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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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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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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行                         糖城分行                  
6901 Corporate Dr.             508 Highway 6 South        
Houston, TX 77036            Sugar Land, TX 77478    
713-771-9700                     713-272-5028  

達拉斯區域分行                李察遜分行                        布蘭諾分行                 奧斯汀分行
500 N. Central Expwy        1131 N. Jupiter Rd.              2304 Coit Rd.              11220 N. Lamar Blvd.  
Richardson, TX 75080        Richardson, TX 75081        Suite 600                      Suite A100
972-246-1277                                                                  Plano, TX 75075          Austin, TX 78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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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娜 (Lina Chou)   
來自休斯頓全球知名鏈家海外地產公司
2017 加入中國最大的房地產公司鏈家
年平均交易總額名列德州 Top 100 經紀人
休斯頓房地產經紀人協會 (HAR.com) 五星級經紀人
2017 年 Johnson development 銷售最多房子的經紀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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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8格萊美獲獎名單出爐格萊美獲獎名單出爐
火星人布魯諾抱七獎成最大贏家火星人布魯諾抱七獎成最大贏家

（記者高思/休斯頓編譯）第60屆格萊美獎頒獎典禮於周日
晚間在紐約曼哈頓麥迪遜廣場花園舉行，由James Corden主持
。

著名藍調歌手火星人布魯諾(Bruno Mars)橫掃三類大獎——
年度最佳唱片，年度最佳單曲及年度最佳專輯。他的最新專輯
《24K Magic》也榮獲五項格萊美獎。

說唱歌手Kendrick Lamar也是當晚一大贏家，共榮獲五項
格萊美獎，其中最新專輯《Damn》榮獲最佳說唱專輯。
以下是頒獎典禮晚會上公布的所有獲獎名單：

最佳說唱/演唱表演獎：
"LOYALTY." — Kendrick Lamar featuring Rihanna
最佳新人獎：
Alessia Cara
最佳流行音樂：
"Shape Of You" — Ed Sheeran
最佳說唱專輯：
"DAMN." — Kendrick Lamar

最佳喜劇唱片：
"The Age Of Spin &
Deep In The Heart
Of Texas" — Dave
Chappelle
最佳鄉村音樂專輯：
"From a Room: Vol-
ume 1" — Chris
Stapleton
年度最佳單曲：
"That's What I
Like" — Bruno Mars
年度最佳唱片：
"24K Magic" — Bru-
no Mars
年度最佳專輯：
"24K Magic" — Bruno Mars

美國消費者支出上升美國消費者支出上升 儲蓄率跌至儲蓄率跌至1010年低點年低點

格萊美獎最大贏家火星人布魯諾格萊美獎最大贏家火星人布魯諾。。((網路照片網路照片)) 說唱歌手說唱歌手Kendrick LamarKendrick Lamar也贏得多項大獎也贏得多項大獎。。
((網路照片網路照片))

在密歇根州安阿伯的全食超市在密歇根州安阿伯的全食超市（（Whole FoodsWhole Foods），），顧客們在顧客們在
農產品區購物農產品區購物。。 (Rebecca Cook/(Rebecca Cook/路透社路透社))

紐約皇後區的亞洲超市紐約皇後區的亞洲超市
【美中頭條編譯報導/ 鄧潤京】（路透社華盛頓1月29日電

）美國消費者支出12月強勁增長，因對商品和服務的需求增加
。但獲利是以儲蓄為代價的，儲蓄額降至10年來的低點，這對
未來消費和經濟增長是一個令人不安的跡象。

美國商務部周一表示，消費者支出在美國經濟活動中占比超
過三分之二，上月增長0.4%，11月為上升0.8%。

在收入增長緩慢的情況下，家庭繼續動用儲蓄來維持支出。
儲蓄率現在達到了2007年12月經濟陷入衰退時的水平，同時也
是消費支出和經濟增長的危險信號。

不過，低儲蓄對消費者支出的影響，可能會被1月份生效的
所得稅減免暫時抵消。

儲蓄總額從11月份的3651億美元降至12月份的3516億美
元。該數字在2017年降至4858億美元，為2007年以來的最低
水平，2016年為6806億美元。

儲蓄率下降至2.4%，為2005年9月以來的最低水平，11月
為2.5%。2017年，這一比例降至3.4%，為2007年以來的最低
水平，2016年為4.9%。

上月個人收入增長0.4%，11月增長0.3%。上個月工資增
長了0.5%。2017年，收入增長3.1%，高於2016年的2.4%。
3516億美元。這一數字在2017年降至4858億美元，為2007年
以來的最低水平，2016年為6806億美元。

路透社的分析師預估，12月消費者支出增加0.4%，11月為
增長0.6%。經通脹因素調整後，12月消費者支出上升0.3%。

美元指數（DXY）對一籃子貨幣的匯率上升。美國國債和美
國股指期貨價格走低。

這些數據包括在上周五公布的第四季度國內生產總值(GDP)
報告中。第四季度消費者支出折合成年率增長3.8%，是三年來
最快的，第三季度增速為2.2%。

強勁的消費支出幫助抵消了貿易和庫存對經濟的拖累，經濟
在第四季度增長了2.6%。第三季度GDP增長了3.2%。

上個月，汽車等耐用品的支出增加了0.7%。服務業支出增
長0.5%，反映出對公用事業需求的上升。

12月份通貨膨脹率上升。美國聯邦儲備理事會(FED)的首選
通脹指標——扣除食品和能源的個人消費支出(PCE)價格指數12
月上漲0.2%，11月為上漲0.1%。

所謂的核心個人消費支出（personal consumption expen-
ditures，PCE）在12個月裏增長了1.5%，而去年11月也出現
了類似的增長。自2012年中期以來，核心PCE已經錯過了美聯
儲2%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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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特迪瓦繳獲走私科特迪瓦繳獲走私11噸象牙逮捕噸象牙逮捕66人人

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總部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總部(UCT)(UCT)和科特迪瓦和科特迪瓦
政府有關部門在阿比讓展開聯合行動政府有關部門在阿比讓展開聯合行動，，繳獲了繳獲了11噸象牙噸象牙
和和11噸穿山甲鱗片噸穿山甲鱗片，，66名非法捕獵者被捕名非法捕獵者被捕。。

