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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雪上生涯

【美中頭條編譯報導/ 鄧潤京
】（路透社北京2月9日訊）中國
已經使其新一代殲-20隱形戰鬥機
，一架它希望能縮小與美國的軍
事差距的戰機，服役。

中國空軍周五在一份簡短的
聲明中表示，殲-20隱形戰鬥機已
經服役，其各項準備保障工作就
緒。希望能進一步縮小與美國的
軍事差距。

中國領導層正在監督該國武

裝力量的全面現代化，這是世界
上強大的武裝力量，包括反衛星
導彈和先進的潛艇，試圖在遠離
海岸的地方投射力量。

空軍說，殲-20將進一步提高
空軍的作戰能力，幫助空軍更好
地執行其“神聖使命”，保衛國
家的主權、安全和領土完整。

官方媒體去年早些時候表示
，這架飛機已經進入服役。這架
飛機於 2016 年年底在珠海航展上

首次在公眾面前亮相，首次在工
廠亮相是2010年。

然而，新的中國戰鬥機是否
能與洛克希德•馬丁公司的F-22
猛禽空戰鬥飛機相抗衡，還有最
新攻擊機F-35，仍然存在疑問。
美國空軍研發的 F-22 是殲-20 最
接近的機型。

在 2014 年珠海航展上，中國
展示了另一架正在開發的隱形戰
機 J-31，這是一場與美國總統巴

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訪問
亞太峰會同時出現的肌肉秀。

據官方媒體報道，中國希望
J-31 不斷改進，將在國際市場將
與美國上生產的F-35隱形飛機競
爭。

中國空軍在軍力投射中扮演
著越來越積極的角色，在南中國
海和東中國海(East China sea，中
國稱東海)和靠近台灣附近進行演
習。

中國稱：新隱形戰鬥機服役

【 余 頌 輝 英 文 原 稿 ， 鄧 潤 京 編 譯
】------我常住美國南方炎熱的休斯敦。每
年冬天必去滑雪。世界上著名的滑雪勝地都踏
遍了。

投入大雪山的懷抱裏，感覺就像一只在空
中自由翺翔的鳥。一旦你學習了必要的基礎知
識，你將永遠不會忘記在正常條件下如何利用
地形，這是一種身體技能。就好比是一旦你學
會了如何騎自行車，你就永遠知道如何用兩點
在地面找平衡。

我的滑雪第一課是1962年在瑞士恩格爾貝
格（Engleberg）的一個斜坡上，用的是木制滑
雪板，藤桿，所羅門（Solomon）的護具。後來
我搬到了加拿大的埃德蒙頓（Edmonton），在
薩斯喀徹溫河（Saskatchewan River）的斜坡上
滑雪，那裡是城市設施的一部分，滑雪成本低
廉。從那以後，我每年冬天都滑雪，我當時是
安大略省滑鐵盧大學（University of Waterloo）
的一名本科生。同時在蒙大拿州立大學(Mon-
tana State University) 選修了滑雪課程。此外，我
還會在課間休息時開車去鄰近的懷俄明州和愛
達荷州。後來去了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那段時間去新墨
西哥州和科羅拉多，滑雪成為了常態。

在休斯頓定居下來後，我於1974年加入了
太空城滑雪俱樂部（Space City Ski Club , SCSC
）。我和我的妻子一直是那裡的活躍成員。 除
了通常的美國國內和加拿大旅行外，在滑雪季
節前後，SCSC還提供到日本，歐洲，非洲，新

西蘭，非洲和南美洲的旅行套餐計劃
。

我的滑雪經歷包括：1971 年參加
在新墨西哥舉行的納斯塔競賽（Nas-
tar Race）。1976年在不列顛哥倫比亞

省的布加布（Bugaboo）直升機滑雪。直到2016
年去我最喜歡的迪拜滑雪場。統計數據顯示：
我去滑雪的最高緯度為阿拉斯加的阿萊斯卡
（Alyeskai），最低

緯度為烏斯懷亞的塞羅•卡斯特（Cerro
Castor in Ushuaia）。最高峰海拔：布雷肯裏奇
（Breckenridge ）為（12,998'英呎）。最低海拔
：塞羅•卡斯特（Cerro Castor）為（1,057米）
。 最 寒 冷 的 是 諾 奎 山 （Mount Norquy） 為
（-32F）。最高溫的滑雪地是西班牙內華達
（Sierra Nevada）為（38F）。

我作為自志願者在終身滑雪計劃（Life
Time Sport Skiing）擔任過不同中學的滑雪教練
四次。 我也是2011年交通大學校友會（包括大
陸和台灣的交大校友）和台灣北辰大學的名譽
滑雪教練。我覺得分享我的滑雪技能是令我最
滿意的成就之一。

在北美，滑雪費用非常昂貴的，尤其是對
於第一次使用滑雪服和配飾的人來說。還有就
是滑雪門票和滑雪裝具的租賃。 加拿大的電梯
票價比較便宜，南美和歐洲的纜車票便宜得多
。 我認為老人折扣從 65 歲開始，而到了韋爾
（Vail）則不然，在聖誕節期間，我只能享受
120 美元的旺季價格 15％的折扣，75 歲以上的
40％折扣和85歲以上的免費。 減價不包括節假
日，不包括滑雪季前或季後的優惠。帶您的子
女和孫子女也有獎勵。 最深刻的記憶裏，我曾
經歷過在波蘭付了相當於1美元的滑雪門票。

如果我帶護照，而不是德克薩斯州的
駕駛執照，以我的年齡在德國可以免費，
在法國享受50％的折扣。 收銀員不會接受
“德克薩斯共和國”。 我告訴她，以我的
家鄉命名的山姆•休斯頓將軍是1836年德
克薩斯共和國的第一任總統。她不理會這
個，我跟她開個玩笑。為什麽我要攜帶護
照在法國滑雪呢？ 順便說一下，在法國，
瑞士和意大利匯合的拉塔尼亞（La Tania）
山頂，可以不小心滑入瑞士。 絕對沒有邊
防警衛攔著你！

回想 1971 年我參加（Nastar Race）比
賽，我在第一回合中出現沒有保持身體垂
直（意味著我會跌倒）的失誤，但是仍在
規定時間完成比賽過程。 最近，我代表了
太空城滑雪俱樂部（SCSC）參加 2017 年 2
月德克薩斯州滑雪周期間在天堂俱樂部
（Texas Ski Week at Heavenly）舉辦的比賽
。憑借我的年齡優勢（75 歲以上組），得
到讚譽。

我有一個夢想！ 我想為在阿爾卑斯山
傳統體育（Alpine sports）項目（美國，加
拿大，法國，俄羅斯等）以外出生的個人
創造一個吉尼斯記錄（Guinness Record ）
：連續70年滑雪。自1962年到2018年，我
已經連續57年滑雪。我還需要13年的時間
才能達到70年滑雪紀錄。到那時我90歲了
。 目前看來達到心願的希望還是脆弱的。

為了實現我的目標，我需要健康，減
少傷害。 這意味著我會在每年上斜坡之前
預先調整好我自己。 我可能不得不回避大難度
的路徑。 在我人生的這個階段，我還需要證明
什麼呢。能上滑雪場就足夠了。

和我一起慶祝那個吉尼斯記錄吧。 啥時候
？ 2030年，科羅拉多州的韋爾（Vail）！

20162016年年1111月月11日日，，中國在珠海航展上揭開中國在珠海航展上揭開
J-J-2020隱形戰鬥機的面紗隱形戰鬥機的面紗。《。《中國日報中國日報》》((路路
透社透社))

洛克希德洛克希德••馬丁公司的馬丁公司的F-F-2222猛禽戰飛機的尺吋猛禽戰飛機的尺吋。。

檔案照片檔案照片: F-: F-3535艦載機版艦載機版，，可能是有史以來可能是有史以來
最浪費錢的軍用飛機最浪費錢的軍用飛機。。一架一架F-F-3535飛機的懸停飛機的懸停 停機坪上的殲停機坪上的殲--3131。。

投入大雪山的懷抱裏投入大雪山的懷抱裏，，感覺就像一只在空中自由翺感覺就像一只在空中自由翺
翔的鳥翔的鳥。。

帶您的子女和孫子女去滑雪帶您的子女和孫子女去滑雪，，有獎勵有獎勵。。

中美生物醫學公共平台朱全勝博士到天津講授中美生物醫學公共平台朱全勝博士到天津講授《《美國醫療體系美國醫療體系》》

(泉深／圖文)2月 4日晚上，美南新聞高地
健康產業集團中美生物醫學公共平台朱全勝博
士剛出席完 2018 中國人活動中心-華助中心
《擁抱春天》答謝晚宴後，風塵僕僕地趕往機
場登上飛往北京的飛機，前往天津市第四中心
醫院作《美國醫療體系和德州醫學中心介紹》
的學術報告。

6 日淩晨，飛機剛到北京國際機場著陸，
北京大學的戴姐和她的兒子陽陽已經在機場出
口等侯。陽陽又驅車送朱博士前往北京南站登
上開往天津的高鐵。陽陽是身高一米八六的帥
小夥，經營北京天緣陽光家俱有限公司，全國
人大副委員長韓啟德專為他的公司題詞"道法自
然"。

北京到天津全程135公裏，朱博士是第一
次前往天津，一切都感到陌生。剛登上高鐵，
和鄰座客人談上幾句話，咨詢一下天津的有關
事宜，談興猶濃，廣播播出"天津站快要到了，
請乘客準備好行李物品下車"。朱博士才在高鐵
上坐了20多分鐘，這135公里就沒了，這高鐵
的速度也太快了，中國的經濟發展速度要趕上
高鐵的速度很快就成為世界第一了！剛到天津
火車站，天津市環湖醫院著名神經外科專家佟
小光主任就派來司機在出站口等待朱博士到來
，並將朱博士送往座落於風光秀麗的海河之濱
的天津萬達文化酒店。萬達文化酒店華麗典雅
，客房寬敞明亮，透過沙窗可以領略秀麗迷人
的海河景觀。

