同的開始與結束。如陽曆
水： 如風水格局，房子室內設計。
是（ 元旦 1 月 1 日到 12 月 31 日 ），

陰曆是（ 大年初一到除夕夜 ），陰
陽合曆：（ 以季節為準 ），一年，
是指從春季的第一分鐘開始，到冬季
的最後一分鐘結束。而風水命理是用
「陰陽合曆」 的。因此，在風水上
2018 戊 戌 年 的 立 春 是 2018 年 2 月 4
日 5 時 28 分 ， 2019 己 亥 年 立 春 是
2019 年 2 月 4 日上午 11 時 14 分，因
此，風水戊戌年開始於 2018 年 2 月
4日5時
28 分，風水戊戌年結束於 2019 年 2
月 4 日 11 時 13 分。
談到 2018 流年風水的特點，衍易
老師教我們先把自己的住宅分成九宮
，第一步，找出房子的中心點，第二
步，以找到的中心點為圓心，畫一個
圓。第三步，對正北方，把圓像切蛋
糕一樣的切開成八等份。第四步，畫
出中宮，第五步，檢視各房間在圖中
的方位。所謂 「宮 」，室也。（說
文），劃分住宅成九宮，盡可能不要
用九宮格。
2018 流年風水的特點：
一，不能動土的方位，如太歲方
、歲破方、三煞方， 「名稱 」 每年
相同， 「位置 」 每年改變。
一，犯太歲的辨正：如 「沖太
歲 」（ 屬龍 VS 狗年 ）， 「值太歲
」（ 屬狗 VS 狗年），又稱坐太歲。
「刑 太 歲 」 （ 屬 牛 VS 狗 年 ） ，
「
破太歲」（ 屬羊 VS 狗年）， 「害
太歲」（ 屬雞 VS 狗年）。
二，太歲非凶神的說明： 「歲星
之所居，五穀豐昌。」（ 出自西漢 {
淮南子} ); 「太歲之意，猶長吏之心
也。 」（ 出自東漢 { 論衡 } ）；
「太歲，人君之象。」（ 出自清 {
協紀辨方書 } ）
三，本命年的辨正： 如屬狗的人
遇到狗年，是 「值太歲 」，或稱 「
坐太歲 」。不是本命太歲，更不是本
命年 ！如 1982 壬戌年，1994 甲戌年
，2006 丙戌年，2018 戊戌年，生肖
為狗，都是 「坐太歲 」。坐太歲的
人： 太歲當頭坐，無喜恐有禍。而
2018 戊戌年出生，屬狗的人，要到
2078 戊戌年，值 「
、本命太歲 」，
才是真正的 「本命年 」。任何人年
滿六十歲，都值 「本命太歲 」，是
本命年。因此，2018 戊戌年的太歲方
在 292 度半至 307 度半的地方。太歲

