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燒 Hibachi 自助餐廳
享受美味與藝術的美食饗宴
食物新鮮、種類豐富又經濟實惠
大休斯頓地區最大中西合璧式自助餐廳
02.15.2018

貸 動商機 成功起點
賺 到未來 攜手同行

東 雲 閣

● 前紐約稻香村、
金豐酒樓大師傅親自上場

誠懇的態度 專業的服務

東雲閣同仁恭祝僑胞新年快樂

．SBA 7 (a)和 504 小型商業貸款
．商業自用房地產貸款

全天點心

．一般產業地產貸款

歡樂套餐 $188.98

精選套餐 $228.98
另有豪華套餐

(Owner Occupied Commercial / Real Estate Loans)

道地港式茶點
海皇豆腐羹
雜錦點心併盤
西芹花枝鷄柳
西汁蜜桃蝦球
脆皮玉子豆腐

瑤柱貴妃雞
港式咕咾肉
香酥龍利魚
冬菇扒菜膽
本樓炒飯

蟹肉魚肚羹
西汁蜜桃蝦球
北京片皮鴨
XO 醬雙龍蝦
瑤柱貴妃雞

京都肉排
清蒸大龍利
上湯豆苗
本樓炒麵
鮑魚海参扒菜膽

百餘種點心任您享用
有特惠午餐、晚餐
有特價Lunch Special
享用美食可以積分!

地址: 9888 Bellaire Blvd., # 106, Houston, TX 77036 (位於黃金廣場)
電話: 713-360-6095 ●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五:10am-9pm 週六/週日:9am-9pm

誠請
熟手點心助理
R03-東云閣點心城1234567C_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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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X 75081
972-301-5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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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奧斯汀分行
11220 N. Lamar Blvd.
Suite A100
Austin, TX 78753
512-834-8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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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商場持刀襲擊 1 死 12 人傷
物中心發生持刀襲擊
，一名男子持刀行兇
，造成一名女子死亡
，另有 12 人受傷。
北京警方在一份簡
短聲明中說，他們拘
留了一名男子，該男
子是在北京西單地區
的購物中心大悅城
(Joy City Mall 西單
北 大 街 131 號) 下 午
早些時候發動襲擊的
。
警方說，襲擊發生
後
， 三 名 男 子 和 10
2018 年 2 月 11 日，在中國北京西單大悅城購物中心外
在中國北京西單大悅城購物中心外，
，持刀行兇案件
名女子被送往醫院，
發生之後，
發生之後
，警察正巡邏
警察正巡邏。
。(Jason Lee/路透社
Lee/路透社))
一名婦女因傷勢過重
【美中頭條編譯報導/ 鄧潤京】(路透社北
死亡。其余的都有望恢復。
京 2 月 11 日訊) 周日，中國首都北京的一個購

警方說，他們在處理這起事件時行動迅速
，並確認被拘留的男子是來自河南省的 35 歲的
朱姓男子。他們說，這名男子已經承認實施襲
擊是為了“表達他的不滿”，但沒有詳細說明
。
北京廣播電台在他們的微信報道中展示了
在商場部分的地板上濺滿鮮血的照片，還有至
少一名傷者被從現場帶走。
與許多其他國家相比，暴力犯罪在中國是
罕見的，特別是在安全戒備森嚴的主要城市。
但近年來發生了一系列的用刀和斧頭的襲擊事
件，很多都是針對兒童。
2015 年，警方逮捕了一名揮舞劍的男子，
他在北京時尚的三里屯購物和娛樂區殺害了一
名中國女子，並傷害了一名法國男子。
這種攻擊經常歸咎於精神疾病患者或有個
人恩怨的人。刀是最常用的，因為中國的槍支
管制非常嚴格。
不過，中國政府也將矛頭指向了新疆地區

暴力頻發的新疆地區的武裝分子。中國政府表
示，新疆面臨著伊斯蘭主義叛亂，加劇了中國
對此類事件的警惕。
2014 年，中國西南部昆明火車站發生持刀
襲擊事件，造成 31 人死亡，政府稱這是新疆武
裝分子所為。警方當場擊斃了四名襲擊者。

2018 年 2 月 11 日，在中國北京西單大悅城購物
中心外，
中心外
，持刀行兇案件發生之後
持刀行兇案件發生之後，
，街上布滿警
車。(Jason Lee/路透社
Lee/路透社))

DNA 新技術幫助破獲陳年老案
【美中頭條編譯報導/ 鄧潤京】（ABC 新聞網布萊恩 BRYAN，德州(KTRK)2 月 12 日訊）1981 年 12 月 1 日，房地產經紀人
維吉尼亞•弗裏曼（Virginia Freeman）在她布萊恩（Bryan，
TX）的房地產辦公室打了個電話，不到一小時之後，她就死了
。
蘇珊利文斯頓（Susan Livingston）指著一幢白色的磚砌辦
公樓說。兩人在 36 年前一起工作。在弗里曼接電話的那天，利
文斯頓不在辦公室，但其他同事都在。當時有幾名婦女向警方報
案，稱打電話來的人有“鄉村口音”。他說他有 7 萬 3000 美元
的現金，想要在遠離城鎮的地方買一棟房子。
弗里曼想要做這單現金銷售。她打電話給她的孩子們，告訴
他們她晚點回家，然後開車上了大學城（College Station）的格
林草原路（Greens Prairie Road）。
從此，弗里曼的兒子和女兒再也沒有見過他們的媽媽。
這名 40 歲的死者被刺傷頸部 11 次，被人勒死，並被人用石

警察局長克裏斯柯克接受訪問。
警察局長克裏斯柯克接受訪問
。

ABC 新聞網記者進入證物室
新聞網記者進入證物室，
，近距離觀察弗裏曼案件新進展
近距離觀察弗裏曼案件新進展。
。
並展示了通過技術手段得兇手的預測臉。
並展示了通過技術手段得兇手的預測臉
。
頭砸死。她被遺棄在她試圖出售的房子後面。
“甚至直到今天，我仍然堅持的是，它依然震驚我們的社區
，”布拉沃斯縣（Brazos County）警察局
長克裏斯•柯克(Chris Kirk) 說。
距離案發的時間由幾周變成了幾個月，由
幾個月變成了幾年。此案仍是無頭公案。
到了新技術出現的今天，有希望破案了。
在弗里曼 Freeman 的指甲下發現的 DNA
剛剛被稱為：Parabon Snapshot DNA 的新
技術重新檢測。這項技術的特點是，它能生
成一張殺手臉部模樣的圖片。
房地產經紀人維吉尼亞•
房地產經紀人維吉尼亞
•弗裏曼
弗裏曼（
（
ABC 新聞網記者進入證物室，近距離觀
Virginia Freeman）。
Freeman）。

