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 5月16日 星期三
Wednesday, May 16, 2018

BB11

A08_STONE石山地產陽花山1357C_8

歡迎致電咨詢特惠房價信息
Call for the Move - in Special

SUNBLOSSOM LOUISVILLE

限量全新豪華型
單位~隆重推出!陽花如意公寓

713-981-0137
Work Hours工作時間:
Mon-Fri.  9:00AM-6:00PM
          Sat.10:00AM-5:00PM

9201 Clarewood Drive Houston, TX 77036
◆ 黃金地段中國城中心，舉步直達商場、超市、銀行及
    多元文化社區。

◆ 步行可達中、小學，2號公車站直達醫療中心。

◆ 寬敞的一、二居室及獨立式Townhouse戶型。

◆ 新裝修房間，鋪設新地磚，木地板。

◆ 24小時全方位的專業管理和維修服務。

◆ 國語，英語，越語及廣東話全方位服務。

◆ 辦公室內免費聯網（WIFI）。

韓國館 Hankook Kwan韓國館 Hankook Kwan

韓國人開的韓國館  正宗 地道 真材實料
9140 Bellaire Blvd, suiteB, Houston, TX77036

R03-Hankook Kwan 韓國館1234567C_8

10% OFF
4月30日前有效

coupon

346-240-9696

美南國際電視美南國際電視 STVSTV1515..33 政論節目休士頓論壇政論節目休士頓論壇﹐﹐明晚明晚 77 時時
3030 分將邀請遠道而來的台大教授分將邀請遠道而來的台大教授﹐﹐同時也是水利工程同時也是水利工程
學者及中華民國前內政部長李鴻源上節目學者及中華民國前內政部長李鴻源上節目﹐﹐討論颶風討論颶風
災害防治與應變災害防治與應變﹐﹐就台灣防洪經驗給與休士頓建議就台灣防洪經驗給與休士頓建議﹒﹒
節目由常中政主持節目由常中政主持﹐﹐另有僑務諮詢委員葉宏志另有僑務諮詢委員葉宏志﹑﹑台大助台大助
理教授何昊哲與副教授游景雲一起參與討論理教授何昊哲與副教授游景雲一起參與討論﹒﹒歡迎準歡迎準
時收看時收看﹒﹒

節 目 預 告節 目 預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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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龐貝古城遺址新發現意大利龐貝古城遺址新發現 馬匹遭火山噴發活埋馬匹遭火山噴發活埋

在意大利龐貝古城遺址新發掘的奇維塔在意大利龐貝古城遺址新發掘的奇維塔··朱利亞納考古區域朱利亞納考古區域，，考古人員考古人員
在在挖掘的地道內在在挖掘的地道內，，發現了壹具死馬的殘骸發現了壹具死馬的殘骸，，這可能是由公元這可能是由公元7979年維蘇威年維蘇威
火山爆發造成的火山爆發造成的。。同時考古人員還發現了壹座墳墓同時考古人員還發現了壹座墳墓，，距今約距今約5050--100100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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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布達佩斯的匈牙利自然歷史博物館展出了壹頭1.8億年前海洋鱷魚的骨骼化石。
這頭海洋鱷魚的骨骼於1996年在Gerecse山被業余研究人員Attila Fitos發現，在經過初步檢測後，在2017年展開了

具體科學的發掘。研究顯示，這頭身長接近5米的海洋鱷魚屬於海鱷亞目。

英國英國9191歲奶奶爬上機翼歲奶奶爬上機翼
飛百米高空創紀錄飛百米高空創紀錄

英國格洛斯特郡賽倫塞斯特的91歲的老奶奶諾爾瑪·霍華德創造了壹項新的世界
記錄，她成為了世界上年齡最大的女性翼尖監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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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接國際規則、放寬市場準入 中國加速優化營商環境
在浙江嘉善經濟技術開發區，世界500強企業

喜力的二期建設工程熱火朝天，洋漢機械、慧士通

醫療等以工業創新類為主的外資項目也在緊張有序

地設計建設。去年，該開發區實現合同外資和實到

外資同比增長均超四成。

當地人氣這麽旺，得益於優良的營商環境。嘉

善經濟技術開發區全力推進外商投資“最多跑壹

次”改革試點，不斷改善營商環境。喜力項目從簽

約到領取營業執照僅用了15個工作日，從簽約到

開工建設用了不到3個月，“順利得超乎想象！”