雖然是吉
神，不喜
沖動，因
此，不宜
在此方位
動土。
另外
， 關 於
「歲破方
」 ： 歲
破的方位
，與太歲
相對。即
112 度 半
圖為衍易女史演講，
圖為衍易女史演講
，觀眾滿座
觀眾滿座，
，一位難求
一位難求。（
。（ 記者秦鴻鈞攝 ）
至 127 度
半。 「歲破」 才是真正的凶神。1， ，財位不宜有水。如房子的財位、個
住宅坐歲破方，避免爭執/ 訴訟。2， 人的財位，流年的財位。
而風水上最大的迷思： 「人管人
需要避免睡在歲破方的人：屬狗的人
； 年紀很老或很小的人； 健康情況 丁水管財」，管： 控制，影響之意。
但好山才能旺人丁，好水才能聚財，
很差的人。3，不要動土。
關於 「 三煞方 」 ： 歲煞、劫煞 窮山惡水只能破壞人丁與財運。
五，歷史上屬犬的寶寶：
，災煞。（ 每煞各占 15 度，共 45 度
如意志堅定的鬥 「犬 」： 革命
）。而戊戌年的三煞方，在正北方四
十五度。應避免在太歲/ 歲破 / 三煞 軍八指將軍黃興； 二戰英國領導丘吉
所在的方位，院子： 打地基、種樹、 爾。
挖游泳池。房： 敲敲打打，裝潢換瓦 政壇上的名 「犬 」： 美國四十五位
總統，屬狗的有五位： 約翰 . 泰勒（
。
二，至於 2018 年強旺的文昌氣 10 ）、赫伯特 . 胡佛（ 31 ）、比爾 .
場（ 即最佳書房位置 ）：東四命的 柯林頓（ 42 ） 、喬治 . 布希（43 ）
人，選用南宮 ； 西四命的人，選用 唐納 . 川普 （45 ）
演藝界的美 「犬 」： 阮玲玉、碧姬
西北宮。
三，主管財富的方位：2018 年正 芭鐸、莎朗史東、麥當娜、山口百惠
財星（ 八白星 ）在東南宮，影響收 。
演藝界的才 「犬 」： 黑澤明，
入固定的人的財運。氣場問題： 職場
之中，小人特多。化解小人，應加強 吳宇森，王家衛。
中國文壇的名 「犬 」： 老舍，
東南氣場的方法： 放置醒目的紅色飾
品。警告： 命卦 8 的人，不要用東南 朱自清，豐子愷，曹禺。
中國歷史上最有名的生肖屬 「
方。而 2018 年偏財星（ 六白星 ） 在
北宮。影響收入非固定的人的財運。 犬 」 的人： 大成至聖先師： 孔子。
同時影響： 醫護保健工作者，收入豐 鉅富的 「犬 」，比較少： . 2014 新
厚。而流水財星（ 一白星） 在西北 加坡財富研究機構 Wealth - X 的報告
，全世界的富豪中，屬狗的最少。 .
，影響買進賣出收入的人。
四，2018 最具煞氣的方位：2018 富比世 2017 年的財富排行榜，前六十
七赤金星駐守東方。1，退氣星，氣 名的富豪之中，屬狗的只有一位： 王
場衰微。（ 當運星： 八白土星 ）2， 衛。
至於屬龍的人該不該生相沖的 「
賊星，容易招盜賊。3，與大運星組
成 「交劍煞 」。1，化解東方煞氣的 犬 」 娃娃？衍易老師表示： 八字上
方法，莫過於用 「水 」。2，有些水 ，地支 「辰戌相沖 」。辰屬龍，戌
會形成煞氣。譬如： 積存已久的死水 屬犬。然而，生肖的位置，與父母關
。（ 如花瓶的水，泡髒衣服的水，泡 係不大。屬龍的父母，不必然與屬犬
髒碗的水，泡拖把的水------- ）3 的孩子相沖。

休城工商

美南山東同鄉會 2018 年會本週六晚隆重登場
席開六十桌，休市市長透納及法官、州議員親臨大會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 美南山東同鄉會於週日（1
月 14 日 ） 下午舉行會前最後一次理事會，由各理事報告
目前籌備進度。由江岳負責舞台，燈光及節目最令人驚艷
，還有重金聘請的知名樂隊，將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今
年的主持人也換了新人，由 「美南電視 」 名主持人馬健
（ 山東老鄉 ） 及劉金璐聯手主持，將令人有耳目一新之
感。最值得一提的是當天的貴賓，包括中國駐休士頓總領
事李強民大使，休市市長 Sylvesterv Turner , 州議員吳元之
，哈瑞斯郡法官張文華，多位國會議員候選人，美南報業
集團董事長李蔚華，新華埠推廣委員會主席李雄，金城銀
行 CEO 黃國樑夫婦----- 等四十多人，場面壯盛。因受
場地限制，將席開六十桌，目前桌次已搶購一空。