察弗里曼案件新進展。並展示了通過技術手段得到弗里曼殺手的
預測臉。
新的 DNA 技術被應用於生成當事人照片的另外一個例子發
生在蓋爾維斯頓（Galveston）。據 ABC 新聞網蓋爾維斯頓 2 月
9 日報道------蓋爾維斯頓縣警方使用新的 DNA 技術來生成一
個婦女的圖片，她在 1988 年時被發現被斬首。
調查人員報告說，1988 年 4 月 1 日，在蓋爾維斯頓島州立公
園（Island State Park）發現了一具被斬首的年輕女性屍體。她
被發現時只穿了胸罩、內衣和裙子。據信這名婦女年齡在 15 到
25 歲之間。
通過 DNA 的技術手段，能夠預測受害者的祖先，眼睛顏色
，頭發顏色，膚色，雀斑和臉型。
“這不僅對身份不明的受害者有好處，它還可以用於案件的
嫌疑人，” 探員德里克•加斯特德（Derek Gastard）說。“如
果一名嫌疑人留下某種體液，我們就可以把 DNA 從那裏提取出
來，然後送到帕拉伯
納(Parabon NanoLabs)
那裏，他們就可以合
成出與嫌疑人長得很
像的圖片。”
如果有關於這個
女人身份的任何信息
， 請 聯 系 警 方 (409)
765-3762。
圖為案發地點。
圖為案發地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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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普降大雪交通受阻 巴黎民眾市區內滑雪

展出 10克
2 拉白鉆
蘇富比拍賣行
超閃亮 !

法國西北部多地積雪厚達 7 至 13 厘米，巴黎大區壹夜間積雪 12 厘米。巴
黎警察局表示，上壹次路面積雪達到 12 厘米厚的情況要追溯到 1987 年。受
大雪影響，巴黎地標艾菲爾鐵塔全天關閉。圖為民眾穿戴好裝備，在巴黎蒙
瑪特山滑雪。

壹顆 102.34 克拉無暇白鉆在倫敦蘇富比拍賣行展出，預估價達
3370 萬美元。

巴黎舉行古董車展
經典老爺車組豪華陣容進行拍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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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人倉無人車無人機
人工智能對物流改造成果如何？
人工智能對物流改造成果如何
？

“今天，快遞物流公司進入了壹
個全新的轉型階段，引領物流行業這
場爆發式裂變的不僅僅是模式和資本，
更是人工智能、雲計算等新興技術。”
順豐集團首席技術官兼順豐科技首席
執行官田民說。
在這個物流行業劇變的時代，京
東啟用無人分揀中心、菜鳥網絡用無
人機跨海送貨、蘇寧力推物流雲倉……
目前，人工智能對物流行業改造成果
如何？記者對此進行了采訪。
裝卸搬運、分揀包裝、加工配送
實現自動化、智能化
走進京東昆山無人分揀中心，龐
大的六軸搬運機器人負責用吸盤將貨
箱重新碼放；AGV（自動導引運輸車）
小車利用地面貼著的二維碼導航來搬
運貨架；小件分揀時，貨架穿梭車從
兩排貨架上將裝有商品的貨箱取下，
放上傳送帶供分揀機器人分揀；揀選
機器人利用 3D 視覺系統，從周轉箱中
識別出客戶需要貨物，並通過工作端
的吸盤把貨物轉移到訂單周轉箱中，
揀選完成後，通過輸送線將訂單周轉
箱傳輸至打包區。
整個分揀中心實現了真正的無人
化，且效率大幅提升。據介紹，京東
昆山無人分揀中心作業效率為 9000 件/
小時，在同等場地規模和分揀貨量的
前提下，可以節省 180 人。
在分揀中心，人工智能遊刃有余，
走出倉庫，人工智能借助無人機等設
備參與最後壹公裏派送。相對於封閉
的倉庫環境，戶外環境要復雜得多，
應用人工智能技術的門檻更高。2017
年 10 月，菜鳥網絡公開進行無人機群
組試驗，滿載 6 箱貨品，耗時 9 分鐘，

飛越近 5 公裏的海峽，為農村淘寶提
供物流服務。這是國內首次完成無人
機群組跨海快遞飛行。
京東則在無人機飛控調度中心、
飛服中心、研發中心、制造中心等壹
系列配套技術與設施落地後，於 2017
年 6 月 28 日宣布其無人機送貨正式進
入常態化運營。
順豐對無人機寄予了更高的期望，
其與合作夥伴研發出業載達到 300—
2000 公斤、續航能力達到 500—2000
公裏、巡航速度 200—300 公裏/小時的
大型物流無人機，以期未來能補充其
支線物流運營能力。
2009 年，物流業提出智慧物流概
念，人工智能對物流業的改造逐步開
啟。物流公司方面，順豐2016年研發投
入達5.6億元，到2017年5月順豐在無人
機領域專利數量達64項。通達系也開始
註重物流科技和人才的投入，轉運中心
信息化、自動化程度逐步提高。
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人工智能
助力物流行業突破瓶頸
“傳統物流有較保守的生產線，
較正規的運輸線，各個環節都需要人
工值守的倉庫，彼此之間相對獨立而
封閉，耗費大量不必要的人力、物力、
財力、時間，成本巨大、效率低下。”
矽谷人工智能專家王亞莉說，相比傳
統物流，人工智能將帶來人力成本的
節省、周轉效率的提高。
裝卸搬運是物流系統中最基本的功
能要素之壹，存在於貨物運輸、儲存、
包裝、流通加工和配送等過程中，貫穿
於物流作業的始末，物流機器人的應用
直接提高了物流系統的效率和效益。
以蘇寧南京雲倉的 AS/RS 自動托

盤堆垛設備為例，其效率是傳統高位叉
車的4—5倍，而且不需要人員操作，就
能實現整托商品的自動上下架。“機械
化設備的投入，大大地減少了人力需
求，降低了人力成本和管理難度。”蘇
寧物流研究院副院長孟雷平說，未來10
年內，機器人解決方案有望節約20%到
40%的裝卸、搬運成本。
再比如，順豐與騰訊雲合作，實
現人工手寫漢字的圖像識別。而在這
之前，順豐雇用了 8000 名輸單員來輸
入手寫運單信息。
在效率方面，壹方面，“通過大
數據分析和機器學習，可實現依據歷
史數據對現有作業流程和庫內規劃的
不斷優化提升，”孟雷平說，另壹方
面，人工智能技術能帶來運輸路徑的
優化，提高配送效率。得益於人工智
能的加持，2017 年“雙 11”，菜鳥聯
盟僅用時 2.8 天就將第壹億個包裹送到
消費者手中，相比 2016 年再減少 0.7
天；“雙 12”，僅用 15 小時就送完
2016 年全天的包裹量。
此外，“人工智能還將帶來服務質
量的提升。”孟雷平說，信息化手段的
使用可做到作業全程可追蹤、過程可控
和結果可預測，將運作中許多不可控因
素排除在外，確保物流運營的質量。
重組生產要素、重構運作流程、
形成新物流生態，AI+物流未來可期
未來，人工智能與物流的結合將
走到怎樣的程度呢？
——智能設備重組物流生產要素。
南京郵電大學現代郵政學院、現代郵
政研究院院長孫知信表示，智能硬件
設備研發將使物流行業從人工分揀向
自動化、智能化方向快速發展，智能
感知技術、信息傳輸技術，機械臂、
機器人、自動化分揀帶、無人機等智
能硬件設備將在物流運作各個環節廣
泛應用。
—— 智 能 計 算 重 構 物 流 運 作 流
程。尤其是智能物流雲平臺的建設，
孫知信分析，其將實現對供應鏈、實
體物流的數字化、智能化、標準化和
壹體化綜合管理。以綜合物流為出發