世界最高男子與最矮女子罕見合體世界最高男子與最矮女子罕見合體
受邀參觀埃及金字塔受邀參觀埃及金字塔

埃及吉薩埃及吉薩，“，“世界第壹高人世界第壹高人””蘇丹蘇丹--克森與世界最袖珍女孩喬蒂克森與世界最袖珍女孩喬蒂--阿姆奇受埃及旅阿姆奇受埃及旅
遊促進委員會的邀請遊促進委員會的邀請，，參觀埃及金字塔參觀埃及金字塔，，為促進埃及旅遊打廣告為促進埃及旅遊打廣告。。3434歲的蘇丹歲的蘇丹--克森克森
來自土耳其馬爾丁來自土耳其馬爾丁，，在在20092009年以年以22..465465米的身高成為米的身高成為““世界第壹高人世界第壹高人”，”，並刷新吉尼並刷新吉尼
斯世界紀錄。24歲的喬蒂-阿姆奇來自印度納格普爾，身高有62.8厘米左右，體重6
公斤左右，2013年被吉尼斯認定為世界最矮女性。

香港新春微型藝術展香港新春微型藝術展
方寸空間濃縮城鄉場景方寸空間濃縮城鄉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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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逆差等於貿易毒藥？
20182018 中美貿易將何去何從中美貿易將何去何從？？