當天除了龍蝦大餐外，山東同鄉會已準備了大量抽獎禮品
如下：
2018 年會現在徵集抽獎獎品，請大家踴躍貢獻。目前
已經收到的抽獎獎品: 1, 江岳: 電視機一台。 2, 房文清: 字
畫一套。 3, 秦鴻鈞: 花瓶一對。 4, 李峰朋友: 現金$500. 5
，張玉誠（東北同鄉會會長）: 茅台酒一瓶。 6, 同鄉會濰
坊風箏: 5 套。 7, 靳燕: 真絲絲巾 30 條。 8,王曉霞: 牛仔節
門票 3 張。 9，高緒春: 古董一件。 10，趙昊陽: 水晶燈一
件。 11, 王琦: 禮物卡 4 張（面值$50X4 張）。 12，辛華偉
: 高檔國粹青花瓷商務三件套 。 13，季維強: 五糧液一瓶
。 14，韓偉忠: 限量版茶具一套。 15，於海全: 字畫一套
。 16，錦江酒家: 餐券$200.17，翠苑飯店: 餐券$1000.18，
劉濤: 高檔紅酒 6 瓶.19，李生: 高檔瓷器 2 件。

山東同鄉會 2018 年會邀請通知

(本報訊) 炮竹聲聲辭舊歲，歡歡喜喜過新年！值此新
年之際，美南山東同鄉會迎來了一年一度的年會！在過去
的一年裡，美南山東同鄉會在老鄉們的支持下，取得了巨
大的成績。在此我們感謝各位老鄉的鼎力支持！
我們今年的年會將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二十日晚六點至
九點在珍寶海鮮酒樓 Ocean Palace Restaurant 舉行！點擊頂
端地址自動導航前往。
今年的年會同鄉會為大家精心準備了龍蝦宴，以及精
選的文藝節目和豐厚的抽獎禮品！敬請大家光臨！讓我們
共同把我們的聚會辦成老鄉們相聚、相識、共敘友情和鄉
情的盛會！

年會報名：房先生，Email：jinanfang@126.com; 李女士，
Email：ailillian@yahoo.com
票價：$30/位
購票地址：齊海魚聖
來來餃子館– LailaiDumpingHouse
地址: 9262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電話:（713）271-0080，（832）426-4115
翠苑 - Jade Garden
地址: 4555 Hwy 6 Sugar Land, TX 77478
電話: (281) 265-8868

2018東方快車
+青藏列車
外賓豪華專列

圖為出席理事會的部份理事於會後合影。
圖為出席理事會的部份理事於會後合影
。 （ 記者秦鴻鈞攝
記者秦鴻鈞攝）
）

圖為在楊俊義中華楊氏太極拳學會的山東同鄉會理事會現場。
圖為在楊俊義中華楊氏太極拳學會的山東同鄉會理事會現場。
（ 記者秦鴻鈞攝 ）

全旅假期帶您暢遊古絲綢之路 & 西藏拉薩 & 蒙古大漠， 6條組合路線，火熱出爐！全程無購物！
中國東方快車 全球十大豪華列車之一
2009 年國際豪華火車旅遊者協會 (IRT) 公佈
了全球 25 條最佳火車旅遊線路，中國東方快車(又
稱香格里拉號) 名列第十位。上榜者必須符合服務
、食宿、風景、線路、旅遊者體驗等眾多苛求，
所以極具參考性。
暢遊西藏及古絲綢之路豪華專列-國家元首
待遇！
無購物！純玩！豪華 ！經典！超值！
凡乘坐東方快車將會得到由列車長親筆簽名
的《中國東方快車乘車證書》，世界上獨一無二
，永久紀念。
中國東方快車--絲綢之路將帶領您遊覽：
沙坡頭：中國地理雜誌評為“中國十大最好玩地

方之一。
銀川：參觀享有“中國東方金子塔”的西夏陵，
探尋神秘古西夏王國
呼和浩特：漫遊美麗的“希拉穆仁”大草原，體
驗蒙古族人豪邁奔放的文化風情
蘭州：重溫“倚岩百丈峙雄關，西域咽喉在此間
”的古絲路重鎮的昔日輝煌
嘉峪關：世界八大奇跡之一萬裡長城的西起點。
敦煌莫高窟：欣賞始建於前秦時期的，被譽為
“20 世紀最有價值的發現”
吐魯番：世界聞名的葡萄和瓜果之鄉。
烏魯木齊：世界上離海洋最遠的城市，西域古國
經濟文化重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