點， 應用現代人工智能技術及物
流技術， 使得供應鏈整體各環節
的信息流與實體物流同步， 產生
優化的流程及協同作業，實現貨物
就近入倉、就近配送， 提升產業
鏈效能。
——形成全新的物流生態系統。
在人工智能的協助下，多式聯運高效
運輸將得到實現。通過人工智能、雲
計算、大數據、物聯網等技術，可實
現集鐵路、公路、航空“三位壹體”
的智慧多式聯運。依托鐵路網絡、公
路網絡、航空網絡、水運網絡及實體
物流園區， 充分利用雲計算、大數
據、物聯網、人工智能等技術，為線
上線下物流運輸、倉儲配送、商品交
易、金融服務、物流誠信等業務提供
壹站式、全方位服務， 形成覆蓋線
上線下的物流生態系統， 積極服務
經濟社會發展。
然而，對傳統物流企業而言，人
工智能的改造是機遇，更是挑戰。
“數據、場景、技術是人工智能
的核心要素，三者缺壹不可。”田民
說。
然而，目前物流行業“與智能物
流相關的物流大數據、物流雲等智能
基礎數據收集和感知設施與實際需要
還有較大差距，物流互聯網的覆蓋度
和精確度尚顯不足。”孟雷平說。
技術來源於人才，“順豐具備海
量的數據，豐富的業務場景，壹大
堆實實在在的問題，最需要的是技
術和人才。”田民說。孫知信對此
持 相 同 觀 點 ， “ 物 流企業專業人才
和綜合型人才匱乏，極大影響了物流
行業發展。”
此外，物流標準化和誠信體系
的缺失也成為制約因素。孟雷平分
析，人工智能與物流結合的有效運
轉建立在共同的標準和協議基礎上，
然而目前數據編碼、傳輸單據、承
載單元等都存在著巨大的差異。同
時，人工智能的運用打破了物流傳
統熟關系模式，維系眾多陌生關系，
形成常態市場交易，亟待建立社會
化誠信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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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肅特色產品出口量逆勢增長
將技術促質提國際競爭力

綜合經濟

綜合報導 記者從甘肅出入境
檢驗檢疫局獲悉，去年甘肅特色產
品出口量逆勢增長，出口蘋果 11.87
萬 噸 ， 貨 值 1.22 億 美 元 ，同比
分別增長55.3%和53.3%，熟制南瓜
子出口額同比增長 36 倍。而在今
年，該局將通過技術幫扶促質量提
升，以形成質量和品牌競爭新優
勢，增強“隴貨”國際競爭實力。
甘肅出入境檢驗檢疫局局長
王松青在日前甘肅檢驗檢疫工作
會議上介紹，從外部環境看，甘
肅正加快推動質量變革，借力
“壹帶壹路”建設，推進大通道
大平臺大通關建設，加快培育外
貿競爭新優勢，快速形成全面開
放的新格局以及發展現代農業，
構築生態安全屏障。
“這些重大政策和決策部署
與檢驗檢疫部門的職能密切相
關，為甘肅檢驗檢疫事業帶來了
難得的發展機遇，提供了廣闊的
發展平臺。”王松青說，隨著甘
肅進壹步擴大開放，口岸疫情疫
病防控壓力越來越大、動植物疫
情疫病傳播途徑更加復雜、進出
口商品質量安全問題還時有發生
，保障國門安全的責任越來越重。
王松青坦言，甘肅經濟總量小，開放度不
高，發展不充分、不平衡的問題依然突出，出
口產品核心競爭力不強。從自身來說，還存在
檢驗監管資源有待優化、檢驗監管方式有待創
新、技術支撐能力較為薄弱等問題。
對此，甘肅出入境檢驗檢疫局將主動對接
戈壁農業、隴藥產業、特色林果業、畜牧業等
重點產業發展規劃，以及蘋果、洋蔥、種子種
苗、高原夏菜、道地藥材等大宗出口商品，組
織開展質量狀況調查、質量比對和會商會診，
督導企業研究制定質量問題解決方案，攻克壹
批長期困擾產品質量提升的關鍵共性技術。
同時，制定重點產品質量提升計劃，有針
對性提出質量安全分析報告，引導地方政府、
有關部門和廣大企業加大質量投入，提高產品
質量水平。依托“省級中小企業公共服務示範
平臺”，加強與科研機構、企業對接溝通，開
展實驗室設施和設備共享，落實服務企業優惠
政策，為中小企業發展提供公共技術服務。
王松青稱，該局將積極推動建立多部門共
推農業開放、共促農產品出口的工作機制，形
成推動農業提質增效擴大開放的合力，力爭培
育 1—2 個出口額 1 億美元以上的產業。繼續加
大轄區出口企業向“壹帶壹路”沿線國家官方
推薦註冊力度，及時指導企業完善軟硬件設施，
助推甘肅特色產品順利進入國外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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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鄉輝縣百泉湖“甘泉之父”

北京頤和園是乾隆皇帝到過百泉湖之後，
北京頤和園是乾隆皇帝到過百泉湖之後
，仿照百泉湖建造的
仿照百泉湖建造的。
。輝縣百泉
輝縣百泉，
，因湖底泉眼無數而得名
因湖底泉眼無數而得名。
。泉水甘冽
泉水甘冽，
，清澈見
底，志書上有
志書上有“
“甘泉之父
甘泉之父”
”的稱謂
的稱謂，
，其開鑿距今已有 3,000 多年的歷史
多年的歷史，
，是中國最古老的泉水
是中國最古老的泉水。
。今天的百泉已經成為百泉湖
景區的一部分，
景區的一部分
，而且
而且，
，經過魏晉孫登
經過魏晉孫登、
、北宋邵雍
北宋邵雍、
、蘇軾
蘇軾、
、南宋岳飛
南宋岳飛、
、清朝乾隆
清朝乾隆、
、清末袁世凱
清末袁世凱、
、徐世昌等名人的映襯
徐世昌等名人的映襯，
，百泉湖
景區的人文古蹟更是中原的一道奇觀，
景區的人文古蹟更是中原的一道奇觀
，無愧
無愧“
“中州頤和園
中州頤和園”
”的美稱
的美稱。
。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戚紅麗 新鄉報道