喜力項目負責人開心地說。

好的投資環境就像清新空氣，對於外商有著

不可抗拒的魅力。中國誠意十足，努力為外資提

供越來越“親”和“清”的投資氛圍，把營商環

境打造成吸引外資的“金字招牌”。各地吸引外

資，也從過去主要靠優惠政策，轉為現在更多靠環

境“軟實力”。

對接國際規則，透明度夠高——
2018年取消專用車、新能源汽車外資股比限制，

2020年取消商用車外資股比限制，2022年取消乘用

車外資股比限制……正在研究制定的新版外商投資

負面清單，再次刷新中國制造業開放的透明度。

“新的負面清單除了將公布2018年的開放措施

外，還將亮出未來幾年的開放動作，大大增強開放

的可預期性。”國家發改委相關負責人表示，中國

希望通過制造業全面開放，支持中外企業在公平競

爭環境下實現共同發展，鼓勵中外企業開展更廣泛

更多元的資本、技術、管理、人才交流合作。

放寬市場準入，新機遇真多——
5月2日，中國銀保監會正式批準工銀安盛人

壽發起籌建工銀安盛資產管理有限公司，這是近期

中國提出加快保險業開放進程以來，獲批的第壹家

合資保險資管公司。同壹天，中國人民銀行收到英

資跨境收款企業“世界第壹公司”進入第三方支付

市場的申請，意味著我國第三方支付領域也向外資

敞開懷抱。

在新壹輪更高層次的對外開放中，開放現代服務

業成了“重頭戲”。近日，北京市印發《關於擴大對

外開放提高利用外資水平的意見》，允許外商投資航

空運輸銷售代理行業；進壹步降低投資性公司、人才

中介機構的外資準入門檻；允許外商在特定區域投資

音像制品制作業務……放寬市場準入發力提速，給外

資企業打開廣闊空間，帶來新的商機。

提升公共服務，便利性更強——
“化妝品進口手續由審批改為備案，不僅審批

流程簡化，更為外資企業節省了人力和時間成本，

物流倉儲成本也隨之下降，這份獲得感好實在！”

資生堂(中國)投資有限公司負責人介紹，從去年5

月份開始，中國啟動進口化妝品“審批改備案”試

點，商品進口周期從至少2個月縮短為5個工作日，

國內消費者在家門口就能緊跟國際美妝潮流。

“伴隨營商環境持續改善，制度性交易成本大幅

降低，吸引了越來越多的國際化妝品公司來華設點布

局。”上海市浦東新區市場監督管理局負責人說，這

項改革試點壹年來，雅詩蘭黛、寶潔、花王等壹批全

球知名化妝品大企業紛紛在上海新設了子公司。

商務部有關負責人表示，商務部正在會同有

關部門研究優化營商環境的壹攬子政策措施。中

國希望與世界各國並肩協力，構建更高水平、全

面開放的國際經濟體系，進壹步實現互利共贏、

共同發展。

航空公司第三方值機遭變故
旅客數據有便利也存風險

中國國際航空公司發布公告，表示

正在對第三方平臺進行清理，建議旅客

通過國航官方渠道辦理值機。雖然“下

手較輕”，但這與南方航空公司封殺第

三方服務的做法壹脈相承。

近日，民航出行服務軟件“航旅縱

橫”發布公告稱已經下線南航的手機值

機功能。同時，在攜程、飛豬等出行類

軟件的“在線選座”服務中，同樣不見

了南航的身影。

對於南航的旅客來說，這壹“變

故”無疑給他們的出行帶來了麻煩。既

然通過第三方值機已經成為很多乘坐飛

機的旅客的習慣，航空公司為何這麽幹？

南航“截胡”航旅縱橫

南航“下線”第三方值機的舉動早

有預兆。上月中旬，南航曾發布通告，

稱已經發函要求未獲得南航授權許可的

壹些網站、手機應用停止為南航旅客辦

理選座、值機業務的服務，理由是此舉

“存在安全和服務風險”。

南航方面表示，第三方平臺不具備

合理安排座位和航班載重平衡的能力，

易引發航空安全風險；缺乏有效的信息

安全監管，可能非法截存旅客身份、賬

號和行程數據等信息，並產生旅客個人

隱私泄露、會員賬戶被盜用的風險；未

接受南航選座、值機業務培訓，缺乏處

理特殊情況的措施和流程，旅客所選座

位無法得到保障。

作為壹家提供出行信息服務的公

司，航旅縱橫是中國民航信息網絡股份

有限公司的內部孵化項目，被稱作“含

著金湯匙出生”。航旅縱橫能為用戶提

供完整的信息流程服務，八年來，其便

利的手機值機選座、航班實時查詢、延

誤險、電子登機牌等服務深入人心，

“圈粉”千萬。

數據帶來便利也存在風險
針對南航提出的用戶隱私保護和航空

安全兩大顧慮，安全行業從業人員王建告

訴記者：“南航的顧慮並非毫無根據，將

數據開放給第三方平臺，數據傳輸和交互

的步驟就會增多，理論上比僅是自己使用

數據的風險更大，而類似第三方值機這樣

的功能越多越容易出現問題。”