去年1月20日，承諾要平衡中美貿易

的特朗普總統宣誓就職，上任後立刻將美

國從全球化的掌舵者轉為貿易保護主義的

領軍人，將全球國家劃分成順差國、逆差

國兩個陣營，強烈指責中國、墨西哥、德

國、日本等國損害了美國利益，向世界各

國要求“更加公平”的貿易關系。

壹年來，中美經貿往來不乏多項重

大動作。

有合作，包括中美經濟合作百日計劃、

特朗普訪華簽署2535億美元大單；當然也

少不了摩擦，比如美國對中國的鋼材、鋁

板等產品發起232調查、發起知識產權方

面的301調查和“雙反”調查、先後否決

螞蟻金服收購美國速匯金公司和美國電話

電報公司與華為合作銷售產品。

剛剛進入2018年，美國國會議員還於

1月14日提出提案，要求美國政府機構禁

止采購華為和中興的通信產品及服務。

據中國海關統計，2017年中美貿易

總值為3.95萬億元人民幣，其中中國對

美出口2.91萬億元，自美進口1.04萬億

元，對美貿易順差 1.87 萬億元，擴大

13%，達到歷史新高。

中國海關總署發布這壹數據後，多

家國外媒體和機構紛紛預測中美貿易戰

壹觸即發。我們認為貿易逆差並不是危

害美國的毒藥，2018年中美貿易仍將在

摩擦中前行。

壹、2017年美國對中國逆差升高的原因
2017年，美國政府采取各種舉措，不

斷向中國施壓，對中國收取懲罰性關稅，

貿易逆差為何沒有收窄？原因如下：

第壹、美國對中國貨物貿易逆差的

形成是歷史積累。

上世紀70年代末，美國經濟陷入了

痛苦的滯脹，中國經濟在“摸著石頭過

河”，探索如何改革開放。兩個國家都

需要新的復興和增長的方法。

美國由於缺乏儲蓄和增長，需要依賴

中國龐大的儲蓄盈余來維持收支平衡。中

國通過出口導向型經濟積累了大量美國國

債，幫助美國預算赤字提供資金，成為中

國經濟穩定增長的支柱之壹。美國則避開

了低水平儲蓄、擴張的財政政策和家庭收

入增長疲弱可能引發的危險。

1993年起中美貿易開始由美國對中國

順差轉為逆差62.7億美元，2017年順差

2758億美元，增長了40多倍。根據美中貿

易全國委員會數據，中國商品出口到美國，

使美國物價水平降低了1至1.5個百分點。

中美貿易可幫助壹般美國家庭壹年平均節

省850美元以上。40年來，中美雙邊經貿

合作已形成互補的利益交融格局。

第二、美國在比較優勢的產業出口

結構上的選擇和限制，進壹步導致了逆

差的形成。

按照國際貿易體系和分工，出口產

品必然是本國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這

是基本經濟規律。

事實上，美國的相關優勢產業都保

持了對中國的順差，例如農業、波音飛

機、精密儀器等。此外，美國是全球最

大的服務貿易出口國，其項目包括了國

際運輸、國際旅遊、跨國銀行、國際融

資公司及其他金融服務、國際信息處理、

傳遞、計算機及數據業務等等。

2015年美中兩國雙邊的服務貿易總

量636億美元，美國從中國進口151億美

元，出口485億美元。2016年服務貿易

達到703億美元，美國從中國進口161億

美元，出口542億美元，美國對中國順

差381億美元。

盡管服務業出口數據不計入貨物貿易

統計範疇，但不可否認，在這方面美國對

中國存在巨大順差。倒是美國在其他壹些

優勢產業，如高科技技術和產品方面處處

設限，很大程度上阻止了這些領域的出

口，客觀上推高了對中國的逆差。

第三、2017年全球經濟持續改善，

總體需求回暖。

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價格大幅上漲，

價格從中國國內生產傳導到出口環節，

推動出口價格的上漲，造成實際貿易數

額的增加。

第四、美國自中國的進口商品以機電

產品為主，2017年1-9月進口額1807.7億美

元，占美國自中國進口總額的49.6%，增長

11.9%。中國貨物貿易順差的59%來自外資

企業，例如蘋果手機、通用汽車等。

2017年美國經濟增長強勁，美國人

民消費能力上升，購買了更多蘋果等跨

國企業生產的電子產品，直接推高了順

差值，簡單說就是美國人購買了更多美

國企業在中國生產的產品。

二、貿易逆差是嚴重危害美國利益
的毒藥嗎？

答案很明顯，並不是。

第壹、根據長期研究全球經濟壹體化

的悉尼大學 SalvatoreBabones 教授在《福

布斯》雜誌發表的觀點，貿易逆差在不同時

期、不同經濟狀況下意味著不同的東西。

在受到重大沖擊、陷入衰退的疲弱經

濟中，巨額貿易逆差是壹個國家正在失控地

走向收支平衡危機的信號；在經濟強勁的情

況下，巨額貿易逆差是資本順差的壹方面表

現。當前，美國經濟處於 3 年來最快增

長，美聯儲連續加息，迅速增長的資本賬戶

盈余表明國際投資者正在美國尋找機會。

第二、稅改後美國逆差將進壹步加

大，這是美國主動追求的政策效果。

2017年聖誕節前夕特朗普簽署了新稅法，

規定企業帶回海外收入只需壹次性納稅，現

金類資產征稅15.5%，固定資產征稅8%。

2004年，美國國會曾在當年推出壹

項臨時性減稅政策，規定在當年底前美

企將海外利潤匯回美國，只壹次性征收

5.25%的稅率，而非35%。該項政策當年推動

美企將海外利潤集中性回流 3120億美元。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 克魯格曼

按照美國稅務基金會的預測估算了本次

稅改後未來10年內將有 6.4萬億美元資

本流入美國，有可能導致美元匯率走高，

驅使美國企業尋求海外服務與商品供應

商，增大美國貿易逆差。

另外，特朗普減稅政策將會進壹步

減少國民儲蓄，增加政府赤字，而由於

美元升值，貿易逆差也會繼續上升。

第三、中美貿易逆差數據不能代表

利潤和利益在哪個國家。

加工貿易占中美貿易的三分之壹，

在當前全球價值鏈分工中，中國仍處於

價值鏈生產的中下遊，中國從加工貿易

只賺取少量加工費。

在東亞地區內部，70%是供應鏈貿易，

日本、韓國、中國臺灣提供高端零部件，運

送到中國大陸進行組裝再銷往世界各地。全

球價值鏈中，產品並不是中國制造、德國制

造、美國制造，而是“世界制造”。

將國際產業和貿易體系割裂開來，

否認全球價值鏈中的國際分工，單純以

順差逆差劃分陣營將會傷害美國經濟，

而不是“使美國再次偉大”。

第四、美國就業問題同對中國貿易

逆差沒有直接因果關系，就業崗位的減

少主要是源於生產率的增長速度超過了

需求的增長速度。

牛津經濟研究院（Oxford Economics）

研究顯示，中國市場支持了美國260萬個工

作機會，至少4000億美元的市場。2017年

前三季度美國經濟增速分別為1.2%、3.1%

和3.3%，就業市場已接近充分就業。

目前美國自然失業率約為4.5%左右，

而2017年10月份美國失業率已降至4.1%，

為 16年來低點。美國對中國逆差則在

2017年達到歷史峰值，可見，對美國逆

差貢獻度高達46%的中國同美國的充分

就業沒有直接聯系，中國貿易是美國政

府平衡國內外政策的“替罪羊”。

三、面對逆差，美國應該怎麽辦？
第壹、美國政府應當在現有國際政

策規則框架內平衡美國貿易，並同各個

經濟體共同制定新型國際貿易規則。

例如美國政府可以從政策上對出口

企業支持鼓勵，提供融資、信息和商務

便利，為企業開發海外市場提供便利條

件。美國通過遵循規則並制定新的規則

維護利益，這才是世界第壹經濟體理智

思考和解決問題的正確路徑。

第二、通過協商與合作平衡貿易。

例如2017年通過中美經濟合作百日計

劃，美國牛肉、電子支付服務、天然氣、

農作物等更順利地進入中國。可以預見，

美國農產品貿易在未來還有更大的增長空

間，大豆、牛肉、玉米等會發揮更積極的

作用。同時在高科技領域美國也應當通過

協商進壹步擴大對中國的出口。

第三、通過改善經濟結構改變貿易格局。

通常美國個人消費對GDP的貢獻壹

般在70%左右。貿易逆差實質上是美國

利用別國剩余儲蓄，來維持超出自身生

產能力的消費水平。美國自己制造了逆

差，而不是中國或者墨西哥。美國應當

繼續改善自身經濟結構、提高勞動生產

率，利用現有技術優勢增強產業競爭優

勢，創造新的經濟增長點，只有經濟結

構改善才能從根本上改變貿易格局。

第四、通過金融和資本領域的合作

為貿易平衡創造環境。

在金融領域，中國也已承諾將進壹步

擴大開放，中美兩國應加強合作，進壹步

糾正國際收支失衡、建立更嚴格的國際資

本流動監管體系，保障全球金融體系的開

放與穩定，為貿易活動提供有效的支撐。

特朗普的助手們正在幫助總統對各

種貿易懲罰措施的選項進行權衡，文章

還未寫完，總統又決定向進口太陽能面

板和洗衣機征收關稅，可以預見 2018年

中美貿易摩擦不會停止，也許將會在更

多領域出現“局部戰”。

我們建議美國的最高決策者們保持

理性的態度認識中美經貿合作，政策應

當適度，視角應當長遠，以實際利益而

不是數據作為評估標準。全球化並不能

平均地給世界每壹個人帶來福祉，但全

球化的趨勢是不可動搖的現實，平衡貿

易的所有對策應基於此，逆全球化只能

對世界各國的經濟造成傷害。

就像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施蒂格

利茨所說，全球化規則和機構基本都是

美國建立的，美國的貿易談判人士已經

獲得了大部分他們想要得到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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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滑四大洲賽金博洋奪冠花滑四大洲賽金博洋奪冠

20182018年四大洲花樣滑冰錦標賽進行了男單自由滑的比賽年四大洲花樣滑冰錦標賽進行了男單自由滑的比賽，，中國選中國選
手金博洋發揮出色手金博洋發揮出色，，以以300300..9595分奪得男子單人滑冠軍分奪得男子單人滑冠軍。。日本選手宇野昌日本選手宇野昌
磨和美國選手布朗分別獲得亞軍和第三名磨和美國選手布朗分別獲得亞軍和第三名，，中國選手閆涵獲得第十名中國選手閆涵獲得第十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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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風隊香江港內賽奪冠

Volvo Ocean Race 環球帆船港內賽日前結
束，綜合香港兩場比賽成績，代表中國參賽的東
風隊奪得冠軍。在27日的首場較量中，荷蘭船
隊阿克蘇諾貝爾隊奪得冠軍，東風隊以第二名的
成績完成比賽。而28日的環島賽，西班牙船隊
曼福隊率先衝過終點，東風隊位列第二。兩場比
賽東風隊總分最高，獲得香港的港內賽冠軍，曼
福隊和阿克蘇諾貝爾隊分獲亞季。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NHL今年九月續辦中國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譚笑 北京報道）

2018年第63屆北美職業冰球聯賽（NHL）全明
星於當地時間27至28日在佛羅里達州舉行。
NHL總裁加里貝特曼表示，今年9月NHL將繼
續在華舉辦NHL中國賽。“去年首次在上海和
北京進行的NHL季前賽對北美職業冰球聯賽來
說是一個成功的開始，因此我們決定在今年九月
再次來到中國，為球迷帶來更為精彩的2018
NHL中國賽。”貝特曼說。

美南版■責任編輯：郭愉薇 2018年1月30日（星期二）5 文匯體育體育世界

NBA出重賞 明星賽勝隊每人十萬美元

■■李昊桐振臂慶祝李昊桐振臂慶祝
奪冠奪冠。。 美聯社美聯社

■■李昊桐在第李昊桐在第1414洞力保洞力保
不失不失。。 美聯社美聯社

■■李昊桐李昊桐（（左左））接受麥基接受麥基
爾羅伊的祝賀爾羅伊的祝賀。。 美聯社美聯社

■■李昊桐奪得歐李昊桐奪得歐
巡賽個人第二巡賽個人第二
冠冠。。 美聯社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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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歷史創歷史、、成為首位闖入世成為首位闖入世
界排名前界排名前5050名的中國男子高爾夫球手的李名的中國男子高爾夫球手的李