泉湖景區在河南新鄉輝縣市西北，如果不是身臨其
百境，很難想像南方風格的亭台樓閣、碧水假山能夠

出現在中國的北方。百泉湖起源於商代，成熟於唐宋，
完備於明清，景區風格兼具了南方的玲瓏雅致和北方的
雄渾厚重。這種風格融合在北方園林中是很罕見的。
據輝縣市旅遊局局長郎獻忠介紹，百泉湖是河南唯
一、中國北方重要的、真山活水古典園林，開鑿於3,000
多年前的商代。經過這麼多年的歲月變遷，然而由於環
境惡化，從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百泉湖水位不斷降低，
幾近乾涸。由於去年新鄉市那場著名的洪澇，百泉湖水
才恢復了一部分。也因此，記者才能夠目睹百泉湖的盛
景。百泉湖是整個景區的核心，而圍繞百泉湖，是不勝
枚舉的人文景觀。可以說是中央的湖水賦予了整個景區
靈氣；而湖周圍的人文古蹟又增加了景區的厚重。

■始建於元代的清暉閣
始建於元代的清暉閣。
。

■兼具南北風格的亭台樓閣
兼具南北風格的亭台樓閣。
。

雲礄貫兩邊 亭台遍湖面
沿石橋走上湖面，首先看到的一塊
充滿孔洞、形狀像雲的石頭，相傳是大禹治
水時從河底清淤時挖上來的，實際上道光年
間清理百泉湖時發現的，因其形狀像雲取名
“雲石”，並刻上“且莫飛去”等字樣。同
時，由於湖面上橋全部是石頭，且湖水常年
保持17℃-20℃的水溫，冬季走在湖上有騰
雲架霧的感覺，故連接陸地和湖面的橋被命
名為“雲礄”。礄，是石橋和地名的專用

遠望蘇門山 相像萬壽山

字，被用在此處，足見古人選字的獨具匠
心。湖上還有洗心亭和釣魚亭。洗心亭寓意
為人在亭子裡洗臉後，神清氣爽、忘卻煩
惱，好像心被洗過一樣；釣魚亭的命名則是
因為乾隆皇帝。乾隆皇帝南巡的時候，曾在
此駐紮數日，他的母親喜歡吃湖裡的魚，乾
隆為表孝心，常在湖中亭子裡為母親釣魚，
亭子就命名為“釣魚亭”。沿湖一周還有
“湧金亭”、“噴玉亭”、“靈源亭”、
“下馬亭”，當年，到訪此地的蘇軾曾題下
“蘇門山湧金亭”的字跡。
除了百泉湖，景區內最著名的就是蘇
門山，以及沿湖一周的古蹟邵夫子祠、碑
廊、衛源廟、孫登嘯台，還有湖東岸邵雍所
建的太極書院。在蘇門山與百泉湖加起來
70.5萬平方米的整個景區內，有出現於不同
朝代的93處名勝200餘間古建築，無法一一
列舉。
■蘇門山

■清代人所書
清代人所書“
“秘啟苞符
秘啟苞符”，
”，
位於邵夫子祠一側。
位於邵夫子祠一側
。

■邵夫子祠的古老院落
邵夫子祠的古老院落。
。

歷代文人詠百泉
理學宗師邵夫子
從西門進入景區，圍繞湖
水漫步，第一處古蹟便是邵夫
子祠。邵夫子祠是明代輝縣知
縣張錦為紀念邵雍所建，清道
光年間增建。宣統二年（1910
年）袁世凱、徐世昌於北側添
建廂房四間，祠內植有桃、
竹，為邵雍親手所植，故又名
“桃竹園”。走進祠堂大門，
滿院綠蔭。直走便是正殿、拜
殿，南北兩邊各列廂房。正殿
塑邵雍坐像，拜殿正中懸“擊
壤亭”匾，兩側有朱熹撰、徐
世昌書“駕風鞭霆”及愛新覺
羅．成孚書“秘啟苞符”二
匾，正殿偏側有碑刻數塊。
邵雍在旁邊的蘇門山上創
辦太極書院，廣招弟子。當時
易學學派林立 ，邵雍獨樹一
幟，創立百源學派，又與周敦

■碑廊外立的
“乾坤正氣
乾坤正氣”
”碑
頤、程頤、程顥等共同創立北
宋理學，成為一代理學宗師。
除了邵夫子祠，碑廊是景
區內不可不看的一個去處。碑
廊內的石刻上，留有歷代文人
的真跡，他們都是在途經百泉
或者慕名來訪時，有感於百泉
“北國小西湖”的美景，發自
內心的感慨。碑廊內共有 231
塊石碑，都是古人所刻，最晚
的石碑刻成時間也在民國。這
些石碑上保留了岳飛、乾隆、
鄭板橋、唐伯虎、文徵明、袁
世凱、徐世昌等人的墨寶，以
及元明清 12 個文人雅士合寫的
十二扇面。這些人大多是折服
於百泉湖的靈動和美景。

■文、圖：秦江月

拍拖放閃選赤柱
香港的快節奏是出了名的，無
論是中環的白領，還是維港、淺水
灣的遊客，個個步履匆匆，好在香
港也有她懶洋洋的一面。
來到赤柱，便有種遠離香港的
感覺，這裡可以紓緩人心、洗刷疲
憊，可以拖愛人的手漫步徜徉。
這裡的建築不再高樓林立，這裡的
遊人不再走馬觀花，只見一家大小
廣場嬉戲遛狗，情侶石堤依偎靜待
日落，在此談情說愛，你儂我儂，
再合適不過。

空中情人觀景台
赤柱廣場空中情人觀景台類似
巴黎曾經的“心鎖橋”，戀人們
在觀景台上亦有表達愛意的獨特
方式。觀景台旁的雪糕店擺放

五顏六色的情人卡和熒光筆，遊
人可免費自取，寫上一句祝福或
一段情話，然後繫到觀景台的欄
杆上，以期心願成真。在這依山
傍海的觀景台上表達愛意，算得
上是“海誓山盟”了吧！觀景台
旁有個不錯的公共露天陽台，桌
椅齊全，可以喝杯咖啡，吃個雪
糕，稍作休息。

維多利亞風情的美利樓
從赤柱廣場一出來，美利樓很
是搶眼，原址位於港島中環，後搬
遷至此，可謂是香港歷史最悠久的
建築之一。西式的圓柱，中式的瓦
頂，充滿了維多利亞時期的色彩，
也正是因此，人們每每經過，都會
情不自禁地停下腳步拍照留念，美