不過航旅縱橫創始人薄滿輝曾公開

介紹，和公司初創時主要依靠壹手航班

信息不同，目前航旅縱橫使用的數據中

只有近半來自民航傳統的核心系統原生

數據，另有超過壹半完全來自實時計算

和機器學習。“這樣的壹些數據正在反

哺我們的行業，目前已經有超過50家機

場在使用我們的數據作為自己內部管控

的參考依據。”薄滿輝表示。

此外，航空旅客壹直在生產大量的

出行數據，但這些數據過去都掌握在機

構手中，“航旅縱橫”們通過數據的開

發利用，優化用戶的出行體驗，使用戶

享受到“數據紅利”。

至於安全生產，南航營銷委電子商

務部營銷處副經理安彤的解釋是，“壹

些特定的人群，比方孕婦、老年人、兒

童，他們不適宜坐在這些座位（指緊急

通道的座位）”。但記者在航旅縱橫值

機選座時發現，安全出口旁邊的座位常

帶有“上鎖”標識，意味著不可選，登

機後客艙服務人員也會專門叮囑安全出

口的註意事項。

壹禁了之並不足取
第三方值機極大便利了“空中飛

人”們的出行，已經成為不可或缺的飛

行助手。南航雖然提出了隱私的擔憂，

“壹禁了之”的理由卻似乎並不充分，

甚至不乏丟失客戶的可能。有業內人士

表示，開放合作是企業服務大趨勢，相

較於果斷叫停，不如在更科學、更人性

化的管理模式上下功夫。

另據媒體報道，南航的做法存在為

直銷應用引流的可能。報道中稱：“早

在3年前，國資委就要求3年內三大國有

航空公司的直銷比例要提升至50%，代

理費要在2014年的基礎上下降50%，而

今年正是最後期限。”手機值機應用是

巨大的流量入口，航空公司難保不眼

紅。南航和國航的公告均表示，用戶有

兩個選擇，壹是他們的各種官方渠道，

二是現場值機櫃臺。

資深民航專家綦琦在接受媒體采訪

時也 表示，航企在推進直銷過程中，

必然希望通過增強話語權、增加更多服

務來吸引消費者，所以會叫停零成本使

用資源的第三方平臺服務。

不過南航也沒把第三方值機應用

“壹桿打死”，通告中表示，“獲得南

航業務授權許可後”，這些平臺仍可以

辦理南航旅客的選座、值機業務，屆時

他們將另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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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資格賽羅馬資格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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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排國家聯賽15日晚揭幕，中國女排隊長朱
婷獲主帥郎平批准10日假期。據傳媒報道，孝順
的朱婷陪爸媽赴雲南旅行，享受家庭樂。
不過，抵達雲南後，由於身高太醒目，朱婷一

下子被網友認出。有網友在社交網貼出朱婷在麗江
白沙古鎮遊玩的照片，相中所見朱婷穿着外套、牛
仔褲，很悠閒。有網友留言道：“這身高到屋簷
了。”去年全運會資格賽，朱婷在雲南比賽時曾出現
身體不適，不過高原比賽和高原旅遊始終是兩回事
兒，也難怪有網友寫道：“比賽最怕去雲南，旅遊就
愛去雲南，哈哈是不是找補。”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朱婷朱婷遊麗江遊麗江
網友網友：：高到屋簷了高到屋簷了

從世界女

排大獎賽演變

而來的國際排

聯女排國家聯

賽 15日在俄羅

斯、中國、美國和巴西同時展

開，其中中國女排在寧波北侖站

“首秀”中以25：17、25：16及

25：11 挫多米尼加，取得開門

紅。這是郎平在東京奧運周期首

次現場掛帥女排，為世錦賽練

兵。

■■朱婷被網友認出陪朱婷被網友認出陪
父母到麗江白沙古鎮父母到麗江白沙古鎮
度假度假。。 微博圖片微博圖片

短訊

今年，國際排聯對於女排大獎賽
進行全面升級，將原本的大獎

賽更名為世界女排國家聯賽，而參
賽球隊擴軍到16隊，包括世界排名
第1的中國、第2的美國，另外還有
第3至14的塞爾維亞、巴西、俄羅
斯、日本、意大利、荷蘭、多米尼
加、韓國、阿根廷、土耳其、德
國、比利時及排名16的泰國和22的
波蘭，這是列強爭奪世界排名積
分、為世錦賽練兵的重要機會。