昊桐昊桐，，目前已將目標瞄準目前已將目標瞄準44月的年度首場大滿貫月的年度首場大滿貫
賽賽————美國大師賽美國大師賽。“。“我期待着我的第一場美國大師我期待着我的第一場美國大師
賽賽，”，”李昊桐說李昊桐說。。
過去兩年的迪拜沙漠精英賽冠軍過去兩年的迪拜沙漠精英賽冠軍————英格蘭球手韋歷治和西英格蘭球手韋歷治和西

班牙球星加西亞都在兩個多月後的美國大師賽獲頒代表王者的綠夾班牙球星加西亞都在兩個多月後的美國大師賽獲頒代表王者的綠夾
克克。。
現年現年2222歲的李昊桐歲的李昊桐，，1010歲開始學習高爾夫歲開始學習高爾夫，，20082008年起以業餘球年起以業餘球

員身份參加匯豐青少年公開賽員身份參加匯豐青少年公開賽。。20092009年全國業餘高爾夫球希望賽年全國業餘高爾夫球希望賽，，年年
僅僅1414歲的他在珠海金灣高爾夫球場成就個人在成人業餘賽上的首個冠歲的他在珠海金灣高爾夫球場成就個人在成人業餘賽上的首個冠
軍軍。。李昊桐於李昊桐於20112011年轉打職業賽年轉打職業賽，，於於20142014年年99月至月至1111月間月間，，分分
別在美巡中國賽的河南公開賽別在美巡中國賽的河南公開賽、、海南公開賽海南公開賽、、港中旅聚豪冠軍港中旅聚豪冠軍
賽以及南山大師賽上連奪四冠賽以及南山大師賽上連奪四冠，，成為美巡中國賽首賽季的成為美巡中國賽首賽季的

獎金王獎金王。。20162016年年55月月，，李昊桐再在歐巡賽中國公李昊桐再在歐巡賽中國公
開賽上奪得個人首個歐巡賽冠軍開賽上奪得個人首個歐巡賽冠軍，，成成
為中國公開賽史上最年輕的冠為中國公開賽史上最年輕的冠
軍軍。。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記者 陳曉莉陳曉莉

李李

昊昊
桐桐：：

期期待待美美國國大大
師師

賽賽

世界權威體育數據公司Gracenote日前公佈
了最新一期的冬奧會獎牌預測，中國隊以7金1
銀2銅的成績位列獎牌榜第七名，單板滑雪U型
池名將蔡雪桐再次被列入奪冠熱門。
在Gracenote此次預測中，中國隊七個熱門

奪金項目分別為：花樣滑冰雙人滑組合隋文靜
／韓聰、自由式滑雪男子空中技巧的齊廣璞、
自由式滑雪女子空中技巧的徐夢桃、短道速滑
男子5,000米接力、短道速滑男子500米的武大
靖、短道速滑女子500米的范可欣以及女子單
板滑雪U型池的蔡雪桐。
不過，短道速滑女子3,000米接力被預測將

獲得銀牌。冰壺混雙則有希望獲得銅牌，自由式
滑雪空中技巧男隊的賈宗洋也有望獲得銅牌。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數據公司預測
中國冬奧斬七金

2017-2018 賽季中國男子籃球職業聯賽
（CBA）常規賽28日結束第32輪較量。廣東隊客
場102：96擊敗山西隊，因為在常規賽還剩6輪的
情況下領先第11名7個勝場，所以球隊提前鎖定季
後賽席位。而八一隊則在主場以88：103不敵實力
明顯高於自己的山東隊，在聯賽中遭遇11連敗。

山西隊半場過後，手中握有8分的領先優
勢，不過廣東隊在第三節開始打出12：2的得分
高潮，一舉反超比分。此前取得兩連勝的山西隊
並沒有氣餒，閆鵬飛第四節開局就在易建聯頭頂
送出一記精彩蓋帽，第四節後半段主隊曾一度將
落後分差縮小到2分。比賽結束前28.7秒，尼克
爾森2罰全中，易建聯其後接球三分出手前造成
斯科拉犯規，後者6犯離場，阿聯兩次罰球全
中，一舉幫助廣東隊鎖定勝局。 ■新華社

短訊

NBA為了提高明星賽精彩度與
強度可說做了不少改變，根據29日
媒體報道，今年明星賽除了打散東
西岸的陣容外也將提高勝隊球員的
獎金，勝隊每人可拿到10萬美元。
去年明星賽勝隊每人可拿5萬美

元、輸隊球員則是25,000美元，今
年則將勝隊球員獎金提高到加倍的

10萬美元，至此在勝敗球隊球員獎
金差距從25,000美元提高到75,000
美元情況下，預計明星賽的競爭強
度將會有所提升。
對此，入選今年明星賽的球員們

都很歡迎這項改變。塞爾特人中鋒賀
福特就說：“我認為大家都會把明星
賽看得更嚴肅些，過去兩年的明星賽

其實並不好看，大家也都知道這點，
所以大夥都會在明星賽場上認真較
量，而這無疑是很大的激勵，我們會
為了球權而撲球。”勇士後衛基利湯
遜表示：“我認為那有助於比賽強度
的提升，畢竟那是一筆不小的錢，這
絕對是有幫助的。”
同時，速龍隊總教練凱西將擔任

NBA全明星賽勒邦占士隊主帥，成為
速龍隊史上首位擔任明星賽的總教
練，他將對上史堤芬居里隊的主帥火
箭隊教頭丹東尼。
至於，韋斯布魯克在29日舉行

的NBA常規賽轟入37分，帶領雷霆
以122:112擊敗來訪的76人，拿下8
連勝。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粵籃勝四川
提前晉CBA季後賽

■■易建聯易建聯（（上籃者上籃者））全場獨得全場獨得
2929分及分及2121個籃板個籃板。。 新華社新華社

■■蔡雪桐被蔡雪桐被
視為單板滑視為單板滑
雪雪UU型池金型池金
牌大熱牌大熱。。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東風隊在港內賽表東風隊在港內賽表
現出色現出色。。 賽會圖片賽會圖片