利樓更成為影婚紗相的
取景聖地。
緊鄰美利樓的卜公
碼頭，見證了香港近百
年歷史，現時只提供往
返香港仔和蒲台島的輪
渡服務。扶碼頭的護
欄，望無際的大海，
海風拂面，心裡浮起一種莫名的舒
暢和開闊。望遠處貨輪緩緩行
駛，看鳥雀匆匆歸巢，在這座充
滿記憶的碼頭，細味香港時代變
遷，別有一番滋味。
赤柱市集算得上是赤柱最熱鬧
的地方，這裡有各式小商店及攤
位，出售皮製、絲質、羊毛和綿質
衣物，還有工藝品、腕錶及紀念品
等，多為原居民經營，遊客都愛到

■ 在情人觀景
台上，
台上
， 邊吃雪
糕邊賞美景也
別有情趣。
別有情趣
。

■赤柱的空中情人觀景台
赤柱的空中情人觀景台。
。
這裡來尋寶。
逛過市集，可以到海濱酒吧選
一個露天位置坐下來，點上一杯啤
酒、一道小吃，聽聽海浪，看看海
天一色的風光，好好感受赤柱的小
鎮氛圍。到了黃昏時分，再普通不
過的海旁石堤卻成為最具人氣的地
方。觀賞日落的男男女女相互依
偎，又或背靠背，深情款款，彷
彿期許“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每年的元宵佳節都會舉行台灣燈
會，今年由3月2日至11日，就在台灣嘉
義縣縣政府前暨故宮南院周邊舉辦，主
燈（忠義天成）造型已經於上月對外發
表，並將在農曆元宵節當天於嘉義故宮
南院正式點燈。台灣觀光局表示主燈總高度
為21公尺，由“中研院”曾永義院士命名為
“忠義天成”，造型設計以孩童的笑顏與忠
義相伴的台灣犬佇立於阿里山雲海山巔，象
徵展望過去、佇立現在、眺望未來，讓世界
看見台灣。主燈正式點燈後猶如一個大燈
籠，透過全新 4D 折射方式展現光柵片視
效，以及2萬組以上之燈光迴路系統，呈現
千變萬化之光學奇幻美景。
而且，每年最受小朋友期待的小提燈，
取名叫達力狗，期待狗年，旺旺如意，GO
幸福！設計師把小提燈打造成像玩偶般可愛
討喜，提把設計成可愛狗屋造型，輕輕擺動
便會快樂奔跑，模樣可愛逗趣，另外小狗肚子也設
計狗腳印刀模，小朋友夜晚提燈，地上便會出現小
狗腳印，恍若小狗一同漫步嬉鬧，歡度元宵佳節。
台灣觀光局也特別針對外地旅客贈送每位2018
達力狗小提燈、限量版小禮品及觀禮台券各1份（觀
禮台券開、閉幕當日不可使用），凡於活動期間每
日下午4時至晚上9時，至台灣燈會活動現場兌換處
出示個人護照或相關入境證明即可領取，數量有
限，換完為止。
今屆台灣燈會將會結合觀光、科技、文化及藝
術，展現在地與全球化、傳統與現代化、民俗技藝
科技化等特點及創新能量，分為5大主題燈區。一、
傳統藝術區︰嘉義“六大主題”——展現嘉義特
色；二、“國際”友誼燈區︰其他地區一同參與盛
事，展出富有各地特色的花燈；三、大地藝術燈
區︰以愛之都藝術及海灣旅遊主題；四、歡樂燈
區︰挑選小朋友最喜愛的卡通造型；五、創新燈
區︰以日出作為此區主題塑造。
同時，台灣觀光局駐香港辦事處特別結合香港
騰龍攝影會舉辦“2018 台灣燈會在嘉義—攝影比
賽”，活動分為手機組及非手機組，凡於台灣燈會
期間親臨現場拍攝，於返港後（3月31日前）登入
活動網頁上傳參賽相片（以 2018 台灣燈會為題
材），並填寫參賽者及作品資料即可參賽，就有機
會獲得專業攝影器材、香港—台灣來回機票及住宿
等大獎。
■文、圖（部分）︰雨文

2018

■今年台灣燈會在嘉義舉行
今年台灣燈會在嘉義舉行。
。

農創再生燈區吸睛

在湖面上沿拱橋走到最高處，向北
望，正對面是著名的蘇門山。蘇門山的出
名，是因為晉代時名士孫登曾在此隱居，而
另一位名士嵇康到這裡拜訪他，兩個人沒有
交流，只是長嘯。後人還為此修建了著名景
點“嘯台”。在遠望蘇門山時，導遊告訴我
們，頤和園是乾隆到了百泉湖之後，仿照百
泉湖所建。它們中間確實能找到許多相似之
處。昆明湖對照百泉湖、萬壽山對照蘇門
山，由於乾隆對邵雍非常推崇，而頤和園中
也有一個原址在百泉湖景區內的邵窩殿。

閒遊
香港

■百泉湖景區神似頤和園
百泉湖景區神似頤和園。
。

■去年台灣燈會在雲林舉行

台灣燈會在嘉義

中州頤和園乃北京頤和園的原型

旅遊
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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暌違 11 年，台灣燈會再次由嘉義縣主
辦，並規劃“陸、海、空”燈藝展示，其
中，位於 168 縣道與太子大道間的“農創
再生燈區”，數座大型燈組已逐漸成形，
其中有用茶葉和蚵架創作的燈組，最具特
色。
嘉義縣長張花冠表示，“農創再生燈
區”設計四大主題燈組，分別展現嘉義縣
山、海、平原及農村再生社區文化等農業
特色，其中“人在草木間”竹編燈長達 30
公尺，由藝術家林純用巧手編織而成。林
純用指出，這件裝置作品由一心二葉及茶
珠意寓茶葉的生命史，同時以茶席設置完
整鋪陳出精緻的茶農文化意象。
嘉義縣副縣長吳芳銘表示，藝術家黃
文淵創作“海波浪”燈組，以抽象形式呈現漁民
與海搏鬥、共生的漁村生活狀態，讓民眾可以穿
梭燈組間，彷彿悠遊海中，將為台灣燈會帶來新
亮點。黃文淵說，“海波浪”燈組主體利用曾經
是蚵架的漂流竹為結構，外覆手染布及熒光畫
作，只要透過燈光變化，就可呈現海浪流動景
象。吳芳銘指出，“農創再生燈區”透過在地藝
術家創作，不僅突破傳統，展現藝術與科技，更
能代表嘉義縣特質。
■文、圖︰中央社

■大型竹編
燈“人在草
木間”
木間
”是由
藝術家林純
用（左）打
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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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查理的銀幕傳奇故事