東道主直接晉級總決賽
按照世界女排國家聯賽賽程，

分站賽比往屆大獎賽延長至五周，
中國女排於本月15至17日坐鎮寧波
北侖主場迎戰多米尼加、比利時和
韓國，22至 24日移師澳門過招波
蘭、泰國與塞爾維亞，29至31日轉

戰香港交鋒阿根廷、日本和意大
利。
6月 5至 7日返回江門對壘巴

西、俄羅斯與美國，6月12至14日
遠赴斯圖加特與德國、荷蘭、土耳
其展開較量。
由於總決賽於6月27日至7月1

日在南京舉行，因此作為東道主的
中國女排提前晉級，而餘下五個總
決賽席位則將通過分站賽總排名確
定。
考慮到中國女排沒有爭奪總決賽

資格的壓力，主帥郎平決定在分站賽
中大膽磨煉新人。她說：“新聯賽時
間長，將持續六周，我們會在這麼長
的時間裡重點提高體能，以賽代練，
同時補充新選手，在比賽中發揮水準
的同時也觀察世界女排的發展動向，
以及對手球隊中湧現的新人，我們也

是抱着向世界其他隊伍學習的心態來
比賽的。”
剛剛結束歐洲賽季的隊長朱婷

無疑是外界關注的焦點，不過郎平
透露幾天前才回國的朱婷不會參加
北侖站的比賽。“朱婷5月6號剛打
完比賽，結束一個漫長的賽季，回
北侖報到，我們給她十天左右的時
間進行調整，檢查一下健康狀況，
休息一下，看望下家人。”

盼媒體予新人成長空間
對於全國排超聯賽表現搶眼的

天津新星李盈瑩，郎平表示：“我
們有更多的耐心對她進行培養，也
希望媒體給她一個寬鬆的環境，不
要對她的調抬得太高，讓她在比賽
中不斷積累經驗，逐漸成長。”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惠龍兒將離浙 盼留在CBA
上賽季效力CBA浙

江男籃的香港球員惠龍
兒（見圖），15日通過
個人社交媒體透露，由
於和球隊的發展規劃不
同，他將離開浙江，到
其他CBA球隊試訓，期
待能夠繼續留在CBA效力。他上傳了一張身
披浙江男籃球衣的照片，同時寫道：“感謝大
家一直的支持，雖然過去幾個月受腳傷困擾，
但正康復起來，希望可以盡快為大家帶來好消
息！”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五萬人參與穗市長盃系列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

廣州“市長盃”系列賽開幕儀式日前在天河體
育中心舉行，這是廣州重點打造的規模最大、
賽事級別最高、參與人數最多、普及率最高、
影響力最廣的大型群眾體育品牌賽事，比賽設
置了足球、籃球、羽毛球、乒乓球、網球及棋
類6個比賽項目。據預計，今年料有近5萬人
參與，將湧現一批民間冠軍。

城市少兒足球聯賽鄭州落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雷 河南報道）首

屆中國城市少兒足球聯賽（鄭州賽區）上周日
落下帷幕，來自鄭州市的70支代表隊近千名
運動員參加。賽事於4月13日至5月13日舉
行，分為小學男女足7個組別，採取周末雙循
環賽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香港亞運足球代
表隊已在臨時主教練郭嘉
諾的帶領下展開集訓，以
備戰本周在港會球場舉行
的國際七人足球賽，屆時
這支亞運集訓隊將化身
U20 歲 以 下 “ 香 港 飛
龍”，其中外流球員鄭俊
彥、叢振洪也應郭Sir召喚
回港參賽。
郭嘉諾透露，一批外

流球員包括剛回港客串傑

志的巴塞足球學校舊生隊
英甲貝利的戴偉浚、在美
國留學踢大學聯賽的顏卓
彬與陳伯熙等，都獲亞運
集訓隊召喚歸隊，參加6
月21日展開的首輪集訓。

他說：“港亞運集訓
隊初選將有約40人，之後
決選24人，而初選名單包
括3名超齡球員。該3名超
齡球員會是兩名前鋒及一
名中場，他們將肩負起幫
助港青小將成長的重

任。”本周舉行的國際七
人足球賽，香港飛龍跟李
斯特城、白禮頓兩支歐洲
隊同組比賽，希望寓賽於
操，考驗港小將實力，找
出和歐洲青年球員的差
距。郭嘉諾稱，備戰亞運
將分兩階段進行，包括亞
運前到印尼鄰近地區、天
氣和印尼類似的地區集
訓。另外，配合球會展開
季前集訓，希望球會放出
球員支持香港亞運隊。