以1桿優勢開始當日比賽的李昊
桐，在第一個洞就吞下柏忌被

麥基爾追平，兩人在之後的比賽中
平分秋色，但麥基爾在第10號洞抓
下小鳥球，李昊桐則再吞一個柏忌
開始被拉開距離。不過第15號洞麥
基爾保帕，李昊桐抓鳥後雙方再回
到同一起跑線。16號洞麥基爾吞下
柏忌後李昊桐成功保帕反超1桿，而
隨着兩人在17號、18號洞同時抓
鳥，李昊桐以總桿數265桿、低於標
準桿23桿的成績驚險奪冠。
這是22歲的李昊桐繼2016年中

國高爾夫球公開賽後的第二個歐巡
賽冠軍，他也打破了該賽事之前低
於標準桿22桿的最佳成績紀錄。此
前，這個紀錄由湯馬士波恩（2001
年）、史提芬加拉徹（2013年）和
麥基爾羅伊（2015年）三位選手共
同保持。
目前李昊桐世界排名第61位，

但這個冠軍給他帶來了48個世界積
分，有望在最新的世界排名升上第
32位，成為首位躋身世界前50的中
國球員。同時，在本賽季的歐巡賽
積分榜，也升至榜眼位置。
“這是我舉過的最重的獎盃，

可能是因為我贏得的獎盃還不夠多

吧，”賽後
李昊桐接受
採訪時說，
“沒有想到自
己能夠在第15
洞完成那記推
桿 ， 這 很 重
要，實際上我認
為這是整場比賽
的轉折點。還有就
是在第18洞，沒想
到真的抓下小鳥，非
常開心。”
另一中國球手吳

阿順發揮穩健，他在6
號洞吞下柏忌，前9洞
打出36桿高於標準桿1
桿。轉場後吳阿順在10
號洞和11號洞以背靠背
的小鳥球開場，隨後連續
7洞保帕結束比賽，後9
洞打出35桿低於標準桿2
桿，本輪打出71桿低於標
準桿1桿，總成績277桿
低於標準桿11桿，並列排
名第37位。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依靠關鍵時刻的穩健發揮，中國高爾夫球手

李昊桐擊敗名將麥基爾羅伊，以1桿優勢在當

地時間28日贏得總獎金300萬美元的迪拜沙

漠精英賽錦標，奪得個人職業生涯歐巡賽第

二冠，並以265桿打破賽事的最低總桿數紀

錄，他還將成為第一位躋身世界前50的中

國球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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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夏天，比格斯從加利福尼亞坐船到夏威夷, 並於7月
5日在皇家夏威夷酒店和張阿平碰面。到那時候，檀香山的人都
已經習慣張阿平為陳查理了。張的侄子張喬作為翻譯， 張對比
格斯有何看法則沒有記錄。

兩個人合了張影，照片由夏威夷遊客辦事處所拍，並在報
紙上刊登出來，題目是《作者遇見了’真正的’中國偵探》。他
比格斯的下一部小說是《大幕背後》，簡稱《幕後》。此刻的比
格斯作為一個偵探小說作者已經很有名氣，在小說界已經贏得了
一席之地。他自己也知道讀者翹首盼望著他的下一部作品。於是
他很快地完成了的探案小說《幕後》。像前兩部作品一樣，福克
斯對比格斯的小說並未失望，只是在拍攝的什麽環節出現了問題
，但是他們還是不知道問題在哪兒？ 現在《幕後》已經出來，
豈有讓別的電影公司搶了版權。於是他們又買下了《幕後》的電
影版權。福克斯認為前兩部片子不賣座是因為雇了日本人演陳查
理。一定是日本人不對觀眾的胃口。 於是他們決定由中國人來
演陳查理。於是他們看中了朝鮮演員E.L. Park 來演主角。他的
太太是中國人，叫Oie Chan, 兩個女兒分別叫Bo Ling 和Bo Ch-
ing。但奇怪的是，不管日本或朝鮮演員來演中國的偵探，觀眾
還是不賣帳。和前兩部電影一樣，都不賣座。比格斯獲得了前所
未有的成功，他開始擔心他成功創作了這個超常人氣的中國偵探
，以後再創作同類的作品就要束縛他創作任何其他類型的作品了
。1929年，在他正在思考寫一部沒有陳查理的探案小說的時候，
美國股票市場崩盤。美國的經濟令人擔憂。在這個時候，他想他
如果去試寫一部沒有把握的小說，倒不如利用已經打出去的名氣
，成熟的人物，寫一部能保證銷量的成熟的作品。他的成果就是
小說《黑駱駝》－－第四本關於陳查理的作品。

這本小說的出版後,比格斯回到的檀香山，在那裏他見到了
張阿平，贈送他親筆簽名的小說。小說的暢銷讓福克斯的投資人
又坐不住了。他們又毫不猶豫地買下了《黑駱駝》的電影版權。
但是他們十分納悶為什麼這麼好的題材，票房收入卻這麼慘。這
些影片一定有不符合觀眾胃口的地方。他們發現原來演偵探陳查
理的主要角色形象不符合當時社會的文化審美標準，即演這個睿
智的偵探陳查理是亞裔演員。而華人演員作為主角的電影在當時
的電影銀幕的主流觀眾是好萊塢的大忌。我們知道三十年代的好
萊塢，“黃面孔規則”還十分流行，還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不
管瑪麗恩自己拍攝了華人的第一部電影，不管是黃柳霜質問為什
麼我們華人演員只能演下三濫角色，在票房面前好萊塢決不會退
縮。況且福克斯公司已經進行了用亞洲人黃面孔演主角的三次失
敗的試驗。當福克斯認識到這一點的時候，他們就好不猶豫地立
刻尋找能夠替代華人演員的白人黃面孔演員。這個演員必須符合
當時西方人對華人審美（醜）的要求：必須是單眼皮小眼睛、倒

吊眉毛、永遠想睡不醒的樣子、五官醜陋、魔
鬼胡須等等。在試鏡時，他們終於找到了當時
32歲的華納•奧倫這樣一個完全符合福克斯電
影公司和觀眾的完美的華人的陳查理。奧倫的
看似溫和但又果斷的判案顯示出東方人的睿智
。這次福克斯看對了眼。這個陳查理的形象就
是中國人在美國觀眾心目中的形象。

在小說中陳查理是檀香山警察局警長，後來被提升。他和妻
子以及十四個孩子，其中最大的他們稱呼做“大兒子”（陸錫麟
扮演）。他們一起住在檀香山市裏的打碗山區 （Punchbowl Hill
）的一間房子。陳查理雖然身材肥胖但行動十分敏捷優雅。他的
英語經常說錯，最典型口頭禪是“孔夫子說（子曰）”。孔子是
中國的聖人，作者用這個口頭禪把陳查理定格為中國人。但是作
者對中國了解不多，所以在他的小說裏，甚至在陳查理的說話中
，很少提到中國。但在讀者的心目中，只要聽到“子曰”，就足
夠了。這個角色完全反映了西方人心中的中國人形象。奧倫看似
溫和的但鋒利的亞洲偵探的表現為他贏得了好評，導致他在陳黑
駱駝 （1931 年）中演陳查理。