佟主任是留美海歸的著名國際神經外科專
家、學科帶頭人、博士生導師，長期從事腦血
管病的外科治療和顱底顯微外科手術的治療工
作，技術精湛，醫德高尚，除了治病救人還經
常為貧困病人捐款，被授予"天津市勞動模範"
和人民滿意的 "好醫生"稱號。

天津市，海河之畔的一顆渤海明珠，交
通發達，城市整齊幹凈，歐式風格建築林立寬
敞的馬路兩旁，顯得莊嚴優美。更重要的是這
裏人傑地靈，朱博士在那裏遇到了一系列傑出
的醫務工作者，懸壺濟世，妙手回春！他們肩
負起救死扶傷、全心服務的歷史使命。2月7日

上午，朱博士也有幸在天津見到了他的校友、
中山大學化學系本科、碩士、博士生、美國博
士後、前廈門火炬高技術產業開發區管委會副
主任、前天津濱海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管委會
副主任、前天津國際生物醫藥聯合研究院黨委
書記、現天津市委黨校常務副校長孫大海，孫
校長抽出寶貴的時間帶領朱博士參觀了黨校美
麗的校園並就美國的醫療體系總體概況和德州
醫學中心的發展現狀、抗癌藥物研發以及天津
市的一些創新發展項目進行了廣泛的交流，並
邀請朱博士在黨校的餐廳共進午餐。

2月7日下午，朱博士在天津市第四中心醫
院的學術會議廳作關於《美國醫療體系和德州
醫學中心介紹》的學術報告。學術
報告會由副院長李煥明博士主持。
朱博士談到經濟排名世界第一位的
美國醫療體系與其他發達經濟國家
普遍建立覆蓋全民的社會醫保制度
的醫療體系的差異。盡管美國經濟
實力強大，仍然有三分之一的人群
缺乏醫療保險，小的病拖下去，大
的疾病到醫院去看還是要由納稅人
支付醫療費用，所以美國的全民健
康得不到有效的保障，經濟發達的
美國人均壽命並不高。朱博士談到
中國的醫學院校畢業的醫學生如何
通過三個步驟申請美國住院醫師規
範化培訓和獲得美國的醫師執業證
書並在美國行醫的條件。朱博士也
談到中美醫療體系的差異，美國的
醫患矛盾較少是因為美國人對基本
醫學知識有基本的了解，對疾病的
發生發展進程又有初步的認識，治
療結束時達不到預期目的也可以理
解，不會去譴責醫生，所以美國醫
生沒有恐懼感。絕大多數美國醫生
是私人開業，是通過吸引病人來獲
得經濟效益的，因而醫務人員的工
作比較細心，態度也比較和藹，服
務質量也普遍要高於中國。還有一

些問題中國醫生難於理解的，比如美國有 68%
的外科手術是在含有日間手術中心的私人診所
完成的；較嚴重的疾病在門診醫療中心完成，
病人手術完了麻醉蘇醒後就回家，不需要住院
；重大疾病才住院接受手術治療，住院時間平
均也只有5－6天。朱博士也談到美國的醫療質
量在各個地區，各個層次、各個環節相對平衡
，即不管什麽疾病在那裏治療，治療方案都比
較標準，治療的方法也基本一樣，治療效果比
較接近，因而引起了部分中國醫生的質疑。他
們認為美國人口多的地區病人多，醫生的治療
經驗豐富，醫療質量會高一些。其實在美國這
些不是問題，美國看病是要預約的，每個醫生

每天看的病人數基本一樣，不象中國醫生半天
要看幾十上百個病人，花在每個病人身上的時
間也少，因而診斷的準確性和治療方案的實施
要打折扣。美國北達科他州人口只有63萬多，
可是他們醫生的收入是美國各州最高的，這和
中國有顯著的不同，人口多的地方病人多，醫
生技術全面。其實美國醫生是自由行醫，一切
收入都是靠市場調節的，有病人才有經濟收入
，美國醫生工作崗位不斷地變動，人少的地區
醫生自然會少，但病人的醫療保險是一樣的，
因而醫生平均看的病人還會增加，所以收入也
會增加。朱博士和醫務工作者就其它醫院療事
項進行了廣泛的討論和交流。

（記者黃相慈／圖與文）美
南新聞集團將於 2 月 24 日上午 10
時至下午5時在美南新聞大樓廣場
舉辦 「第 22 屆國際農曆新年園遊
會 」 (Texas International & Lunar

New Year Festival)，9 日園遊會籌
備會召開會議如火如荼討論最後
事項，包括美南新聞董事長李蔚
華、總策劃周潔曉慧舞蹈學校校
長高曉慧、美南電視國際藝術團

團長董革等人都參與會議討論，
目前預計至少有超過 30 個舞台表
演節目，保證精采可期。活動免
費入場，歡迎民眾屆時一起共襄
盛舉。

美南22屆農曆新年園遊會如火如荼籌備中 2/24盛大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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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家是為了讓自己更幸福
享受銀髮族同輩友誼 保持活躍

(記者韋霓休斯頓報導) 對於銀髮族而言，
要面臨許多人生重大的轉變，其中之一，就是
何時應該搬家。原本住了多年的地方，充滿了
諸多美好回憶。 然而，隨著年齡的增長，要維
持原來的家其實是感覺吃力的，當兒孫不在身
邊，偌大的地方光是清掃就要花費許多力氣與
時間。

這時，考慮搬到退休社區便是維持健康與
安全最佳的選擇之一。一方面可與同年齡的鄰
居互動，能分享、有共鳴，同時不用費力維持
那麼大的空間，把時間用來做更想做的事。
那麼，什麼時候該考慮搬家呢？為了幫助老人
家更了解自己的情況，考慮何時該在退休社區
開創另一段美好的生活，本報訪問Treemont退
休社區，這是專門為銀髮族設計的社區，在休
斯頓素來享有盛名，以下的幾項條件可供參考
：

處理日常生活困難嗎？
買菜、購物、洗衣服對你來說是不是很困

難？開車或照顧房子很辛苦嗎？在管理吃藥方
面有問題嗎？老人家可以請人在家裡幫忙完成
上述這些事情，但是，當你自己或者你的親人
常常忘記關掉烤箱、或是吃藥時，這時就要小
心了。

一個好的退休社區要照顧居民的日常生活

，包括購物、三餐、洗衣、和清潔家務。想像
一下：如果不再需要掃地、不要再洗碗了、不
用再上下樓梯了，對你是不是感覺輕鬆很多？
找一個退休社區，每天能提供三餐，維持均衡
的營養。煮飯對老人家是一個挑戰，當人變老
時，做飯慢慢變成是負擔。 在Treemont退休社
區，提供居民三餐，同時有免費的交通，讓居
民去購物、約會、看醫生，來去都很方便。

身體狀況
有沒有曾經跌倒過、常常發生意外狀況？

或者在家裡有過緊急送醫的情況？或是獨居？
隨著年齡的增加，緊急呼叫就醫的情況可能會
常常地發生。如果是獨居、或只與老伴一起生
活，可能無法在需要時很快地獲得協助。
好的的退休社區每天會提供數次安全檢查，退
休公寓應該要有許多安全和應急的功能，例如
浴室的扶手和房間與走廊上的拉繩，以提醒社
區的工作人員，萬一你跌倒了，有人會立刻知
道，並且前來幫助。

如果親人有慢性肺病、心臟病、或阿茨海
默症等慢性疾病，在早期可能不會嚴重影響日
常的生活，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慢慢地可能需
要更多的援助。在某些情況下，家人親友其實
沒有能力提供專業所需要的護理，這時就該考
慮搬到有醫療設備的退休社區。

許多銀髮族們在身體還算硬朗時，就開始
物色退休社區，在他們行動自如時，為自己找
到合適的退休居住場所，為自己做決定。適合
的退休社區，能提供各種生活選擇，以滿足自
己的種種需求，包括目前與十年之後的需要。
舉例來說，居民可以先住進能獨立生活的退休
社區，如果日後需要照顧了，再添加家庭健康
服務或過渡到輔助生活。如果老人家在跌倒或
健康有問題後去醫院，有護理和康復的選項會
方便很多。在Treemont，居民能夠在回到獨立
的生活公寓之前完成康復或治療。

缺乏社交聯繫嗎？
對於長壽與健康的生活而言，社交活動是

關鍵因素之一。隨著年齡的增長，原來的朋友
們不一定在了。有時候，老人家會失去參加活
動或宗教聚會的動力。的確，在家裡待著是很
舒服，但是也很孤單。
在退休社區裏，周圍有新朋友。每天都有機會
與人交流，在餐廳裡同桌吃飯，談天說地。每
天還有完整的活動行程，以幫助居民保持活躍
和參與。在Treemont社區，提供的活動之多，
是其他社區所不能比的，而且是專為銀髮族所
用心設計的，例如:園藝、手工藝、讀經、撲克
、運動、美勞、寫作、爆米花與電影、音樂會
、合唱、賓果、現場樂隊舞蹈等等，都離你住
的地方只有幾步之遙，隨時可以加入。

感覺不太安全？
雖然許多老年人喜歡獨居，但這確實存在

安全上的隱憂。除了身體上的風險，像是跌倒
之 類 ， 獨 居 老 人 也 有 遭 竊 盜 的 危 險 。 在
Treemont社區，你可以安心地睡在社區中，不
用擔心安全有問題，公寓周圍有保全與安管人
員。你可以放心地在園區附近輕鬆散步，享受

松樹和鮮花，而不用擔心犯罪份子來擾。
Treemont的長期照護員工都非常友善，幫助居
民在此安居樂業，把Treement建立成新家園，
讓親人不須擔心你的安危！

無論你目前的狀況如何，搬家的決定並非
一件容易的事，Treemont退休社區的工作人員

很樂意幫助你渡過這個轉換期。
目前社區中已經有一些華裔居民，社區離中國
城不遠，地理位置優越，靠近醫院、醫生診所
、購物中心。有興趣了解更多Treemont退休社
區的民眾，請瀏覽 http://www.treemont.com。
或請洽（713）783-6820，有免費午餐和園區介
紹。2501 Westerland Dr., Houston, TX 77063。