郎平掛帥開啟世聯賽之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郭
正謙）踏入十周年的傑志足
球學校15日舉行一場別開生
面的表演賽，由香港巴塞足
校舊生邀請隊硬撼廣州恒大
U19，結果舊生隊憑藉戴偉
浚交出兩入球一助攻下以
4：0大勝，這位效力英甲貝
利的中場表示來季去向未
明，下月回到英國後會再作
決定。
香港巴塞足校舊生隊陣

中不乏香港球迷耳熟能詳的

球員，如鄭展龍、播磨浩
謙、顏卓彬及余煒廉等均曾
在港超亮相，而在英甲浸淫
一年的戴偉浚則在今仗盡顯
功架，無論對抗性、體能及
意識均高於本地同齡球員，
上半場兩記遠射更助傑志半
場領先3：0。

下半場這名年僅18歲的
中場再交出一記助攻予播磨
浩謙射入，最終香港巴塞足
校舊生隊以4：0大勝。不少
球迷均希望戴偉浚下季回歸

香港球壇，不過他表明一切
尚是未知之數：“上季我對
自己的表現滿意，踢了11場
有一個入球，自己的體能及
對抗性都有進步，下季的去
向目前仍未有定案，會回到
英國後才作決定。”
至於在亞運會否代表香

港出戰，戴偉浚則坦言機會
不大：“8、9月正值球會開
季，球會相信不太可能放
人，不過我仍期待有朝一日
可披起港隊球衣。”

港足亞運隊集訓 備戰七人賽

戴偉浚兩次破網 助母會贏恒大U19

■■香港亞運集訓隊集結備戰七人賽香港亞運集訓隊集結備戰七人賽。。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 攝攝

■■郎平郎平（（右右））批准朱婷休假十批准朱婷休假十
天天。。 微博圖片微博圖片

■■李盈瑩在全國排李盈瑩在全國排
超聯賽一舉成名超聯賽一舉成名。。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中國女排開啟新征程中國女排開啟新征程。。 微博圖片微博圖片

■■港超冠軍傑志港超冠軍傑志1515日晚切蛋糕祝日晚切蛋糕祝
捷捷。。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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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排國家聯賽15日晚揭幕，中國女排隊長朱
婷獲主帥郎平批准10日假期。據傳媒報道，孝順
的朱婷陪爸媽赴雲南旅行，享受家庭樂。
不過，抵達雲南後，由於身高太醒目，朱婷一

下子被網友認出。有網友在社交網貼出朱婷在麗江
白沙古鎮遊玩的照片，相中所見朱婷穿着外套、牛
仔褲，很悠閒。有網友留言道：“這身高到屋簷
了。”去年全運會資格賽，朱婷在雲南比賽時曾出現
身體不適，不過高原比賽和高原旅遊始終是兩回事
兒，也難怪有網友寫道：“比賽最怕去雲南，旅遊就
愛去雲南，哈哈是不是找補。”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朱婷朱婷遊麗江遊麗江
網友網友：：高到屋簷了高到屋簷了

從世界女

排大獎賽演變

而來的國際排

聯女排國家聯

賽 15日在俄羅

斯、中國、美國和巴西同時展

開，其中中國女排在寧波北侖站

“首秀”中以25：17、25：16及

25：11 挫多米尼加，取得開門

紅。這是郎平在東京奧運周期首

次現場掛帥女排，為世錦賽練

兵。

■■朱婷被網友認出陪朱婷被網友認出陪
父母到麗江白沙古鎮父母到麗江白沙古鎮
度假度假。。 微博圖片微博圖片

短訊

今年，國際排聯對於女排大獎賽
進行全面升級，將原本的大獎

賽更名為世界女排國家聯賽，而參
賽球隊擴軍到16隊，包括世界排名
第1的中國、第2的美國，另外還有
第3至14的塞爾維亞、巴西、俄羅
斯、日本、意大利、荷蘭、多米尼
加、韓國、阿根廷、土耳其、德
國、比利時及排名16的泰國和22的
波蘭，這是列強爭奪世界排名積
分、為世錦賽練兵的重要機會。

東道主直接晉級總決賽
按照世界女排國家聯賽賽程，

分站賽比往屆大獎賽延長至五周，
中國女排於本月15至17日坐鎮寧波
北侖主場迎戰多米尼加、比利時和
韓國，22至 24日移師澳門過招波
蘭、泰國與塞爾維亞，29至31日轉