1931年5月, 福克斯準備拍《黑駱駝》的電影。菲利浦.克萊
恩和貝利.康納斯（Philip Klein and Barry Conners）改編，哈米爾
頓. 馬克菲頓（Hamilton McFadden) 執導。福克斯在檀香山拍攝
《黑駱駝》的外景,這是所有奧蘭飾演陳的電影中,唯一一部在夏
威夷拍的片子。謀殺案的受害人是位女演員,在夏威夷拍的電影
外景。貝拉•盧卡西(Bella Lugosi)在劇中扮演令人毛骨悚然的巫
師特納弗羅(Tarneverro)。陳查理假扮成中國商人, 成功地揭開特
納弗羅面紗。

故事說的是1931年5月, 明星沙拉. 費妮（Shelah Fayne) 在夏
威夷火奴魯魯拍電影。她請好萊塢神秘的巫師特納弗羅(Tarnev-
erro)來商量她是否和只認識一個星期的富人艾倫. 賈恩斯 （Alan
Jaynes)結婚 。她的朋友朱麗.歐尼爾（Julie O'Neil) 很為沙拉擔心
。朱麗自己決定和本地的一個出版項目主任吉米.布萊特肖聯系
。但是這位巫師控制了沙拉。火奴魯魯偵探陳查理假扮成中國商
人,但特納弗羅揭去面紗識破了他是假冒偵探。陳查理故意告訴
她這是一樁無頭案，電影明星丹尼被謀殺。然後沙拉被謀殺，吉
米發現了沙拉的屍體。朱麗從沙拉手中取下戒指，然後要吉米報
警。陳查理調查，他邀請特納弗羅協助他。特納弗羅說沙拉告訴
過她愛過丹尼，丹尼是殺人的兇手。經過驚險的調查，偵探最後
終於查出兇手。

張阿平那時六十多歲,被邀請觀看電影的拍攝。他和奧蘭在白
沙灘 (Kailua Beach) 碰面,一起拍了照。張看上去很愉快。奧蘭咧
著嘴笑。他在照片背後寫道:“給我親愛的朋友, 最勇敢的陳查理
, 祝好運。來自新的 ‘陳查理’,華納•奧蘭。” [11]

由於這部小
說他大量地渲
染了這位叫陳
查理的偵探，
拍攝電影當然
更突出這個人
物。奧倫看似
溫和但又果斷
。他的探案處
處顯出東方人
的睿智。他在
電影中獲得了
巨大成功。這
部電影的票房
飄紅，福克斯
賺了很大一筆
票房。福克斯
已經嘗到了這
位演員給他們
帶來大筆財富
的甜頭。奧倫
為福克斯創造
了財富，成為
福克斯的香饃
饃。他的電影
在上世紀30年
代大大推動了
好萊塢的發展
。從此這位醜
陋的瑞典人成為出演“華人偵探”的專業戶。華納•奧倫給予這
個華裔偵探以生命一直激動了幾代人。
參考書籍和網站：
11. 原載於2010年8月9日《紐約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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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 乡 广 东
主办 : 广东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

       1 月 15 日，广东省人社厅向西班牙籍语言学

教授拉斐尔·古兹曼·蒂拉多和美国籍副教授卢

建宗签发首批《外国高端人才确认函》，外国人

才签证制度在广东正式启动。该制度预计将为超

过 5000 名在粤工作的外国高端人才带来签证便利。

      作为中国首批 9 个试点省市之一，广东于今

年 1 月开始实施外国人才签证制度。外国人持《外

国高端人才确认函》可向驻外使领馆申请办理 5

至 10 年多次往返的外国人才签证（即 R 字签证），

享受每次最长可达 180 天的停留期。同时，其配

偶及未成年子女也可以申请有效期相同、多次入

境的相应种类签证。

      广东为外国人申请办理外国人才签证提供了

许多便利，如最快办理时限，广东省外国专家局

签发《外国高端人才确认函》时限压缩至 5 个工

作日，外国人持《外国高端人才确认函》需要加

急办理人才签证的，驻外签证机关可在 2 个工作

日内签发，同时对外国人才及其配偶子女免收签

证费和急件费。

     “《外国高端人才确认函》通过互联网在线出

具，我这边点击确认签发，申请者那边很快就能

收到电子版确认函。”广东省外国专家局有关负

责人说，“邀请外国人才的单位可以不用跑来跑

去办业务。”

      外国人才签证的发放对象为国家经济社会发

展需要的外国高层次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符合

“高精尖缺”和市场需求导向的科学家、科技领

军人才、国际企业家、专门人才和高技能人才。

此次获批的两名外国人才均为国际知名高端人

才，如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聘请的拉斐尔·古兹

曼·蒂拉多教授为云山学者讲座教授，专门从事

西班牙语专业前沿学科讲座和理论研究；卢建宗

副教授则将在深圳市三航工业技术研究院负责航

空安全领域项目研发指导。

        近年来，每年来粤工作的外国人约 15 万人次，

占全中国的 1/6。其中，持有效外国人工作证件

的约 4.35 万人，13% 为外国高端人才。外国人才

签证制度将有利于吸引更多的外国人才来粤工作

和交流，推动广东创新驱动发展。（南方日报记

者王聪）

广东省启动实施外国人才签证   
已签发首批《外国高端人才确认函》，将为逾 5000 名在粤工作的外国高端人才带来便利

近日，潮州大桥与如意

大桥同时通车，两桥延

长线在韩江东岸交会，

成 功“ 牵 手”。 当 日，

包括两座大桥开通，潮

州共有 44 个重点项目动

工竣工。潮州大桥、如

意大桥同时建成通车，

将大大改善潮州一江两

岸三地交通条件，加速

优化区域发展环境，为

加快韩江新城开发建设

步伐奠定基础。南方日

报记者 王邦平 廖奕文 苏

仕日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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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記者秦鴻鈞 ）德州佛教會於上周六
（1 月 27 日 ） 上年在菩提中心舉行2018 年記
者招待會，介紹2018 年上半年度重要活動及介
紹菩提中心。玉佛寺及菩提中心住持宏意法師
首先在記者會上致歡迎詞，介紹菩提中心於
2001年購置至今，成為國內外禪修活動的重鎮
的經過，並介紹由各組活動負責人向大家匯報
今年的活動。今年出席記者會的包括：明心堂
監院圓福法師，續超法師， 總幹事陳榮嬌、林
維禮； 美洲菩提中心秘書葉宏誌、公關： 陳賢
淑、齊士林 ，秘書處蔡蕙心等人。