大專校聯會大專校聯會 「「 風雅集風雅集 」」 上周六舉行說明會上周六舉行說明會
介紹介紹20182018 年旅遊年旅遊、、文藝座談文藝座談，，服裝及美食講座服裝及美食講座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歷經約10年，上海中
醫藥大學楊永清教授帶領科研團隊，在抗哮喘
靶標和針灸效應物質的基礎研究中取得重大進
展。他們不僅基於針灸臨床率先發現全新的有
效靶標明確了體內一系列蛋白質反應; 還找到能
夠模擬針刺效應的活性小分子, 可轉化為具有廣
闊應用前景的針灸藥 。國際著名期刊科學
（Science）主審編輯專門為楊永清教授論文成
果做了評論, 認為這是一篇令人振奮、引發深思
的創新力作。這是中國中醫人第一次在《科學
》專業子刊發表擁有自主智慧財產權的原創性
科學工作，也是中國科學家驗證的第一個支氣
管哮喘新靶標。

支氣管哮喘是常見呼吸道疾病，哮喘病多
由於支氣管平滑沒痙攣，管壁粘膜腫脹和分泌
物增多、痰涎阻塞呼吸通路所致。支氣管哮喘
的特徵是，反復發作的呼氣性呼吸困難。要預
防哮喘，必須戒煙酒，避免吸及有刺激性的塵
土或氣體；平時應注意保暖，勿受寒，並須防
止和及時治好呼吸道和氣管炎等病。目前常規
藥物療法主要是皮質激素、β2受體激動劑類藥
物，這些藥物除了本身多種副作用之外，還很
容易出現耐藥乃至無法緩解癥狀等問題。甚至
美國 FDA 曾質疑短效和長效β2 受體激動劑，
認為其可能引起病情加重、增加死亡率。以老
中醫邵經明為代表的邵氏中醫，70年來運用針
刺大椎、風門、肺俞等穴位，顯著改善哮喘患

者呼吸功能，經驗方子得以發展成熟。
楊永清團隊驗證“針灸改善哮喘”

深層原理 ; 但針刺是多靶向的，可激發
上百種生化反應。邵經明弟子楊永清教
授領銜的研究團隊，通過小鼠哮喘模型
實驗，“鎖定”金屬硫蛋白-2（MT-2
），驗證了其蛋白含量上調，對緩解哮
喘發病起關鍵作用。他們又確認呼吸道
中 的 “ 雙 蛋 白 ” 綁 定 關 係 ： 上 游 的
MT-2 在氣管平滑肌細胞上還必須有下
游的“作用受體”——肌動蛋白結合蛋
白-2（Transgelin-2）。原來，針灸的物
理刺激正是引發了這對蛋白的結合，從
而舒張氣管、平喘止咳。研究還發現
“潛在的抗哮喘新藥”，還是針灸藥。

根據論文第一作者、上海中醫大和
上海市針灸經絡研究所尹磊淼博士的報
告，中科院上海藥物研究所所長蔣華良
在2003年就和楊永清團隊成立“針灸中
藥效應聯合實驗室”，他們繼續開展合
作，利用分子對接、虛擬篩選等技術，將下游
蛋白Transgelin-2作為“魚餌”，從6000個候選
化合物中，篩選出了可以特異性地與新靶標結
合的分子化合物。這個小分子，具有“類針刺
”的舒張氣管平滑肌作用，成為潛在的抗哮喘
新藥。因此，楊永清的博導、上海市中醫藥研
究院副院長陳漢平教授表示，新發現的活性小

分子，探索出從中醫臨床到實驗室再回到臨床
的轉化醫學模式，可謂一劑“針灸藥”。上海
藥物所藥物發現與設計中心主任、該文共同作
者朱維良教授也認為，此項研究可以稱得上中
國第一個自主智慧財產權的靶標和新藥發現。

《科學》雜誌評審表示，靶向Transgelin-2
受體的治療為解決哮喘當前困境開闢了一條新

的路徑。上海中醫大科技實驗中心副主任、市
針灸所課題負責人王宇表示，這一從中醫而來
的新藥發現與開發策略，也是應用當代生物技
術闡釋中國傳統針灸學機制的成功嘗試，對保
持我國在針灸研究領域的國際領先地位，率先
在這一領域取得原創性的自主智慧財產權具有
重要戰略意義。

光鹽社慈善音樂會3月3日3点

上海中醫藥大學發現“針灸治療哮喘”深層原理
有望製成抗哮喘新藥 中醫成果登上《Science》封面

(本報訊) 一年一度的光鹽社慈善音樂會將於
2018年3月3日下午3點於曉士頓中國教會(10301
S.Main St.,77025)舉辦。自光鹽社成立(1997)以來，
在義工們的付出及社會善心人士的支持與捐助下
，每年有近萬人次受惠於光鹽社的各項服務。因
您的支持與贊助，光鹽社才能繼續在2018年提供
免費的服務給大休斯頓地區華人癌友, 年長者，有
特殊需要兒童的家庭, 需要健康保險的家庭及有需
要幫助的人。

今年光鹽社將邀請到各方音樂及舞蹈家表演
獨唱、合唱、舞蹈，功夫及各種樂器演出 。包括
莊莉莉指揮帶領的休斯敦黃河合唱團，鄭何淑坤
師母領導的光鹽社特殊需要關懷中心鼓隊，蕭楫

指揮帶領的休斯頓民樂團，朱金月和劉艷帶領的
明湖中國教會及溪水旁教會舞蹈隊，曉士頓中國
教會賴永敬帶領的成人聖樂小組及黃頌平指揮的
曉士頓獨一中國青年詩班。中音薩克斯風專家黃
奕明牧師， 名男高音Scot Cameron, 名女高音馬筱
華，資深伴奏Mark Vogel， 四手聯彈可愛夫妻檔
鋼琴家趙亦秋, 蔡皓翔, 全美武術比賽大冠軍小功
夫家王臻真, 青少年歌手許博文, 浦一格二重唱, 並
有兄妹鋼琴高手蔡鈞聖和蔡鈞潁將分別擔當伴奏
。節目精彩可期，加上有抽獎,並中場義賣各色美
味小吃,還備有專人兒童照顧 , 敬請踴躍購票支持
。票價分別有20， VIP 票 50和100元。請至光鹽
社辦公室(713-988-4724)或何處覓餐館購票。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由台灣23 所大專院校組成
的 「美南大專聯合校友會」
於上週六下午舉行校聯會 「
風雅集 」 說明會，就在僑教
中心大禮堂，大專校聯會的
校友們歡聚一堂，連 「台北
經文處 」 的代表陳家彥處長
，林映佐副處長、何仁傑組
長、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
副主任李美姿，連當年僑教
中心購置、修建時的鄭心本
、須佑群主任夫婦及僑務諮
詢委員鄭昭、葉宏志夫婦、
劉秀美等人都來到現場，嘉
賓雲集，更使會場憑添新年

的喜氣。
會中介紹 「風雅集」 的

旅遊活動，就令人嘆為觀止
。從 本地一天來回的春遊（
分別在2 月25日，3月3日，
3 月 24 日，4 月 7 日，10 月
及12 月的單日之旅）到8 月
28 日至 9 月 3 日的內蒙呼倫
貝爾大草原，以及 9 月 3 日
至 9 月 15 日，外蒙古那無邊
無際的草原景色大漠風光之
旅，都特別令人嚮往不已。

另外， 「風雅集 」 也
介紹了將於 今年 5 月 12 日
（ 周六 ） 舉行的 「潮流前
沿，搭配優雅」 講座，由專

家談衣服搭配的技巧，如何
穿衣才得體又時麾，用色的
規律，及如何將舊衣服搭配
成適合您個人氣質的新潮流
。

他們也介紹了將於今年
六月舉行的乒乓球賽，七月
份的電腦講座及八月份的 「
美食教室系列 」 教大家輕鬆
學無煙烹調料理，及精心設
計的家常料理，讓美食愛好
者輕鬆學。

當天的說明會上，也安
排大專校聯會精英表演的歌
唱及舞蹈表演，場面極為熱
烈。

圖為僑教中心當年購置圖為僑教中心當年購置、、修建時的鄭心本修建時的鄭心本、、須佑群主任夫婦須佑群主任夫婦（（ 右二右二，，右一右一）） 上周六也出席上周六也出席 「「風雅集風雅集 」」
說明會說明會，，與現任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與現任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 左二左二 ）、）、 「「大專校聯會大專校聯會 」」 會長謝家鳳會長謝家鳳（（ 左一左一 ）） 合影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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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了那麼多吃喝玩樂，下面終於
該說說購物了。提起購物，華裔朋友
們恐怕最喜歡的購物場所就是美國的
各種奧特萊斯，不僅品牌齊全，價格
那也是相當給力，幾乎每次逛都會滿
載而歸！大華府華人居民不少，奧特
萊斯也不少，無論您居住在華府的東
南西北，都有品牌奧萊可供您選擇。
下面就請您隨著小編的腳步一起來簡
單了解一下吧！

大華府旅遊購物指南

0209HFXL

大華府周邊的三大機場分工不同，
且地理位置分布均勻，保證了華府地區
的各種航線以及居民游客們的飛行需
求。近年來，華府三大機場均出現了游
客量上漲的趨勢，但最新的統計數據表
明，位於巴爾的摩的馬歇爾機場（BWI
Marshall Airport）依然是華府三大機場裡
最為繁忙的一個，已經連續三年創下乘
客人數新高，2017年的使用人數更是超
過了2600萬人次。

數據表明，BWI 在過
去的30個月裡幾乎有29個
月都在打破自身的乘客運
營人數記錄，2016 年的使
用人次就已經達到 2510 萬
人次，而 2017 年更是超過
了 2600 萬。相較而言，裡
根 機 場 和 杜 勒 斯 機 場 在
2016 年的使用人次都不及
BWI，分別為 2360 萬人次
和2200 萬人次，而2017 年

的數字均還未出爐。
裡根機場只運營美國國內航線，杜

勒斯機場則主要運營國際航線，BWI卻
相對比較綜合，兩類航線都有所涉及，
所以客源組成綜合性更強，客流量增長
也快。BWI距離華府市區大約一個小時
車程，在北美機場滿意度排名上位居第
11位。