戰香港交鋒阿根廷、日本和意大
利。
6月 5至 7日返回江門對壘巴

西、俄羅斯與美國，6月12至14日
遠赴斯圖加特與德國、荷蘭、土耳
其展開較量。
由於總決賽於6月27日至7月1

日在南京舉行，因此作為東道主的
中國女排提前晉級，而餘下五個總
決賽席位則將通過分站賽總排名確
定。
考慮到中國女排沒有爭奪總決賽

資格的壓力，主帥郎平決定在分站賽
中大膽磨煉新人。她說：“新聯賽時
間長，將持續六周，我們會在這麼長
的時間裡重點提高體能，以賽代練，
同時補充新選手，在比賽中發揮水準
的同時也觀察世界女排的發展動向，
以及對手球隊中湧現的新人，我們也

是抱着向世界其他隊伍學習的心態來
比賽的。”
剛剛結束歐洲賽季的隊長朱婷

無疑是外界關注的焦點，不過郎平
透露幾天前才回國的朱婷不會參加
北侖站的比賽。“朱婷5月6號剛打
完比賽，結束一個漫長的賽季，回
北侖報到，我們給她十天左右的時
間進行調整，檢查一下健康狀況，
休息一下，看望下家人。”

盼媒體予新人成長空間
對於全國排超聯賽表現搶眼的

天津新星李盈瑩，郎平表示：“我
們有更多的耐心對她進行培養，也
希望媒體給她一個寬鬆的環境，不
要對她的調抬得太高，讓她在比賽
中不斷積累經驗，逐漸成長。”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惠龍兒將離浙 盼留在CBA
上賽季效力CBA浙

江男籃的香港球員惠龍
兒（見圖），15日通過
個人社交媒體透露，由
於和球隊的發展規劃不
同，他將離開浙江，到
其他CBA球隊試訓，期
待能夠繼續留在CBA效力。他上傳了一張身
披浙江男籃球衣的照片，同時寫道：“感謝大
家一直的支持，雖然過去幾個月受腳傷困擾，
但正康復起來，希望可以盡快為大家帶來好消
息！”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五萬人參與穗市長盃系列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

廣州“市長盃”系列賽開幕儀式日前在天河體
育中心舉行，這是廣州重點打造的規模最大、
賽事級別最高、參與人數最多、普及率最高、
影響力最廣的大型群眾體育品牌賽事，比賽設
置了足球、籃球、羽毛球、乒乓球、網球及棋
類6個比賽項目。據預計，今年料有近5萬人
參與，將湧現一批民間冠軍。

城市少兒足球聯賽鄭州落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雷 河南報道）首

屆中國城市少兒足球聯賽（鄭州賽區）上周日
落下帷幕，來自鄭州市的70支代表隊近千名
運動員參加。賽事於4月13日至5月13日舉
行，分為小學男女足7個組別，採取周末雙循
環賽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香港亞運足球代
表隊已在臨時主教練郭嘉
諾的帶領下展開集訓，以
備戰本周在港會球場舉行
的國際七人足球賽，屆時
這支亞運集訓隊將化身
U20 歲 以 下 “ 香 港 飛
龍”，其中外流球員鄭俊
彥、叢振洪也應郭Sir召喚
回港參賽。
郭嘉諾透露，一批外

流球員包括剛回港客串傑

志的巴塞足球學校舊生隊
英甲貝利的戴偉浚、在美
國留學踢大學聯賽的顏卓
彬與陳伯熙等，都獲亞運
集訓隊召喚歸隊，參加6
月21日展開的首輪集訓。

他說：“港亞運集訓
隊初選將有約40人，之後
決選24人，而初選名單包
括3名超齡球員。該3名超
齡球員會是兩名前鋒及一
名中場，他們將肩負起幫
助港青小將成長的重

任。”本周舉行的國際七
人足球賽，香港飛龍跟李
斯特城、白禮頓兩支歐洲
隊同組比賽，希望寓賽於
操，考驗港小將實力，找
出和歐洲青年球員的差
距。郭嘉諾稱，備戰亞運
將分兩階段進行，包括亞
運前到印尼鄰近地區、天
氣和印尼類似的地區集
訓。另外，配合球會展開
季前集訓，希望球會放出
球員支持香港亞運隊。

郎平掛帥開啟世聯賽之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郭
正謙）踏入十周年的傑志足
球學校15日舉行一場別開生
面的表演賽，由香港巴塞足
校舊生邀請隊硬撼廣州恒大
U19，結果舊生隊憑藉戴偉
浚交出兩入球一助攻下以
4：0大勝，這位效力英甲貝
利的中場表示來季去向未
明，下月回到英國後會再作
決定。
香港巴塞足校舊生隊陣

中不乏香港球迷耳熟能詳的

球員，如鄭展龍、播磨浩
謙、顏卓彬及余煒廉等均曾
在港超亮相，而在英甲浸淫
一年的戴偉浚則在今仗盡顯
功架，無論對抗性、體能及
意識均高於本地同齡球員，
上半場兩記遠射更助傑志半
場領先3：0。