第二章
第二
章 2-2

作者：（美國） 梧桐
[ 版 權 © 作 者 所 有 ， 轉 載 請 聯 系
gpren2001@qq.com]
1931 年福克斯電影公司讓奧蘭演《陳查
理陳再接再厲》(“Charlie Chan Carries on”)
（的主角陳查理。當比格斯獲知奧倫將出演
陳查理的時候, 他寫信給他的發行人, 希望他
明白陳查理是哪一類角色, 他不是奧倫演過
的險惡的傅滿洲。比格斯當時是想推薦讓張
阿平參演陳查理。張阿平拒絕了。發行人知
道奧倫的實力，雖然奧倫演戲聲音軟和、彬
彬有禮，和比格斯的原型風格不同，但是他

的睿智風趣的語言和推理能保留了小
說的風格。現在他被認為出演《陳查
理再接再厲》這部電影的不二人選。
雖然如此，但事情也不是那麼的順利
成章，因為奧倫習慣於演東方的反派
，而陳查理卻是東方的智慧型的正面
角色。他需要從反面角色的舊型中轉
型。陳查理在白人讀者心中早已是定
格的華人英雄。他的智慧、舉止、和
魅力也早就定型。奧倫需要一反自己
華人反派角色的形象，轉型彬彬有利
的睿智的正面角色，華人英雄。福克
斯對奧蘭有百分百的信心。這部電影
完成後成為了最受歡迎。可惜的是福
克斯沒有保留原版的電影。票房成績
讓奧倫成為一個大明星，牢牢地將奧
倫定格在東方的角色上。福克斯的判
斷沒有錯。票房飄紅。
1932 年，奧倫受導演喬瑟夫.馮.斯泰恩
伯格（Josef von Sternberg) 的邀請出演他的最
佳電影《上海快車》(“Shanghai Express”)。
在這部電影裏，他和黃柳霜、馬琳.狄特裏奇
（Marlene Dietrich) 演對手戲。
1932 年比格斯出版了第六本關於陳查理
故事小說《鑰匙保管人》(“ Keeper of the
Keys)。這也是比格斯最後的一部小說。奇怪
的是，這本小說是比格斯為舞台劇而寫，卻
沒被拍成電影。1933 年就收了場 。也許正是

因為這麼低的上座率福克斯沒有買斷電影
權。
這時的奧倫，演戲生涯如日中天，每天
過著兩重生活。他繼續在《龍女》(Daughter of Dragon) 中 演 邪 惡 戲 ， 在 《 幕 後 》 (
“Behind the Curtain”)演破案戲。 1933 年
奧倫參與拍攝新版《沒有鑰匙的房子》(
“The House without a Key”)，當時的電影
名稱叫《陳查理的大案件》（Charlie Chan
’s Greatest Case ) 。 1934 年，奧倫參與福
克斯重新拍攝《中國鸚鵡》，後改名為
《 陳 查 理 的 勇 氣 》 （ “Charlie Chan’ s
Courage”)這部電影。
接下去的一個月拍攝陳查理的第一部原
版電影《陳查理在倫敦》 (“Charlie Chan
in London”)。這部電影確立了奧倫全球演
藝的事業位置。比格斯最後一部比小說《鑰
匙的保管者》沒有被拍成電影。福克斯只選
取書中的一些人物，為奧倫量身定制拍一部
原版冒險電影《陳查理在巴黎》。這部電影
開始由陸錫麟演陳李（Lee Chan） 陳查理的
第一個兒子。從這部電影開始，陳查理的家
庭逐漸擴大。這一安排大有好處，但也有風
險。陳查理在電影裏有些懶怠，陸錫麟的出
現減少了奧倫的曝光率。 但盡管如此，他們
是如此完美的互補。陸錫麟為電影中他們的
關系增加了熱點。“在第一部電影《陳查理
在巴黎》（ “Charlie Chan in Paris”)以後，
他們把我寫進了合同。” 陸錫麟說。[15] 福
克斯的這一安排是基於試探一下陸錫麟這個
大兒子的形象和演技是否為觀眾所接受而沒
有損害票房。很顯然陸錫麟已經通過了這一
關。在拍攝《陳查理在馬戲團》（“Charlie
at the Circus”), 陸錫麟和奧倫已經完美結合
了。在《陳查理在巴黎》以後，只有兩部沒
有陳查理角色的電影等待奧倫。第一部叫
《倫敦的狼人》 (“Werewolf of London”)的
恐怖片。這部片子中東方惡棍甚至比傅滿洲
還壞。 陳查理在《倫敦狼人》中扮演狼人。
參考書籍和網站：
15. Hanke, Ken. Charlie Chan at the Movies: History, Filmography, and Criticism.
McFarland & Company: Jefferson, North
Carolina, 1989. 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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壯遊德國 2-就是要喝啤酒
我是不常喝啤酒的人，一年喝啤酒的次
數，用左手五根指頭就可以算出來，但是連
我都知道德國啤酒最有名，所以到了德國能
不喝啤酒嗎？
我們在德國第一個晚上所住的旅館 Mercure Hotel，是在法蘭克福國際機場附近，只
有二十分鐘車程的一個小城新伊森堡
（Neu-Isenburg)，算是一個法蘭克福都會區
(the Frankfurt Rhein-Main urban area ）的購物
商場衛星城。
其實新愛申堡是一個有三百多年歷史的
古城，四周被廣大的森林包圍，它最早居然
是一群躲避宗教迫害的法國胡格諾教徒(Huguenots)難民在此地建的城，然而原來的老城
在二戰期間，幾乎全部被炸平，所以導遊告
訴我們： 「大家可以利用中午時間，到旁邊
的大型購物中心逛逛就好，不要浪費時間尋
找歷史古蹟，下午等所有的人都到齊了，我
們再一起到法蘭克福市中心去尋幽訪勝！」
Mercure Hotel 是一所商務旅館，雖然乾
淨整潔，但是沒有太多豪華的裝潢，所以我
們丟下行李後，就當然迫不急待的想出門走
走。
而在旅館旁不到一百公尺就有一個新穎
的大型購物中心。商場本身也沒有太多特
色，雖然也是各種商店林立，與美國的購物
中心相比，一樣有披薩屋(Pizza Hut)和麥當
勞，所以除了四周人潮說的德語，和德文商
標之外，也沒有太多不一樣，或是吸引人的