配圖：BWI機場 來源：網絡圖片

BWIBWI機場持續最繁忙機場持續最繁忙，，創使用人數新高創使用人數新高

去購物去購物！！華府周邊的奧特萊斯大盤點華府周邊的奧特萊斯大盤點（（下下））

漢 格 鎮 奧 特 萊 斯 （Hager-
stown Premium Outlets）

漢格鎮奧特萊斯是一家位於馬裡蘭州
的奧特萊斯，開業得比較早，且也隸屬於
Premium品牌奧萊，雖然規模沒有維州利斯
堡 奧 萊 大 ， 卻 也 算 “ 麻 雀 雖 小 五 髒 俱
全”，但位置稍遠一些，平日裡馬州本地
的顧客較多。這裡大約有 100 多個品牌商
鋪 ， 包 括 了 Adidas， Anna Taylor， Calvin
Klein， Coach， Columbia， Fossil， Guess，
Kate Spade， Levi’ s， New Balance， Nine
West，Nike，The North Face，Polo Ralph
Lauren，Timberland，Reebok等等。奧萊辦
公室還為顧客提供各種便利服務，如與銀
行卡相連的不定期優惠，兒童游樂區、嬰
兒推車租賃等等。

皇後鎮奧特萊斯（Queen-
stown Premium Outlets）

皇後鎮奧特萊斯同樣位於馬裡蘭州，
並且就在切薩皮克灣大橋的東側，距離馬
州首府安納波利斯不遠，如果您有計劃到
這座有著美國海軍學院的海濱小鎮游玩，

不妨也到皇後鎮奧萊一逛。這間奧萊規模
比較小，只有60余家商鋪，主要品牌包括
Adidas，Banana Republic，BCBG Max Az-
ria， Calvin Klein， Coach， Columbia，
Gap， Kate spade， Levi's， Nike， Polo
Ralph Lauren，Reebok，Tommy Hilfiger 等
等，一線大牌可以在這裡找到GUCCI，所
以平日裡來往客源也不曾間斷。

克 拉 克 斯 堡 奧 特 萊 斯
（Clarksburg Premium Out-
lets）

克拉克斯堡奧特萊斯是華府最新的一
家奧萊，2016年假日季剛剛開業，同時也
是最受華府華人朋友們青睞的一家奧萊，
因為它的地理位置實在太便利了，就位於
華府華人聚居最多的蒙哥馬利郡，大大方
便了有“馬州中國城”之稱的羅克韋爾的
華人朋友們。這間奧萊共有商鋪90余間，
除了擁有普遍被人們所熟識的一些品牌折
扣 店 外 ， 還 有 Salvatore Ferragamo、
Ermenegildo Zegna、 Jimmy Choo、 Tory
Burch、Tadashi Shoji、Allsaints 等以往華府

其它奧萊沒有的品牌，非常值得一去。

國家海港唐格奧特萊斯
（Tanger Outlets National
Harbor）

如果你想換一種奧特萊斯體驗，那不
妨到馬州的國家海港奧特萊斯去吧，因為
與上述的奧萊不同，這間奧萊屬於唐格
（Tanger）品牌，坐落在國家海港附近，距
離華盛頓特區比較近，而且國家海港還是
華府知名的新興娛樂勝地，周邊特色餐
廳、酒吧、店鋪雲集，還有水上摩天輪。
這家奧萊2013年剛剛開業，整體風格清爽
簡潔，除了美國本土知名的品牌外，還擁
有許多適合辦公室人員的職業裝品牌，如
Brooks Brothers、 Elie Tahari、 HUGO
BOSS、Kipling、Theory、Wilsons Leather等
等，也有名表、化妝品、品牌箱包等折扣
店。

Arundel Mills Mall

可能很多人的概念都認為奧特萊斯應
該是如小村落般的室外商鋪，有沒有想過
逛一逛室內奧特萊斯呢？Arundel Mills就能
滿足您的這一追求。室內奧萊的最大特點
就是品牌更多更全，這裡擁有超過200個商
鋪，還有美國高端的百貨商場折扣店，如
Last Call by Neiman Marcus和Saks Fifth Av-
enue Off 5th，這些百貨折扣店往往能淘到
國 際 一 線 品 牌 的 好 東 東 ， 當 然 了 ， 如

Coach， Anna Taylor， Banana Republic，
Fossil，Gap，H&M，Levi's，Michael Kors，
New Balance， Nike， Nine West， Pink，
Disney，Timberland，Victoria's Secret等常規
品牌這裡也應有盡有，旁邊還有電影院，
完全就是一家折扣購物中心，怎能不讓人心

動？

Potomac Mills Mall
Potomac Mills位於維吉尼亞州，堪稱維

州最大的奧特萊斯，同時，它也是一家室
內購物中心。這裡與Arundel Mills相似，甚
至更勝一籌，不僅雲集了 Abercrombie &
Fitch， Calvin Klein， Coach， Cole Haan，
Columbia， Crocs， Disney， Lacoste，
Levi's， New Balance， Nike， Polo Ralph
Lauren，Victoria’s Secret等200多個知名品
牌的折扣商鋪，同時還有高端百貨商場折
扣店，甚至還有百貨打折店Marshalls，並且
購物中心內還有AMC電影院，更有諸多餐
飲美食供顧客選擇。喜愛逛街的人們到了
這裡注定不會空手而回，並且沒有一整天
的時間怕是走不出來。

配圖：奧特萊斯 來源：網絡圖片

高 科 技 產 業 發 展高 科 技 產 業 發 展 ，， 首 都 受 初 創 者 青 睞首 都 受 初 創 者 青 睞
提起高新技術產業，總是讓人首先聯想到

西海岸的幾個標簽性城市，但事實上，隨著高
科技創業者的不斷增多，所謂的新企業啟動
“中樞”早已不再局限於個別城市，當初創者
想要推出自己的公司，已經將起始點擴大到了
更多的美國城市，以獲得更為廣泛的技術人才
和具有吸引力的企業初創政策。近日，一家專
業提供技術專家服務的網站Robert Half Tech-
nology最新出爐的一份榜單顯示了去年一年全
美高科技創業增長前十名的城市，其中，首都
華盛頓特區榮幸地排在第五名。

該網站對全美 26 個大都市區的 2600 多名
首席信息官（CIO）進行了采訪調查，調查結
果 表 明 ， 美 國 有 超 過 一 半 的 首 席 信 息 官
（CIO）表示，在過去一年間，有更多的創業
者搬到了他們的城市，而這些城市依次為：
紐約、夏洛特、舊金山、亞特蘭大、華盛頓
特區、聖地亞哥、西雅圖、克利夫蘭、底特
律和鳳凰城。

同時，很多信息官們表示，創業企業的
增多，對一個城市的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
這主要可以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吸引了更
多技術人員進入到就業市場；城市/地區變得
更具活力和創新性；城市/地區IT專業人員顯
著增加；由於更多競爭者湧入，企業增加了
雇佣全職員工的能力；負面影響則體現在，

過多競爭者在一定程度上拉低了薪資的整體水
平。

該網站還分析，事實上，創業企業不僅在
數量上增多，在質量上在這些城市中也得到了
提高和擴大，因為這與技術人員的增長是緊密
相連的，企業想要在能夠獲得更多人才的地區
初創，自身也必須擁有強大的基礎設施、網絡
合作伙伴以及社區的支持，因為高新技術人員
是一群具有創新意識的人群，他們尋求更高度
宜居的環境，且在辦公室外追求很多東西。

配圖：創業企業 來源：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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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鹽社慈善音樂會光鹽社慈善音樂會33月月33日日33点点

華納助力海外發行大年初一同步“弄
喜”

由陳思誠編劇、執導的喜劇探案系列
電影《唐人街探案2》即將於大年初一（2
月16日）全國上映。

電影的北美海外發行權已交由好萊塢
八大影業之一的華納兄弟影業手中，這也
是他們首次為中國電影做海外發行。
《唐人街探案2》將會在北美，澳洲，新
西蘭，英國，德國，奧地利，意大利，西
班牙，北歐同步上映，香港，新加坡，馬
來西亞等地春節後陸續上映。另外，電影
已在各大票務平台開啟預售活動，提前搶
票弄喜。

“搶來”美國頂尖設備拍紐約
電影全程在紐約拍攝，並將案件與多

處著名地標相結合，打造原汁原味的美國
風情。

據悉，為拍出獨一無二的質感，劇組
花費大力氣，pk掉眾多“對手”，搶租到
美國頂級品牌Panavision數字攝影機，這
套設備全世界也沒幾套。鏡頭下的紐約，
鮮活、喜感、色彩飽滿，給觀眾更震撼的
視聽體驗。

華納兄弟首例海外發行國產片
《唐人街探案2》北美同步上映

片方同時公佈，《唐人街探案2》將
於大年初一在北美同步上映，該片的海外
發行權交由華納兄弟影業。作為好萊塢八
大影業之一，華納曾成功發行上千部高票
房影片，實力雄厚，這也是近年首次為中
國電影做海外發行，該片僅美國就將發行
48個地區。
作為春節檔電影，《唐人街探案2》搞笑
熱鬧的氣質十分適合全家觀影，此次海外
同步發行，將讓更多大洋彼岸的觀眾與家
人同步笑倒在影院。
德州放映院線:
Texas
First Colony 24 (Sugarland,
TX)
Grand Palace 22 + AVX
(Richmond, TX)
Grapevine Mills 30 DIT with
IMAX (Grapevine, TX)
Gulf Pointe 30 with IMAX
(Houston, TX)
Legacy 24 + XD (Plano, TX)
Mesquite 30 DIT with IMAX
(Mesquite, TX)
Silverado 16 (San Antonio,
TX)

Studio 30 Houston with IMAX (Houston,
TX)
Emerson Chu
Senior Vice President
Southern Chinese News Group
11122 Bellaire Blvd.
Houston, Texas 77072
Cell#713.828.2689
emersonchu@msn.com
echu@att.net

一年一度的光鹽社慈善音樂會將於2018年
3月3日下午3点於曉

士頓中國教會(10301 S.Main St.,77025)舉
辦。自光鹽社成立(1997)以來，在義工們的付出
及社會善心人士的支持與捐助下，每年有近万
人次受惠于光鹽社的各項服務。因您的支持與
贊助，光鹽社才能繼續在2018年提供免費的服
務給大休斯頓地區華人癌友, 年長者，有特殊需