下半場這名年僅18歲的
中場再交出一記助攻予播磨
浩謙射入，最終香港巴塞足
校舊生隊以4：0大勝。不少
球迷均希望戴偉浚下季回歸

香港球壇，不過他表明一切
尚是未知之數：“上季我對
自己的表現滿意，踢了11場
有一個入球，自己的體能及
對抗性都有進步，下季的去
向目前仍未有定案，會回到
英國後才作決定。”
至於在亞運會否代表香

港出戰，戴偉浚則坦言機會
不大：“8、9月正值球會開
季，球會相信不太可能放
人，不過我仍期待有朝一日
可披起港隊球衣。”

港足亞運隊集訓 備戰七人賽

戴偉浚兩次破網 助母會贏恒大U19

■■香港亞運集訓隊集結備戰七人賽香港亞運集訓隊集結備戰七人賽。。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 攝攝

■■郎平郎平（（右右））批准朱婷休假十批准朱婷休假十
天天。。 微博圖片微博圖片

■■李盈瑩在全國排李盈瑩在全國排
超聯賽一舉成名超聯賽一舉成名。。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中國女排開啟新征程中國女排開啟新征程。。 微博圖片微博圖片

■■港超冠軍傑志港超冠軍傑志1515日晚切蛋糕祝日晚切蛋糕祝
捷捷。。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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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5 16 17 18 19 20

00:00-00:30
地理•中國 (重播)

00:30-01:00
明星加油站(重播) 

01:00-01:30

01:30-02:00

動物傳奇(重播) 
(English)

Story China 
故事在中國(重播)

防務新觀察 (重播) 中國大舞臺 (重播)

02:00-02:30

02:30-03:00

03:00-03:30
地理•中國 (重播)

03:30-04:00
司馬白話(重播)

04:00-04:30

04:30-05:00

05:00-05:30
空姐新發現(重播

)

05:30-06:00

Story China 
故事在中國(重播

)
中國大舞臺 (重播)

06:00-06:30

06:30-07:00

07:00-07:30

07:30-08:00
健身舞起來（重播

）
08:00-08:30

08:30-09:00

09:00-09:30

09:30-10:00

Story China 
故事在中國(首播)

快樂童年(重播) 中國大舞臺 (首播)
地理•中國 

(首播)

10:00-10:30 粵語天地 (重播) 明星加油站(首播) 洋言洋語(重播) 空姐新發現(首播)

10:30-11:00
11:00-11:30

11:30-12:00

12:00-12:30

12:30-13:00
空姐新發現(重播

)

13:00-13:30
美食鳳味 (重播)

13:30-14:00 生活 (重播)
動物傳奇(首播) 

(English)
14:00-14:30

14:30-15:00

15:00-15:30
洋言洋語(首播) 粵語天地(首播)

15:30-16:00

地理•中國 
(重播)

中華文化遺產 
(首播)

16:00-16:30 游在美國(首播）

16:30-17:00

我的留學生活(首播
)

17:00-17:30

中華文化遺產 
(重播)

地理•中國 (重播)
幸福來敲門 

(首播1)
幸福來敲門 

(首播2)
司馬白話 (首播)

17:30-18:00

18:00-18:30
18:30-19:00

19:00-19:30 健身舞起來（首

19:30-20:00
美食鳳味 生活(首播) 防務新觀察  (首播)

20:00-20:30 生活 (重播) 快樂童年(首播)
20:30-21:00

21:00-21:30

21:30-22:00

22:00-22:30
游在美國 (重播） 司馬白話(重播)

22:30-23:00

我的留學生活(重播
）

明星加油站 (重播)

23:00-23:30

23:30-00:00

幸福來敲門 
(重播1)

幸福來敲門(重播2)
電視台保留變更節目權利，以實際播出為準。 Updated as: 5/10/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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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藝 (重播) 美南新聞 / 台灣新聞 /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環球神奇炫 
(重播)

味道(重播)

經典電影(重播) 中國功夫(首播) 

經典電影(重播)
今日關注(重播)

中國功夫(重播) 

English 900 (首播) 

特別呈現 (重播) 電視劇《家的N次方》（重播）（English Subtitles）
武林風 (重播)

電視劇《杜拉拉升職記》（重播） （English Subtitles）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台灣新聞 美南新聞 / 台灣新聞 /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台灣新聞 

防務新觀察 
(重播) 海峽兩岸(重播)

電影藏密（重播）
謝謝我的家  

(重播)
健康之路 (重播)