地方。
但是來到德國當然要喝啤酒，所以中餐
除了吃了一個三明治之外，在購物中心的超
級市場裡，想買一瓶德國啤酒試試看，比較
奇怪的是，商場內陳列著許多各式各樣的紅
酒、白酒和烈酒，但是好像啤酒並不多，只
好隨手買了一瓶 Brown Ale，喝了一口之後，
心想： 「嗯！德國啤酒果然比在美國喝到的
啤酒濃，也比較苦一點，但是在會喉嚨裏回
甘，好喝！」
其實啤酒的歷史非常久遠，在 5、6 千年
前的埃及和中東地區就已經有了。但是導遊
說： 「因為距今剛好五百年的德國巴伐利亞
公國(Bavaria)，在 1516 年公布的啤酒純釀法律
(Reinheitsgebot， "German Beer Purity Law" in
English)，嚴格限制了啤酒的成分，規定只允
許用大麥(barley)，啤酒花(hops)和清水造啤酒
才能算是啤酒，後來發現酵母菌的功能之
後，才又在法律中又加了酵母菌。」。所以
此法也影響了德國日後的啤酒文化，雖然現
代德國也允許不同成份的啤酒，但是傳統的
純大麥啤酒依舊是主流。
不過即使法律規定的材料相同，但是不
同地方的大麥，釀法，氣候，和工具，都會
使每個地方釀的啤酒，會有自己的特色。
導遊一再強調： 「德國人大多只喝在二
十公裡以內釀造的在地生啤酒，口味厚重，
苦澀卻回甘，因為他們認為德國啤酒內的酵
母菌是活的，所以不能也沒有滲任何化學成

法蘭克福國際機場

份，不能運太遠，最多方圓 20 公裡，否則酵
母就死了，風味就全不一樣了！因此在德
國，不論大城或小鎮，到處都有自己的釀啤
酒廠。」
所以我買的那瓶德國製造的瓶裝啤酒，
雖然也是德國啤酒，對我這個老外而言，分
不出有所差別，但是導遊說： 「主流的德國
民意認為瓶裝啤酒風味不同，所以在德國人
的心目中，並不算是真正的德國啤酒。」
其實現在的德國生產的啤酒也沒有限制
那麼嚴格了，所以可以分成好多種，還有小
麥啤酒，白啤酒，黑啤酒和生啤酒…等等，
至少有 5 千種品牌以上的德國啤酒，甚至連啤
酒瓶、啤酒杯都有不同的講究，即使後來回
到家上網查了孤狗大神(Google)之後，我發現
要完全弄清楚有哪些德國啤酒，還是一個非
常傷腦筋的大學問。
導遊說： 「在中世紀的歐洲，不只是在

九里安西王

德國，許多其他歐洲的貴族，甚至早年北美
殖民地的人，都愛在早餐喝一種低酒精度的
小啤酒(Small beer)，因為以前沒有自來水，不
能保證飲用水一定乾淨，而啤酒水經過發
酵，細菌都被酒精消滅了，所以即使到現
在，還有不少歐洲人早餐愛喝小啤酒。」
最後一天離開德國之前，我發現口袋中
還有剩 5 塊多歐元，也順手買了一個大瓶的德
國黑啤酒回來，讓我們"醉乒乓笑隊"的球友嚐
一嚐！回到美國之後，又特地到販酒店看看
價錢，普通的德國啤酒要比在德國貴上二
倍，但是同樣的一瓶黑啤酒在要貴到三倍
多，二十多美元呢！
所以我們在德國，僅管不曾在早餐喝啤
酒，但是午餐、晚餐，只要有機會一定都要
喝啤酒啦！管他那麼多的啤酒學問，也不管
會不會長啤酒肚，到德國旅遊，大口喝啤酒
就對了！

走累了 ， 坐在慕尼黑的古教堂
走累了，
旁，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喝一杯啤酒

在黑森林木屋最後一餐的啤酒

在柏林的啤酒館喝啤酒

各地的在地生啤酒

休城社區
星期二

2018 年 2 月 13 日

Tuesday, February 13, 2018

B8

“兩岸三地一家親＂春節聯歡晚宴
上周六再舉行圓滿成功答謝午餐會

美中，
美中
，友好促進會在會上表彰有功人員後合影
友好促進會在會上表彰有功人員後合影。
。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 由德
州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美中友好促
進會，美國梁氏文化交流基金會，北
美台灣鄉親聯誼會休斯頓分會，僑灣
社等 40 多家社團共同舉辦的＂兩岸三
地一家親 ＂休斯頓華人春節聯歡晚宴

獲得成功。該活動組委會又在上周六
（ 2 月 10 日 ） 在 China Bear 餐廳舉
行答謝午餐會，各主辦單位的新年度
班底紛紛上台亮相。新一屆德州中國
和平統一促進會會長浦浩德博士向大
家宣佈行一屆副會長，秘書長，財務

為出席的各社團代表在答謝午餐會上合影。
為出席的各社團代表在答謝午餐會上合影
。
長，理事，並集體上台亮相，感謝＂
兩岸三地一家親＂參演人員、義工、
各僑團大力幫助，才使得＂春宴＂獲
得巨大成功。
午餐會上還宣佈了＜ 休士頓 南京友好協會> 新一屆會長金仲賢、

副會長盧耀輝，以及新一屆美中友好
促進會也參加了午餐會，由會長謝忠
致答謝詞並宣佈表彰人員。而新近成
立的 「北美詩協」 也在午餐會上表
演了反映＂哈維＂颶風題材的詩歌朗
誦。當天共有各媒體，各社團代表百

餘人參加了答謝午餐會，並各自在最
後登台，作個人即興演唱，場面極為
熱烈。

休士頓春枝學區紀念高中家長參訪僑教中心 洋溢濃濃新年味

莊主任雅淑對 Memorial high school 國際俱樂部家長參訪休
士頓華僑文教中心臺灣文化導覽表達歡迎之意

莊主任雅淑 ( 站者中右
莊主任雅淑(
站者中右))、 陳處長夫人
陳處長夫人(( 站者中左
站者中左)) 與休士頓春枝學
區 (Spring Branch ISD) 紀念高中
紀念高中(Memorial
(Memorial High School)國際俱樂
School) 國際俱樂
部參訪家長合影

(本報訊)休士頓春枝學區(Spring Branch ISD)紀念高中(Memorial High School)家長組成的國際俱樂部近 40 位會員於 2 月 9 日
上午 11 時至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參訪，僑教中心主任莊雅
淑與臺灣文化導覽志工安排新春節慶文化導覽活動，身為該校家
長駐休士頓辦事處陳處長夫人亦專程前來參與，休士頓僑教中心
文化導覽團隊向訪賓介紹臺灣農曆新年習俗及茶藝文化，獲得訪
賓們熱烈迴響。
活動開始莊雅淑首先歡迎 Memorial high school 國際俱樂部