要兒童的家庭, 需要健康保险的家庭及有需要帮
助的人。

今年光鹽社將邀請到各方音樂及舞蹈家表
演獨唱、合唱、舞蹈，功夫及各種樂器演出 。
包括莊莉莉指揮帶領的休斯敦黄河合唱团，鄭
何淑坤師母領導的光鹽社特殊需要關懷中心鼓
隊，蕭楫指揮帶領的休斯頓民樂团，朱金月和
劉艷 帶領的 明湖中國教會及溪水旁教會舞蹈隊

，曉士頓中國教會賴永敬帶領的成人聖樂小組
及黃頌平指揮的曉士頓獨一中國青年詩班。中
音薩克斯風專家黃奕明牧師， 名男高音Scot
Cameron, 名女高音馬筱華，資深伴奏Mark
Vogel， 四手聯彈可愛夫妻檔鋼琴家趙亦秋, 蔡
皓翔, 全美武術比賽大冠軍小功夫家王臻真, 青
少年歌手許博文, 浦一格二重唱, 並有兄妹鋼琴
高手蔡鈞聖和蔡鈞潁將分別擔當伴奏。節目精

彩可期，加上有抽獎,並中場義賣各色美味小吃,
還備有專人兒童照顧 , 敬請踴躍購票支持。票
價分別有20， VIP 票 50和100元。請至光鹽社
辦公室(713-988-4724)或何處覓餐館購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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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有起跌 變幻成主因

楊楚楓楊楚楓

不久之前，我曾就去年一年
之中，美國股市大漲達三成多，
有買賣股票的華人，即使不作期
貨交易的人仕，若然持有401(k)
、退休帳戶、退休金和大學儲蓄
帳戶是大好消 息。 因為隨股上
升，都會收益不少，可以過肥年
。誰知今次撞板，事隔才兩周，
美國股市突然上演 「冰火兩重天
」的大戲，1 月5 號週一，不聲
不響，嚇你一驚，當天美股在毫
無預警的情況下，上演大龍鳳把
戲，市場因為憂慮加息提速等負
面因素，突然來個閃崩，道瓊斯
工 業 平 均 指 數 急 挫 1,175 點 或
4.6%，成為歷史上最大的單日跌
幅，而今年一月間所收到的升幅
， 「一聲多謝」也沒有，便全部
蒸發，更觸發起全球跟風，齊齊
大冧市。亞洲區股市全面向下，
港 股 最 傷 ， 大 插 水 1,649 點 或
5.12%，為歷來第二大跌幅，幅
度僅次於2008年1月22日下跌的
2,061點。

當天美國10年期債息一
度升至 2.885 厘，至超過 4
年高位，觸發全球股市下挫

。美國道指收市前一小時，一度
急插 1,597 點，其後跌幅收窄，
收市跌 1,175 點，跌幅 4.6%，報
24,345點，今年來升幅全部蒸發
。

標準普爾500指數收報2,648
點，跌113點，跌幅4.1%，亦錄
6年半以來最大單日跌幅。

納斯達克指數收報 6,967 點
，跌273點，跌幅3.78%

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稱，
股市波動在金融市場時有發生，
強調本港金融市場監管及應變制
度非常穩健。不過， 「一月在天
堂，二月變心寒」 ，如此反覆
滋味，恐怕不是中外股民所樂見
也！

世界瑞銀財富管理投資總監
辦公室報告指，上周五美股下跌

2.1%，可能是投資人憂慮通
脹加劇引發，美股加息引至道指
急挫全球冧市、港股也大插股市
因美國平均時薪增速躍升至2.9%
，為金融危機以來最高。但周一

的暴跌，則沒有明顯的經濟觸發
因素，技術性因素可能是沽壓累
積，部分機構投資者受風險水平
所限減倉，而道指跌破50天線亦
加劇盤中跌勢。

報告又指，短期內市場可能
會保持高波動。周一的大跌可能
會加重沽壓，這是由於在長線投
資者(如養老基金)開始再平衡並
逢低吸納之前，部分基金將被迫
減倉，其他投資者，也面臨追加
保證金(孖展)的壓力。

摩根大通策略師Marko Ko-
lanovic 及 Bram Kaplan 依然樂觀
，因為 「強勁」的基本面，會支
持市場最終反彈。 「隨着流動性
被程式沽盤所耗盡，例如今日的
快速拋售過後，市場反彈也會隨
之而來。」富達國際投資總監
Catherine Yeung表示，雖然道指
急劇調整，但標普500指數，已
重返今年初所見的水平；亞洲股
市仍普遍走高，而在滬深港通南
下交易的支持下，港股表現相對
穩定。

受到紐約股市前日急瀉一千
一百多點的拖累，2 月 6 日環球

股市無一倖免 港
股爆股災亞太區
及歐洲股市昨日
全線下滑；港股

收市報30595點，跌1649點，跌
幅%五，以點數計是近十年最大
單日跌幅。成交額增加至2580億
元，是二零一五年 「大時代」以
來最多。藍籌股全線下挫，其他
亞太區股市，日本股市跌4.7%，
日經平均指數收報 21610，跌超
過一千點；台灣股市跌542點，
跌幅近 5%，是歷來第六大跌市
，澳洲股市就超過 3%；歐洲股
市全線報跌，英法德股市跌近
2%。

上周五美股急挫，美國10年
期國債升穿2.8%。記得兩周前有
股市專業人士指出：如 果美國
10 年期國債升穿 2.63%，將對美
股造成影響。今次美國股市真的
貌似債王們所言影響而下跌。但
筆者對此未能完全認同。美國10
年期國債孳息，與過往4年相比
，2.8%確屬較高水平。但比較過
往10年或歷史孳息走勢，就算升
至 3%仍屬超低水平 。市場於
2013年開始傳美國聯儲局考慮退
市，當時美國10年期債息曾升至
3.04%，及後聯儲局因歐債問題

推遲其退市計劃，孳息才於近
3%回落。當時股市也沒有像今天
般大瀉。

而美國開始逐步加增利率，
也是正常化的经濟調整，其 「收
水」幅度遠超於2013年底時預期
，筆者對孳息重回逾 3%並不意
外。加息真的不利股市？筆者多
次指美國經濟續復甦，加息屬意
料。按就業及通脹數據，相信今
年加息4次！

美股出現兩年來最大的單周
跌幅。不少股民會發問： 美國
股市真的已從牛市變熊市嗎？股
市又是否真的出現狼來了呢？股
民擔心, 順理成章。且看上周美
國股市一周之內下跌逾 4%，為
2016年1月以來最大單周跌幅，
市場忐忑絕對是自然反應。老實
講，打從去年第四季起，美股每
破千點大關所需的交易日數，一
次比一次短，市場超買、波幅單
邊，即使是被指為既得利益持份
者的華爾街人士，都不斷加入唱
淡陣營。所以，現在的調整，可
算是遲來的跌市吧！

股市見頂後的築底調整是痛
苦的，以標普 500 指數為例，
2009年對上一次由牛變熊，指數
從高峰下滑至支持位，調整幅度

有56%，而若以下跌幅度來衡量
，1932年的一次大跌市，跌幅足
足有86%。當然，並非每次高位
調整，涉及幅度都是嚇人的，
1975、1978、及1979年的幾次衝
高回落，跌幅維持於一成半內，
而 1990 及 1998 年的兩次跌市，
跌市剛好是兩成內。

說到這裡，股市真的是已由
牛變熊嗎？回答這個問題前，首
先要問支持股市上升的是甚麼？
經濟及盈利從來都是動力之源，
低息環境只是錦上添花。又調轉
問，觀乎以往，牛市死亡是怎樣
？其實，每每都離不開聯儲局政
策錯誤，過分收緊，構成系統風
險，又或是市場極度亢奮，一旦
出現突發事故，造成的人踩人現
象。 今年其實是全球資金市場
正式走出政策及資金非正常化一
年，前者與後者相互關連，但只
要推動政策正常化的基本因素不
變，環球資金配置正常化造成的
波動，並非是洪水猛獸的威嚇。
市場怕加息，怕加息次數急增，
但幾乎可以肯定的是，股市的調
整絕對有助拖慢加息步伐。觀乎
利率期貨顯示，今年3月加息機
會極高，但同時所反映的全年加
息次數，其實僅2.8次而已。

二月五號零晨二時，
我在夢中被電話鈴聲叫
醒，一看是香港報刋一
位編輯朋友，通知我香
港大學饒宗頤教授的70
歲女兒，於昨日凌晨 2
時35分，發現父親在跑
馬地家中暈倒，昏迷不
醒，於是報警求助。救
護員到場將饒宗頤送往

律敦治醫院，惟搶救後證實不治，魂升
天國，享年100歲。友人知我一向仰慕
這位文學大師，着我立即執筆，一述自
己感想。作為文學界後輩，我實在責無
旁貸，特寫下今期文字，跟海外華人 齊
思。

國學大師饒宗頤曾任香港中文大學
中文系講座教授、系主任、榮休講座教
授、中國文化研究所及藝術系偉倫講座
教授；香港大學林伯欣中國文化講座教
授。饒宗頤精通歷史、文學、語言、藝
術及宗教，並開創敦煌學及潮學，同時
亦是書畫家及古琴家，香港大嶼山 「心
經簡林」的大型雕刻，正是以其墨寶轉
化而成。

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及學術界對
其離世表達深切哀悼，形容是國際學術
界的重大損失，而饒宗頤的斐然成就，
將在史冊流芳. 饒宗頤是本港七間大學

的 榮 譽
博 士 ，
亦 是 港
大 首 位

「桂冠學人」，是該校最崇高的學術榮
銜，本港多間大學對其逝世表達深切哀
悼。港大形容饒宗頤是國際文化巨擘和
中國國寶，更是港大的靈魂人物，備受
景仰，將在史冊流芳。中大校長段崇智
表示，饒宗頤畢生奉獻教育事業及國學
研究，其離世對中大及國際學術界是重
大損失，大學同人將銘記饒教授的指導
及扶助。