「德州佛教會」 今年上半年的活動包括：
二月份： 新春祈福法會系列活動、菩提學苑新
春園遊會。三月份： 元宵聯歡晚會、菩提中心
敦親睦鄰、菩提中心正授菩薩戒、及菩提獎學
金面試。四月份： 觀音菩薩聖誕法會、菩提中
心孝親報恩清明法會、菩提中心十日禪修。五
月份： 釋迦牟尼佛聖誕法會、美洲菩提中心獎
學金。六月份： 菩提中心七日禪修。七月份：
靑少年學佛夏令營、菩提中心十日內觀禪修、
德州菩提人文夏令營等。

續超法師首先介紹德州佛教會新春祈福法
會系列活動及元宵聯歡晚會、菩提中心證授菩
薩戒及清明法會。 續超法師特別提到今年年初
三（2月18 日） 的新春祈福法會，今年佛教會
新創設了大巴士載信眾到玉佛寺來，解決了玉
佛寺附近停車位不夠的問題。續超師要大家放

心，今年該寺準備了1200 個便當，凡參加新春
祈福法會的信眾，都可獲一個內容豐富、色香
味俱佳的便當。續超法師也提到2 月 25 日 「菩
提學苑新春園遊會」，於當天上午 9：20 ，在
玉佛寺大雄寶殿團拜後，拉開序幕。團拜之後
，全校師生及家長來賓，移至活動中心進行各
班級學藝表演。園遊會將有猜燈謎、小吃食品
義賣、遊戲攤位及摸彩活動。特獎為現金三百
元，另有數十項大、小獎品、禮券等，獎品豐
富，多買多中。使來的人皆有不虛此行之感。
園遊會所有收入將作為學苑經費及獎學金用。
菩提學苑 2018 年春季班上課時間為：1 月 7
日-- 5 月 13 日，上午班為上午9：30-- 11：
20，下午班為下午1：10 ---3：00 。

德州佛教會菩提學苑以傳授中華文化為宗
旨，同時弘揚佛法教育，以慧、慈、禮、孝的
校訓為依歸，堷養學生智慧、慈悲、孝親、尊
師的品格。菩提學苑採用數位教學，開設註音
正體、拼音簡體等各級中文班，另有小提琴）
及成人瑜伽班等學藝班級，均由專業教師授課
。菩提學苑教學目標為： 傳承中華文化，並將
佛學與之融合。德州佛教會兒童佛學班及青少
年佛學班，以深入淺出的方式闡釋佛法的道理
。菩提學苑除了正規中文教育外，並每學期舉
辦親子佛學講座，恭請玉佛寺住持宏意師父，
為全校師生開示、說法。

續超法師也特別提到今年三月十六、十七

、十八日三天的菩
提中心正授菩薩戒
，是要在當地住宿
，必須在3月15 日
就需前往報到。另
外也提到菩提中心
報恩塔放祖先牌位
者，都是德州佛教
會的會員，或是有
希望成為德州佛教
會會員者。

續超法師介紹
菩提中心2018 上半
年二個主要的靜修
活 動 ， 包 括 （ 一
） 4 月 14 日 至 4
月 24 日，菩提中
心邀請了自馬來西
亞 的 Ven. Gavesi
法師指導，十天內
觀禪修，此禪修以英語為主。（ 二 ）6 月 11
日至6 月17 日，由美中佛教會方丈繼如法師指
導 「四念處禪七 」，目的讓同學們能夠學會在
行住坐臥中精進修行。

陳榮嬌總幹事介紹 「青少年學佛夏令營」
時表示：今年的佛學夏令營將有佛學課程（佛
法課程，禪坐，早晚課等），中華傳統文化藝
術（手工藝品製作，摺紙等），傳燈晚會，與
多種豐富精彩的室內外活動（做早操，放煙火
，打水球，機智問答，體能挑戰，舞蹈教學，
即席表演等），讓參加的學員能夠在景緻優雅
，空氣清新的菩提中心，接受法師佛法的開示
，體驗佛教道場的生活作息，並學習傳統文化
藝術。

依照活動的安排，將參加學員的人數與年
紀分成六組，每組有二到三人的輔導員協助帶
領。夏令營期間，學員們每天早上六時起床，
開始一天的活動，晚上十點熄燈就寢。藉由課
程及生活規律安排，讓學員們能夠在輔導員帶
領下積極參與活動，加強學員之間的交談與互
動，分享彼此的生活經驗，鼓勵學員從活動當
中學習佛法的應用與彼此的關懷，讓學員們在
夏令營中，改變自我的偏見與習氣，學習佛法
的慈悲待人與智慧處事哲學，讓智慧的善因能
夠從小培養在日常生活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
，夏令營期間，菩提中心總務慧度法師和家長
義工們，每天將為學員們準備色香味俱全的健
康營養素食，根據往年的經驗，這也是青少年
佛學夏令營最大的賣點之一，不容錯過。
歡迎家裡有12-18歲的青少年報名參加。

玉佛寺電話：281-498-1616美洲菩提中心電話
：979-921-6969
日期：6/28/18 – 7/1/2018
地點：美洲菩提中心
招生對象：12-18歲的青少年
名額：60名
費用：$180.00/一人
主題：接受Acceptance
帶營導師：宏意法師

美洲菩提中心的秘書葉宏誌介紹菩提中心
每年三月第二個周六舉行與當地的居民 「敦親
睦鄰」 活動。

另外，美洲菩提中心公關陳賢淑也介紹了菩
提獎學金面試及青少年學佛夏令營、德州菩提
人文夏令營。她特別強調， 「學佛營 」 是針
對本地14--18 歲的初、高中學生，以英文授課
，而 「人文營」 是以國內來（ 北京來） 的青
少年為主。

最後，由美洲菩提中心秘書葉宏誌介紹菩提
中心的環境及設施，及由總幹事林維禮報告菩
提中心的活動項目，除前述活動外，還包括週
二及週三的念佛共修及出坡，週三的出坡及週
六的禪修。並有其他宗教團體，社會團體，及
學校不定期的參訪。

林維禮並提到菩提中心分區由常住僧眾監院
及總務帶領。目前共分明心堂、香雲堂，萬壽
園，男女眾寮房，及竹林蘭若。善法堂則由執
事義工，靜居林則由互助委員會負責。護法信
徒義工，定期及不定期的來支援。商請外包服
務公司定期維護。所有的大型活動則由特別活
動小組團隊，統籌及執行操作。