參訪，並希望藉由導覽活動體驗具有臺灣特色的農曆新年習俗及
文化。隨後文化導覽團隊志工陳逸玲僑務促進委員以多媒體簡報
向訪賓們介紹臺灣政經現況及農曆新年期間的民俗文化，使訪賓
們瞭解送灶神、除夕守歲、過年團圓、初二回娘家、紅包壓歲錢
等代表的意涵，接著由茶藝文化老師張錦屏志工展演泡茶步驟，
陳逸玲在旁解說如何分辨茶葉的優劣及沖泡的方法，並示範茶道
禮儀讓訪賓們瞭解具有臺灣特色的 「
茶藝」文化，她並提及喝茶
文化在臺灣商業界扮演特殊地位的經歷，也讓訪賓們體會到東西

臺灣文化導覽志工邱佩冠讓訪賓品嚐臺灣高山茶
文化的差異。
隨後國際俱樂部中來自臺灣的會員特別準備臺式料理炒米粉
、鹽酥雞及具有新年特色的發糕、水餃讓訪賓們品嚐，並準備了
裝有巧克力金幣的紅包分贈訪賓，使其親身體驗過農曆新年的樂
趣，Memorial high school 國際俱樂部會員對僑教中心提供豐富的
臺灣文化導覽內容表示感謝，同時計畫將再安排 4 月份參訪文化
導覽花藝單元。

休城工商

衍易老師 「 風水格局班
風水格局班」」 2 月 25 日開新班
是學習風水的入門課程，
是學習風水的入門課程
，購屋置產的必修課程
（本報訊）衍易工作坊主辦、一年一度的風水格局班將於
2 月 25 日，3 月 4 日兩個星期天，下午 2 點到 6 點在中華文化中
心上課。今年特別開放網路報名，可以到 FengshuiProfessor.
com 上 面 登 記 ， 也 可 以 電 話 報 名 ： 832-417-8168，
832-202-5751。
只要是華人，大概都聽過 「風水」 兩個字；但是對於風水
的真正內涵究竟是什麽，恐怕很多人都不能說得清楚。知名風
水家衍易老師在休士頓開的風水格局班，專門談住宅裡所有眼
睛看得見的風水問題，是風水的入門課程，由衍易老師親自授
課，運用現代思維，演繹古人智慧。各種風水問題都有圖片說
明，簡單易懂，人人都能馬上學，馬上用，了解正確的風水理
念。
朋友，您對風水有興趣嗎？想知道自己住宅的風水是吉還
是凶嗎？趕緊來參加衍易老師的風水格局班，可以幫助您認識
自己的住宅有哪些問題，如何改進，如何趨吉避凶。風水是我
們老祖宗留下來的智慧結晶，我們不但有權利享用它的成果，
更有責任把正確的思想觀念發揚光大，留傳給我們的下一代。

衍易老師曾說：我在替朋友們看風水的時候，常常覺得：
如果大家都能來上風水格局班，基本上來說，就不太會誤入
『壞風水』 的住宅。自己住宅有缺點的人，上了這門課，也可
以知道該如何改進。是值得向朋友推薦的一門課程。
衍易老師又說：2018 年最有利的方位是中宮。大家應該
多注意中宮的清潔與動線的流暢。
八字方面：戊戌年土行的氣非常重，凡是日主屬 『土』 或
者 『金』 的學友，如果日主強旺，要注意收斂自己，多聽聽別
人的意見；如果日主弱，這一年意志堅強，比往常更有決斷力
，不妨自我推動，藉機擴大自己的生命領域。（不知道自己日
主的學友，可以到衍易工作坊網站上填寫自己的出生日期，找
到自己的日主。我將在這一頁上面增加新的資料供大家參考，
添加之後將會 email 給大家。）
癸水日主的學友，因為太歲正官來合，在事業上可能會有特別
的際遇。不過因為日主有從水化火的可能，最好在做決定的時
候，能聽聽配偶或者好朋友的意見，以免做錯選擇。
日主是甲乙木的學友，這一年太歲為財，如果日主強，財氣旺

東海海鮮酒家 迎春節推出
「恭喜發財
恭喜發財」」 特價酒席
特價酒席$
$199
199..80 元

圖為 「 東海海鮮酒家 」 位於百利大道黃金廣場內
，H Mart 旁門面外觀
旁門面外觀。
。

（ 本報記者秦鴻鈞
）位於中國城中心
點 「 黄金廣場 」 H
Mart 超巿旁的 「 東
海海鮮酒家 」 ，無
論天天茶巿，還是
午，晚餐，酒席菜
，都是休巿各地僑
胞及附近上班族的
最愛。 「 東海海鮮
酒家 」 經常高朋滿
座，一位難求。
「 東海海鮮酒家」
為與大家一起歡度
春節，今年春節時
期，特推出{ 恭喜發
財 } 特價酒席，原特
價$288 元，現春節
特 價 $199.80 元 ，
共十位用，內容包
括：椒鹽軟殼蟹、
蟹肉魚肚羹、蜜椒
牛柳粒、北京片皮
鴨、薑蔥雙龍蝦、

大紅脆皮雞、東海
素什錦、鮮果松子
魚、及魚子炒飯。
該酒席只限家庭聚
會，不作酒席用途
，每天供應五席，
請事先來電預定。
「東海海鮮酒家」
的營業時間為：周
一至周四上午十時
半至晚間十時，周
五上午十時半至晚
間十一時，周六上
午十時至晚間十一
時，周日上午十時
至晚間十時。
「東海海鮮酒家」
的地址：9896 Bellaire Blvd. ,Suite
#K, Houston TX
77036 ,
電 話 ： （713 ）
774- 2888

，不妨在賺
錢方面積極
進取一點；
如果日主弱
，財多傷身
，有機會不
妨多做善事
，或者在與
朋友來往的
時候，多做
圖為::衍易老師
圖為
一點付出，
可以對自己的健康有幫助。
2018 年風水格局班的上課時間是 2 月 25 日，3 月 4 日兩個
星期天，下午 2 點到 6 點。想要報名，請上 FengshuiProfessor.com 網站登記，或者打 832-417-8168，832-202-5751
，電話報名。衍易工作坊今年最後一年對外招生，想要上課的
朋友，請把握機會，趕緊報名。

華嚴蓮社周日舉行年終圍爐
並現場為花蓮震災募款救災
（圖文： 秦鴻鈞） 休士頓
華嚴蓮社於周日（2 月 11 日 ）
中午舉行全體會友年終圍爐活動
，共有一百多位會友參加，會中
還為六日發生震災的台灣花蓮募
款，當場受到許多信眾的晌應，
紛紛慷慨捐款。

上圖為乘瑄法法師（
上圖為乘瑄法法師
（ 左一 ），
與 「越華超巿 」 孫大小姐
孫大小姐（
（右
一 ） 等信眾在餐會上
等信眾在餐會上。
。

圖為華嚴蓮社的住持乘瑄法師（ 右三 ） 及何汝
圖為華嚴蓮社的住持乘瑄法師（
材（ 左二 ） 等人在餐會上為花蓮震炎募款
等人在餐會上為花蓮震炎募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