浸大校長錢大康亦致哀，浸大饒宗
頤國學院會繼續秉承其宏揚國學、異通
中西的精神。樹仁大學常務副校監胡懷
中深表哀悼，形容饒宗頤治學嚴謹，勇
於創新，其學術、文化和藝術成就，將
永留青史。新華社亦讚許饒宗頤 「學養
廣博而專精」，精通甲骨文、古文字及
上古史等，至百歲高齡仍筆墨揮灑不息
。港大饒宗頤學術館等多個與饒宗頤有
關的學術團體發訃告，指饒宗頤百歲高
齡仍神清氣朗，他昨日在家人圍繞之下
，無疾西去，可謂福壽全歸。學術館形
容，饒宗頤教授為中國近代極具影響力
學人，他在中國傳統學術十多個領域俱
有開創成就 。六十多年以來，饒宗頤雖
說是置身於香港從事各項文化藝術活動
，然而對於他的高超文學技藝，中國內
地政府也給予極為崇高的榮譽。他與年
前仙逝的中國國學大師季羨林同樣齊名
，被稱為 「北季南饒，而饒宗頤更為峯

頂的是他自學成家，文、藝、學三者兼
備，堪稱 「一身而兼三絕」的國學大師
。

饒宗頤字固庵，又字伯濂，號選堂
，書齋名梨俱室，生於廣東省潮安縣城(
即現今潮州市湘橋區)，出身富裕，父親
經營 「銀莊」，家中擁有廣東最大的藏
書樓── 「天嘯樓」，自幼在家中受到
國學的薰陶，加上個人對學問的好奇和
嚴謹治學的態度，自學成家，造就饒宗
頤成為近代百年難得一遇的文化巨擘。
饒宗頤中一時輟學，靠自學成為 「業精
六學，才備九能」的國寶級學者。他經
歷過抗日戰爭、及國共兩黨內地戰亂，
至1949年來港，曾在港大、中大、新加
坡大學、美國耶魯大學及台灣中央研究
院等任教，並周遊世界各地講學，其間
亦從事甲骨文、敦煌手卷和宋詞等研究
，並開創敦煌學及潮學；他同時是書畫
家及古琴家，精於繪畫蓮花，獨具一格
。

饒宗頤屢奪海內外學界和藝壇的重
要獎項和殊榮，曾獲法國國家文化部頒
發文化藝術勳章，並於2013年獲法蘭西
學院選為外籍院士，是亞洲首位漢學家
得此項殊榮。而南京紫金山天文台於
2011年，將一顆小行星命名為 「饒宗頤
星」，用以肯定其卓越成就。

饒宗頤對香港有深厚的感情，他在
2002年香港經濟陷於內外交困時，寫下
「般若波羅密多心經」鼓勵市民，走過

低潮。其後轉化為大型雕刻豎立於大嶼
山鳳凰山上，名為 「心經簡林」。成為

香港一處受到中外人士歡迎的旅遊景點
。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對饒宗頤辭世深
感哀痛。她以 「饒公」稱呼饒宗頤，指
與饒公關係密切，過去十年來，得到饒
公的教誨和墨寶鼓勵，去年上任後，工
作從是千頭萬緒，百事待興。不過林鄭
月娥，於秋末10月期間，亦邀請了饒公
及其家人，到禮賓府茶敍，當時饒公健
康狀況不錯，開心地吃點心，看看自己
的大作。今饒公已逝，林鄭月娥她昨午
親自探望饒宗頤的親屬，並寫下悼念字
句。

饒宗頤生於1917 年8 月9 日。生前
在中國研究、東方學及藝術文化多方面
有成就。據香港大學介紹，饒宗頤刊各
類學術專著逾80種，發表學術論文及專
文超過900篇，亦善詩書琴畫，刊行的
詩文集有十餘種，書畫集數十種等等。
饒宗頤教授在1949年移居香港，曾先後
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大學等。多
年來他屢獲褒揚，獲頒多個榮譽博士學
位、院士等殊榮，並獲頒特區政府 「大
紫荊勳章」、香港藝術發展局 「終身成
就獎」、中國藝術研究院 「中華藝文終
身成就獎」等。

國學大師饒宗頤逝世， 「南饒北季
」從此成為絕響。饒公博學， 「業精六
學，才備九能」，當之無愧。香港電台
電視部的 「傑出華人系列」有一輯訪問
饒公，印象裏應是2003年的製作，五十
分鐘的訪問相當詳盡，尤其是饒公談到
在香港做學問， 「是香港造就了我」。

原因是五十年代中國大陸學者極少機會
出國，而研究甚麼問題也要由其他人確
定， 「不像我，想研究甚麼就研究甚麼
」。

饒公在香港電台的訪問說得很坦白
，在香港，想研究甚麼就研究甚麼。
1949年是中國近代史的分水嶺，大批內
地各界人士南來香港，為蕞爾小島從此
添加七彩斑斕的顏色。這些人當中包括
饒公，可以想像，若然饒公留在內地沒
有來港的話，之後幾場政治運動，包括
五十年代 「反右運動」與六十年代 「文
化大革命」，恐怕都不易吃得消，這就
更遑論出國參加國際學術會議，邁開深
邃博大的學問之道。

至於來香港的則如魚得水，饒公從
此遊弋於無垠的學問天地，國學傳揚生
生不息。此外，也有在港由過客變成落
地生根的京滬富豪，亦有像詠春葉問武
術大師，自此在香港開枝散葉，向全世
界傳揚中國國術，一己之力，促成中華
文化日益遠颺，絕對不簡單。然而，更
多的是孑然一身來到香港，找到工作後
結婚生子，克勤克儉在這個海港城巿建
基立業，成就一段又一段的香港傳奇。
戰後的香港小城有幸，海納百川有容乃
大，饒公逝世，令人們想起了這一個難
忘的昔日時代。

當我這個從港澳移民來美的自由撰
稿者走筆到此，心中突然浮現： 真的從
此在海外落葉歸根，還是告老還鄉？我
茫然。

楊楚楓楊楚楓

深切哀悼饒宗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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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秦鴻鈞攝

大專校聯會大專校聯會 「「 風雅集風雅集」」 說明會在僑教中心大禮堂盛大舉行說明會在僑教中心大禮堂盛大舉行

出席大會的貴賓出席大會的貴賓（（ 右起右起 ）） 「「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政務組何仁傑組長政務組何仁傑組長、、僑教中心副主任李美僑教中心副主任李美
姿姿、、副處長林映佐副處長林映佐、、僑務諮詢委員葉宏志僑務諮詢委員葉宏志、、陳家彥處長陳家彥處長、、僑務諮詢委員鄭昭僑務諮詢委員鄭昭、、僑教中僑教中
心主任莊雅淑及僑務諮詢委員劉秀美心主任莊雅淑及僑務諮詢委員劉秀美。。

說明會上安排的舞蹈演出說明會上安排的舞蹈演出。。

由由 「「風雅集風雅集」」 常務委員孫雪蓮常務委員孫雪蓮（（ 前排左二前排左二 ））
等人表演的集體帶動跳等人表演的集體帶動跳。。

（（ 左起左起 ）） 前僑教中心主任夫人須佑群前僑教中心主任夫人須佑群、、 「「大專校聯會大專校聯會
」」 會長謝家鳳會長謝家鳳、、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風雅集活動召集風雅集活動召集
人鄭昭在大會上合影人鄭昭在大會上合影。。

著名歌唱家詹硯文表演歌唱著名歌唱家詹硯文表演歌唱。。

「「風雅集風雅集 」」 活動召集人上台介紹活動召集人上台介紹。。

「「大專校聯會大專校聯會」」 會長謝家鳳在說明會會長謝家鳳在說明會
上致詞上致詞。。

「「 風雅集風雅集」」 召集人鄧嘉陵召集人鄧嘉陵（（ 前排中前排中 ）） 與常務委員孫雪與常務委員孫雪
蓮蓮（（ 前排右一前排右一）） 、、活動召集人黃初平活動召集人黃初平，，與僑務諮詢委員與僑務諮詢委員
葉宏志夫婦葉宏志夫婦（（後排左一後排左一，，前排左一前排左一）） 在大會上在大會上。。

「「風雅集風雅集」」 的唱將們在會上表演精彩歌唱的唱將們在會上表演精彩歌唱。。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本報記者黃麗珊攝

慈濟基金會德州分會
2017歲末祝福感恩會

慈濟基金會德州分會志工在慈濟基金會德州分會志工在20172017歲末祝福歲末祝福
感恩會前向非華裔人士介紹該會投入醫療感恩會前向非華裔人士介紹該會投入醫療
資源資源

慈濟基金會德州分會慈濟基金會德州分會20172017歲末祝福感恩會歲末祝福感恩會 非華裔人士踴非華裔人士踴
躍參加躍參加

慈濟基金會慈濟基金會德州分會志工德州分會志工與與執行長黃濟恩歡迎執行長黃濟恩歡迎休士頓警察局副局長敖樂章與會休士頓警察局副局長敖樂章與會

風災期間美州約有風災期間美州約有10001000位位、、加上加上 台灣及世界各地的志工在街頭台灣及世界各地的志工在街頭
募款募款、、 證嚴法師證嚴法師、、台灣慈濟總部的協助台灣慈濟總部的協助，，捐出約捐出約750750萬美金善萬美金善
款款、、賑濟哈維風災受難者賑濟哈維風災受難者

慈濟基金會德州分會志工介紹該會在哈慈濟基金會德州分會志工介紹該會在哈
維救災上使用的毛毯及折疊床椅維救災上使用的毛毯及折疊床椅

慈濟基金會德州分會志工介紹該會以教育要慈濟基金會德州分會志工介紹該會以教育要
匯聚大愛匯聚大愛，，人人在生活上做改變人人在生活上做改變，，勤行善勤行善、、
做環保做環保、、多素食多素食，，人人守護好自己的愛心人人守護好自己的愛心

慈濟基金會德州分會志工在慈濟基金會德州分會志工在20172017歲末祝歲末祝
福感恩會前介紹該會靜態人文佈展導覽福感恩會前介紹該會靜態人文佈展導覽

休士頓警察局休士頓警察局、、Port ArthurPort Arthur警察局警察局、、受災最嚴重受災最嚴重（（DickDick--
inson)inson)市長市長Julie MasterJulie Master及警察局等均與會祈福及警察局等均與會祈福。。