德州佛教會舉行2018 年第一次記者招待會
介紹2018 年 上半年度重要活動及菩提中心

德州佛教會的代表在記者會上德州佛教會的代表在記者會上，，秘書處蔡慧心秘書處蔡慧心（（立者立者））正在報告正在報告，（，（右起右起））宏意法師宏意法師，，續超法續超法
師師，，總幹事陳榮嬌總幹事陳榮嬌，，菩提中心秘書葉宏志菩提中心秘書葉宏志，，公關陳賢淑等人在公關陳賢淑等人在記者會上記者會上。（。（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德州佛教會菩提中心德州佛教會菩提中心，，玉佛寺住持宏意法師玉佛寺住持宏意法師（（右立者右立者））首先在記者會上首先在記者會上
致詞致詞。（。（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本報訊)基于德州休士頓北部城市斯普
林(Spring)華裔夫婦藍光裕(Bao Lam)、梁晶晶
(Jenny Lam)在夜間自家車庫被襲并遭遇行刑
式謀殺案。以及休市中國城近期頻繁發生的
搶刧，殺人案件。1/27、28周末兩天，休斯
頓治安聯防自衛隊在安全防範專家Hunter的
主持下連續舉辦了兩埸關于夜間車庫出入安

全，遭遇犯罪傷害時如何自衛及實彈戰術反
應射擊的訓練。

應廣大休市華人的要求，休斯頓治安聯
防自衛隊在今年已義務舉辦了四埸安全講座
及戰術反應射擊訓練。與會者踴躍提問，詳
細咨詢了關于自身及住宅防盜的各種細節問
題。

防範專家Hunter表示，到目前為止的義
務反應射擊訓練已免費培訓了近百名華人擁
槍者。從合法擁槍到安全合格射擊，到危急
情況下冷靜應戰是一個質的改變。擁槍者最
忌自以為事，紙上談兵；安全防範更忌諱不
懂裝懂，人云亦云！要在真正有經驗的專業
人士指導下嚴格執行！ 圖為參加休斯頓治安聯防自衛隊成員合影圖為參加休斯頓治安聯防自衛隊成員合影。。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 本月
十一日晚轟動休士頓的槍擊搶劫事件
的受害人藍光裕、梁晶晶夫婦追思儀
式，於周日（1 月 28 日 ） 下午二時
在永福殯儀館西北區舉行。共有八百
多位梁氏夫婦生前的親戚、師友前往
送行，坐滿了永福殯儀館兩間大廳，
大家在德州佛教會宏意法師的帶領下

，為他們誦經（ 心經 ） 回向
。宏意法師並在現場為八百
多位與會者作佛法開示。

宏意法師說： 我們今天
來到藍光裕、梁晶晶兩位居
士的追思儀式，心情非常沈
痛，我沒法相信，也無法接
受，那麼好的一對夫婦，那
麼好的人，為什麼有人要傷
害他們？！宏意法師說： 藍
寶是佛教會的資深會友，社
會慈善家，對玉佛寺，菩提
中心的扶持更不遺餘力，他
們與佛教會因緣太深，聞此
惡耗，失落感油生，為什麼
與大家友好的他們，一瞬間
與我們陰陽兩隔？

宏意法師說： 藍光裕、
梁晶晶夫婦，為人慷慨大方
，出錢出力，他們在菩提中
心親力親為整理大環境，17
年來，為菩提中心貢獻良多
。藍寶、梁晶晶夫婦，為人
低調，不喜出風頭，無論做
了多少功德，不張揚，不邀

功，態度謙遜，平易近人。宏意法師
說： 每一次藍寶與龍隨雲等人上中心
幫忙時，他都是帶上自家的三明治，
不想麻煩中心的人做飯給他吃。他就
是這樣 「全心奉獻，不求回報」。

宏意法師說： 這麼好的人，為什
麼會碰見這種事？根據 「入阿庇達摩

經」 「五重因果律」 ，將
因果律分為五類：
（ 一 ） 物理學因果律，
這是自然科學家要研究的
。
（ 二 ）生物學因果律，這
是醫學界要研究的。
（ 三 ）氣象變化因果律，
這是氣象專家要研究的。
（ 四 ）善惡業力因果律，
這是道德行為要研究的。
（ 五 ）自由意志的因果律
，人在現實生活中，隨時
變化的，一念善，助人，
一念不善，傷害人。

宏意法師說： 這二年
來我從美國每年平均三萬
多人因槍擊死亡（ 人數與
車禍人數差不多），2015
年，美國槍殺死亡人數是
36252 人，2016 年上升到
3.8 萬人，這些人都不是命
該如此，很多人是惡人的
一時惡念所造成的，當有人去拉斯維
加斯聽音樂會，沒想到造成50 多人被
槍殺，500 多人受傷，有去學校上課
，有人上教堂------ 大家都無過錯
，但當有人興起惡念，也會讓無辜的
人受害。所以我們佛教常 講，要建
「人間淨土 」。從業力，因果論來

說，藍寶、晶晶二人，心地純真善良
，60 餘年人生，有價值，有意義。這

些功德善業，隨他們而去，在未來生
命之中，開花結果。今天我們告別、
再見的是他們二人的遺體，但未來的
緣不會斷，有一天我們會與他們相聚
。來美四十年的宏意法師，周日第一
次穿上佛教內最正式的大禮服來參加
告別式，來送他們，感謝他們！虔祝
他們往生淨土，見佛聞法，同登彼岸
。

當天追思儀式上還有他們的子女
，兄弟，表弟，大姊，師友 等十餘人
，在追思儀式上追念他們平素的為人
及優點。

兩岸的官員也出席追思儀式。 「
台北經文處」 副處長林映佐，僑教中
心主任莊雅淑、副主任李美姿， 「中
領館」 僑務組組長房振群及易川領事
皆全程與會。

本月十一日北區槍擊案受害人藍光裕、梁晶晶夫婦追思儀式
周日下午在永福殯儀館西北區舉行，八百多親友前往送別

車庫夜間出入義務安全講座

德州佛教會玉佛寺德州佛教會玉佛寺、、菩提中心住持宏意法師菩提中心住持宏意法師
在追思儀式上為梁氏夫婦的遭遇開示大眾在追思儀式上為梁氏夫婦的遭遇開示大眾。。
（（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藍光裕圖為藍光裕、、梁晶晶夫婦的子女及近親在告別式上合影梁晶晶夫婦的子女及近親在告別式上合影。（。（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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