慈濟基金會德州分會於二月慈濟基金會德州分會於二月33日邀請在哈維風災一起救日邀請在哈維風災一起救
災的機構共同舉行災的機構共同舉行20172017歲末祝福感恩會歲末祝福感恩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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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櫥整理師壹小時收費兩千
面臨缺平臺難立足困境

專為都市高端“懶人”打造，每小

時收費2000元，壹般情況下還不對外服

務……對，妳沒看錯，這種職業叫——

衣櫥整理師。

看到有衣櫥整理師這個職業時，不

少網友很是詫異：不就是疊疊衣服，歸

納歸納物品，有必要專門找人嗎？還有

人驚呼：貧窮限制了我的想象力。

日前，河南商報記者采訪了壹名做

衣櫥整理多年的“大拿”，來看看他是

否真的只是疊疊衣服那麽簡單。

【稀罕職業】
收費昂貴的衣櫥整理師
並不是單純地疊衣服
今年36歲的林樂是鄭州壹名職業的

衣櫥整理師。

“我們店是專門提供整體形象設計

服務的，實行會員制，衣櫥整理是其中

的壹項增值服務。如果不是會員，想要

做衣櫥整理，我們每小時收費是2000元。”

林樂說，目前鄭州專門做衣櫥整理的人

並不多，但許多培訓機構都開設有類似

課程，好的時候，單純靠衣櫥整理，每

月收入萬元以上，還是比較輕松的。

從字面意思上理解，“衣櫥整理師”

更像是簡單的疊衣服的職業，不過，這

在林樂看來，並非那麽簡單。

林樂提供了壹張他們自己的衣櫥整理

流程，上面共分五項基本流程：客戶需

求、分析客戶、衣櫥分析、衣櫥整理和衣

櫥規劃。“比如分析客戶這壹塊，我們需

要大約10分鐘的時間，主要從客戶的五

官、氣質、體形、膚色等，結合工作、場

合要求，分析適合客戶的妝容、色彩款

型、搭配。”林樂說，分析完後，他們還

會給衣櫥服裝做個大概的分析、分類，將

不適合的和適合的衣服進行歸類，這壹塊

大概需要半個小時。

五項大的流程下來，至少需要2個小

時，如果按照每小時2000元來計算的話，

林樂的每次整理至少給公司帶來4000元的

收入。

【上門整理】
客戶稱有了衣櫥整理師
能節約很多時間
那麽，林樂是如何幫助客戶進行衣

櫥整理的？2月3日，在鄭州市東明路與

東風路交叉口附近的壹小區裏，林樂正

準備給壹戶人家進行衣櫥整理。

這家住戶的主人曉麗（化名）說，

她今年43歲，是壹名個體老板，平時比

較忙，也很少有時間逛街選衣服，因此

每次去買衣服都能帶回來不少，但很多

都“塵封”在了衣櫥裏。

“我很早就是他們店裏的會員了，

幫我把衣櫥整理後，每次出門參加朋友

聚會、談生意時，我都可以很快地從衣

櫥裏找到合適的衣服，節約了時間。”

曉麗說話間，林樂拿出了幾件灰色調的

衣服告訴她，這種顏色和款式並不適合

她，因此，衣物要進行打包另外處理。

大約壹小時後，林樂把衣櫥整理完畢，

還拿出了不同款式、顏色的衣服進行了對

比，與曉麗聊起了對她衣櫥的規劃。

“很多時候，大家都有這樣壹個感

覺，就是衣櫥裏的衣服有很多，但是真要

穿出門去，卻發現沒幾件合身的。”林樂

說，他這次整理後，把壹些外套和襯衣按

照不同顏色放到了衣櫥靠外的位置，壹是

再過幾天天氣就熱了，會用上春秋季的衣

服，而且靠外的幾件衣服和襯衣可以互換

著搭配，能產生不壹樣的穿衣風格。

【工作經歷】
有衣櫥整理需求的
多為高端職業群體
申洪達是林樂所在公司的負責人，

他介紹，在鄭州，壹般找他們做衣櫥整

理的，大多為企業老板、律師、醫生和

都市金領、高管等高端職業群體，“由

於職業需要，他們出入壹些場合時，需

要有得體的穿著，衣櫥整理能夠更好地

幫他們選出適合自己的穿搭。”

談到客戶，林樂回憶起了之前的壹

次經歷，“做衣櫥整理這麽多年，那件

事讓我印象很深。”林樂說，有次他去

壹個從事金融行業的客戶家裏，當對方

打開衣櫥時，他楞住了，“他們家的衣

帽間很大，衣服、褲子非常多，能看出

來都價值不菲，但是重復褲型太多。”

林樂說，他單是分辨衣物款式與客戶合

不合適就花了近4個小時。

那次的衣櫥整理，林樂從下午2點

壹直整理到晚上8點多，也就是從那時

起，他深刻地認識到，衣櫥整理是個腦

力加體力活。

【行業現狀】
衣櫥整理師培訓
最快壹星期可出師
如今，在網上搜索“衣櫥整理、培

訓”，很容易就能看到關於該職業的培訓。

家在鄭州的路女士就是衣櫥整理師培訓人

員，同時，她自己也是壹名衣櫥整理師。

“壹般來我們店裏學習衣櫥整理的，

都是壹些公司人員，他們公司本來就有

業務，而衣櫥整理將來會是他們業務的

壹部分。”路女士說，通常情況下，學

員通過7~10天的時間就能掌握所教內容。

他們分為實踐和老師講課兩種形式教學，

會先教學員學習衣櫥的結構、空間利用

等知識，如果有客戶選擇了衣櫥整理服

務，他們也會帶著學員去現場學習、實踐。

路女士說，他們的衣櫥整理費是按

照每米680元收取的。

通過媒體報道得知，關於衣櫥整理

的收費，各地的標準並不壹樣，計算方

法也不同，有的是按小時收費，有的按

米收費。

【現實未來】
現實：缺平臺難立足
未來：是趨勢前景好
“在鄭州，有很多人也接受過衣櫥

整理的專業培訓，可真正從事這壹行的

人不多。”申洪達坦言，由於了解該行

業的人少，學習完衣櫥整理後，想單純

地從事這份工作，很少有平臺能幫助到

他們，這些人要麽自己創業，要麽融入

提供多種服務的公司，要麽就只能改行

了。而這種種原因，歸根結底，是因為

市場太小，知道的人太少。

申洪達說，他們之所以在壹般情況

下只為會員提供衣櫥整理服務，也正是

由於這塊的市場太小，只做衣櫥整理的

話，很難生存。

“可是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大家都

有了更高的追求，我們對這壹行的前景是

看好的。”對於未來，申洪達充滿信心。

國內油價將迎七個多月來首次下調 系年內首次下調
綜合報導 記者從多家社會監測機構了解到，2

月9日國內成品油價格將迎來新壹輪調整窗口，預

計下調是大概率事件，這是年內首次下調，也是7

個多月來的首次下調，預計幅度將超百元，屆時春

節假期出行成本小幅收窄。

1月26日國內成品油價上調落地以來，美國原

油產量進壹步上升，國際油價下行壓力加大。雖然

期間石油產品需求數據表現強勁，且高盛集團上調

價格預期，為市場帶來樂觀預期，油價收盤壹度走

高。但之後，美元觸底反彈，同時美國國內活躍鉆

井平臺的激增進壹步打壓，國際油價再度走跌。

截至2月6日收盤，紐約商品交易所3月交貨的輕質

原油期貨價格下跌0.76美元，收於每桶63.39美元，跌

幅為1.18%。4月交貨的倫敦布倫特原油期貨價格下跌

0.76美元，收於每桶66.86美元，跌幅為1.14%。

由此，國內參考的原油變化率由正轉負後不斷下

探，致使本輪調價由擱淺預期轉為下跌。卓創資訊數

據顯示，截至2月6日國內第8個工作日參考的原油變

化率為-1.98%，對應的汽柴油下調幅度為106元/噸，

已遠超發改委規定的50元/噸的調價線。

卓創資訊分析師鄭明亞判斷，後期從消息面上

來看，來自產油國方面的負面消息及美元觸底反彈，

將會對短線原油的走勢形成壹定壓力。從技術面上

來看，後期市場若持續缺乏利好消息註入，歐美原

油將極有可能在跌破支撐位後形成壹波跌勢。由此，

國內參考的原油變化率或將繼續負值加深，年內油

價首次下調的概率亦不斷增加。

金聯創分析師鄒雪蓮也表示，截至2月6日第

七個工作日，參考原油品種均價為66.53美元/桶，

變化率-1.29%，對應汽柴油價格將下調95元/噸。

距離調價窗口僅剩三個工作日時間，後期原

油仍將維持弱勢運行，故本輪油價下調為大概

率事件，這將是年內首輪下調，也是時隔7個

多月之後再度下調，預計汽柴油下調幅度將超百元。

據了解，自2017年7月21日以來，國內成品油

零售價開啟了9次調價窗口，且全部兌現上調。

“雖然本輪零售價下調幅度有限，但零售價長

達半年之久的上漲之路終結，對終端用戶來說仍然

欣喜。並且，本輪下調適逢農歷春節，私家車外出

增多，出行半徑擴大，汽油消耗量加大，出行成本

可少量減少支出。同時，加油站仍有優惠，因此出

行壓力不大。但假期期間，物流運輸基本停止，柴

油價格小跌，對終端影響不大。”鄒雪蓮稱。

英國皇家炮兵團鳴禮炮英國皇家炮兵團鳴禮炮4141響響 慶祝女王登基慶祝女王登基6666周年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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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動物園年度盤點倫敦動物園年度盤點
企鵝乖乖排隊等待企鵝乖乖排隊等待““點名點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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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訊

■ 巴 德 鑫
（下）和王
芮力挫美國
隊。 新華社

■■于小雨于小雨//張昊日張昊日
前在花滑短節目比前在花滑短節目比
賽中賽中。。 法新社法新社

香港好手
張敬樂10日在
緬甸舉行的亞
洲公路單車錦
標賽42公里個
人計時賽中，
以 49 分 53 秒
649的佳績勇奪
金牌。港隊目
前已在今屆賽
事奪得1金5銀
2銅。圖為張敬
樂（中）與亞
軍、季軍選手
合影。
單車總會提供

王 者

冬奧誕首金冬奧誕首金 北歐雪上盡顯統治地位北歐雪上盡顯統治地位

今年是中國改
革開放40周年，相
繼展開的紀念活動
不少，體育界也不
甘寂寞，由粵港澳
合作促進委員會的

文化傳播委員會牽頭的名為“粵港澳
大灣區業餘足球聯賽”即將拉開戰
幔。賽事籌委會由中國足球名宿容志
行掛帥，香港體壇名人貝鈞奇擔任籌
委會名譽主席，比賽很強調“業餘”
性質，要保證是真正的業餘足球聯
賽。
對於中國足球，媒體的焦點都聚

焦於中超、亞冠、外援和資金上，而
忽略報道了內地不少地區和城市比
賽，其實已有不少具規模的業餘足球

聯賽在進行，國際足聯亦於最近向中
國內地的這些聯賽頒佈了嘉獎狀，但
媒體關注的並不多，這些聯賽將是中
國足球水平日後大幅提高的保證。
說回大灣區業餘足球聯賽，由

香港、澳門、廣州、深圳、珠海、佛
山、中山、東莞、肇慶、惠州和江門
組成的城市群將各派1支代表隊進行
主客場制比賽，聯賽積分最高的隊伍
為冠軍。可以想像屆時球隊間的互訪
將十分頻繁，對大灣區內的體育和文
化交流將十分有利。
香港將由公民代表角逐是項聯

賽，簡單而隆重的啟動儀式將於下月
在各地舉行，除關注外國、中超及香
港超級聯賽，此聯賽也將很值得球迷
期待。 ■資深體育記者 朱凱勤

香港飛猛隊贏馬術接力賽
“浪琴表香港馬術大師賽”10日在香港亞洲國際博覽館拉

開戰幕。由香港騎手何澤堯/黎嘉怡組成的飛猛隊在“馬會騎
師馬術接力賽”中力挫群雄奪冠。德國騎手丹尼爾．德瑟則擊
敗21名香港及國際選手，奪得焦點賽事“香港賽馬會金盃賽”
冠軍。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體壇
縱橫大灣區足球賽

中國冰壺混雙組合王中國冰壺混雙組合王
芮芮//巴德鑫巴德鑫1010日獲得平昌冬奧日獲得平昌冬奧
會冰壺混雙項目開賽以會冰壺混雙項目開賽以
來的第二場勝利來的第二場勝利。。目前目前
中國隊中國隊22勝勝33負負，，與韓與韓
國隊並列國隊並列88支隊伍中的支隊伍中的

第五名第五名，，晉級準決賽形勢依晉級準決賽形勢依
舊嚴峻舊嚴峻。。
據新華社消息據新華社消息，，中美之戰前中美之戰前

四局四局，，中國隊進攻質量欠佳中國隊進攻質量欠佳，，美國美國
隊表現出色隊表現出色。。四局戰罷四局戰罷，，中國隊以中國隊以
22：：33落後落後。。

第五局比賽第五局比賽，，中國隊王芮表現中國隊王芮表現
出色出色，，美國隊卻出現失誤美國隊卻出現失誤，，中國隊中國隊
將比分追平將比分追平。。第六局比賽第六局比賽，，中國隊中國隊
多次多次““旋打旋打””成功成功，，而美國隊在而美國隊在
關鍵時刻投壺失誤關鍵時刻投壺失誤，，中國隊以中國隊以
44：：33反超反超。。

第七局比賽第七局比賽，，美國隊再度將比分美國隊再度將比分
追平追平。。關鍵的第八局比賽關鍵的第八局比賽，，中國選手中國選手
配合默契配合默契、、頂住壓力頂住壓力，，最終以最終以66：：44險險
勝美國隊勝美國隊。。其後其後，，中國隊再接再厲中國隊再接再厲，，
以以1010：：55勝芬蘭勝芬蘭。。

本屆冬奧會開賽以來本屆冬奧會開賽以來，，這對中這對中
國組合一路磕磕絆絆國組合一路磕磕絆絆，，每一場比賽每一場比賽
都打得十分艱難都打得十分艱難。。

中國隊加拿大籍教練馬塞爾認中國隊加拿大籍教練馬塞爾認
為為，，冬奧會賽場上隊伍之間互有失冬奧會賽場上隊伍之間互有失
誤誤、、互有勝負這都很正常互有勝負這都很正常。“。“關鍵關鍵
在於把握細節在於把握細節，，在十分簡單的處理在十分簡單的處理
上不出現失誤上不出現失誤。”。”

1111日日，，中國隊將與挪威隊進行最中國隊將與挪威隊進行最
後一戰後一戰。。馬塞爾說馬塞爾說，，這場比賽關鍵在這場比賽關鍵在
於能否專注細節於能否專注細節，，打好每一球打好每一球。“。“隊隊
員們能做的只有專注自己員們能做的只有專注自己。。做好自己做好自己
之後之後，，就靜待結果吧就靜待結果吧。”。”

另外另外，，花樣滑冰團體賽經過花樣滑冰團體賽經過11日日
的休息後的休息後，，日前上演女單和冰舞的日前上演女單和冰舞的
短節目比拚短節目比拚。。按照冬奧會團體賽規按照冬奧會團體賽規
則則，，短節目積分前五的隊伍才能晉短節目積分前五的隊伍才能晉
級自由滑級自由滑，，中國隊首日兩場賽後暫中國隊首日兩場賽後暫
列第六列第六。。■■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陳曉莉

中國冰壺形勢嚴峻
花滑爭晉級

中國短道速滑三男將

平昌冬奧會10日在阿爾卑西亞越

野滑雪中心決出首枚金牌，瑞典選手卡

拉憑藉最後3公里的強勢表現，摘得越

野滑雪女子7.5公里+7.5公里雙追逐冠

軍。北歐在該項目上盡顯統

治地位，瑞典、挪威與芬蘭選手均有獎牌入

賬。而在冰上項目，中國軍團的“王牌之師”短

道速滑隊首次亮相，但成績差強人意，男隊在

1500米比賽全部無緣決賽；但女隊的范可新、

曲春雨和韓雨桐則在500米初賽強勢晉級。

10日進行的女子短道速滑500米初賽，中國共派出三名選手出戰。
曲春雨於第四組出場，她憑強勁的起跑
將韓國頭號主力沈錫希淘汰，以小組次
名衝線。英國名將克里斯蒂以42.872
秒破冬奧紀錄的佳績獲得第一名。
隨後登場的是索契冬奧金牌得主隨後登場的是索契冬奧金牌得主

范可新范可新，，一開賽便迅速壓制對手一開賽便迅速壓制對手，，並並
以由頭帶到尾的姿態以由頭帶到尾的姿態、、小組首名出小組首名出
線線。。

范可新 曲春雨 韓雨桐晉級
第六組第六組，，另一中國選手韓雨桐另一中國選手韓雨桐

披甲披甲，，但開賽未幾但開賽未幾，，同組的加拿大同組的加拿大
選手摔出賽道選手摔出賽道，，韓雨桐緊隨意大韓雨桐緊隨意大
利選手瓦爾切皮娜次名晉級利選手瓦爾切皮娜次名晉級。。

除女子除女子500500米初賽米初賽，，1010日還誕生短日還誕生短
道速滑首枚金牌道速滑首枚金牌。。在男子在男子15001500米項米項
目目，，上屆亞軍上屆亞軍、、中國名將韓天宇向獎牌中國名將韓天宇向獎牌
甚至金牌發起衝擊甚至金牌發起衝擊。。另外兩名選手武大另外兩名選手武大
靖靖、、許宏志為短距離選手許宏志為短距離選手，，15001500米力米力
拚決賽拚決賽。。韓國隊擁有集團優勢韓國隊擁有集團優勢，，三名選三名選
手黃大憲手黃大憲、、林孝俊林孝俊、、徐一拉實力強勁徐一拉實力強勁。。

首輪初賽首輪初賽，，韓天宇和許宏志通過韓天宇和許宏志通過
優先權晉級準決賽優先權晉級準決賽，，武大靖小組第三晉武大靖小組第三晉
級級。。但在準決賽但在準決賽，，中國隊三名選手全部中國隊三名選手全部

被分同一小組被分同一小組。。武大靖位於第武大靖位於第66道道，，韓韓
天宇位於第天宇位於第77賽道賽道，，許宏志第許宏志第88賽道賽道，，
同組的還有韓國的林孝俊同組的還有韓國的林孝俊、、法國選手勒法國選手勒
帕普帕普、、匈牙利選手劉少昂匈牙利選手劉少昂，，韓國選手黃韓國選手黃
大恒及荷蘭選手德拉特大恒及荷蘭選手德拉特。。

比賽開始後比賽開始後，，武大靖取得領先位武大靖取得領先位
置置，，韓天宇也在第二圈領滑韓天宇也在第二圈領滑。。中國軍團中國軍團

在在44圈過後領先優勢被韓國選手黃大恒圈過後領先優勢被韓國選手黃大恒
奪走奪走。。之後武大靖被對手撞出賽道之後武大靖被對手撞出賽道，，韓韓
國選手隨即牢牢地守住了第一國選手隨即牢牢地守住了第一、、第二第二，，
林孝俊和黃大恒最終將優勢守到最後林孝俊和黃大恒最終將優勢守到最後。。
中國代表團三名選手均無緣爭冠組決中國代表團三名選手均無緣爭冠組決
賽賽。。最終金牌落入韓國選手林孝俊手最終金牌落入韓國選手林孝俊手
中中。。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陳曉莉

■■韓天宇韓天宇（（左左））在在15001500
米首輪初賽摔倒米首輪初賽摔倒。。 美聯社美聯社

■■武大靖武大靖（（66號號））被對手被對手
撞出賽道撞出賽道。。 法新社法新社

■范可新（右）500米
預賽小組首名衝過終
點。 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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