環球神奇炫 (首播)
檔案（首播）

經典電影(首播)文明之旅  (重播)
電影藏密（首播

）
今日關注(首播)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台灣新聞 

美南新聞 / 台灣新聞 /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台灣新聞 

謝謝我的家 (首播)
台灣心動線 

(重播)
光鹽健康園地 

(重播)
城市一對一（重播

）
休士頓論壇(重播) Howdy 

Philippines!  
(首播)

電視劇《家的N次方》（首播）（English Subtitles） 特別呈現 (首播)

卡通片《鞠萍姐姐講故事》 (首播)

特別呈現 (重播) 綠水青山看中國 
(重播)

武林風  (重播)
中國民歌大會第一

季  (重播)
武林風 (首播)

中國民歌大會第
一季 (首播)中國文藝 (重播)

美南新聞 / 台灣新聞 /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台灣新聞 

Howdy Philippines!  
(重播)

光鹽健康園地 城市一對一 休士頓論壇 台灣心動線

綠水青山看中國 
(首播)電視劇《杜拉拉升職記》 （首播）（English Subtitles） 中國文藝 (首播)

海峽兩岸(首播)
味道(首播) 謝謝我的家  (重播)

健康之路  (首播)

檔案（重播） 文明之旅  (首播)

美南新聞 / 台灣新聞 /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11 個蘭州牛肉面冷知識
吃碗面竟耗盡我半生功力

就算要跑去兰州排队蹲着也

要吃一回呐~

1. 兰州牛肉面是由兰州回民

马保子1915 年创始的，坊间所

传的发源于河南的小车牛肉老汤

面有可能是有商业目的。

当时马保子家境贫寒，为生

活所迫，他在家里制成了热锅牛

肉面，肩挑着在城里沿街叫卖。

后来，他又把煮过牛、羊肝的汤

兑入牛肉面，其香扑鼻，大家都

喜欢他的牛肉面！

2. 大部分人都不知道，“兰

州牛肉面”最初放的并不是牛肉

而是羊肉。

兰州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

城市，兰州人喜爱面食，而回民

多吃牛羊肉，“牛肉面”里一开

始放的回民喜欢的羊肉，但是因

为羊肉有膻味，相当一部分人不

爱吃，羊肉嫩肉质碎不易成型且

产肉率低，不太适合做大众饮食

的配料，比划来比划去，最终弃

“羊”用“牛”！

3. 所有叫“兰州拉面”的都

是假的，出了甘肃的兰州牛肉面

都不地道。

兰州只有兰州牛肉面，当地

人叫牛肉面或牛大碗，餐馆也叫

XX 牛肉面（馆）。全国有60%

至70% 的兰州牛肉拉面店实际是

青海人开的。所以“青海拉面”

跟“兰州拉面”本质上是一个东

西——青海化隆拉面，它跟兰州

牛肉面差别还挺大的。

4. 兰州牛肉面讲究“一清二

白三红四绿五黄”，一清（汤清）、

二白（萝卜白）、三红（辣椒油

红）、四绿（香菜、蒜苗绿）、

五黄（面条黄亮）。

5. 因为实在太火了，在社交

媒体上兰州拉面还有自己的段子

产业，比如歪果仁说“吃中国人

兰 州 拉 面 的 时 候 ， 不 许 开

枪 ” ……

有人在美伊战争那会跑去卖

牛肉面，赚了大把钱，最后还搞

的装甲车左边坐着美军，右边坐

着塔利班，大家都形成默契了，

吃中国人的面条的时候，不许开

枪。

6. 兰州牛肉面之所以好吃，

材料很重要，专用高筋面粉和拉

面剂必不可少！

蓬灰是牛肉面历史发展中的

传统拉面剂，是用戈壁滩所产的

蓬草烧制出来的碱性物质，加进

去面会有一种特殊的香味，拉出

来的面条爽滑透黄、筋道有劲，

蓬草烧出的本来是没有问题的，

但有不良工厂生产有毒的化工添

加剂导致它现已被专用的和面剂

代替。

7. 拉面是个技术活，这个过

程本身也是一场表演！在兰州还

有专业的拉面培训学校哦~

拉面师傅拥有傲人的上臂肌

肉群，站在一张案板前，犹如画

板前的毕加索、话筒架前的郭德

纲一样，挥洒着汗水、进行着面

粉和水的艺术创作。经过他上下

翻飞、风情万种的几个动作后，

一把嫩白柔滑的面条就被凌空扔

进旁边的锅里。

每拉一下，要在手腕上回

折一次，拉到最后，双手上下

抖动几次，则面条柔韧绵长，

粗细均匀。面条光滑筋道，在

锅里稍煮一下即捞出，柔韧不

粘。有经验的老厨师拉面一般

只需 10 秒左右，有句顺口溜形

容往锅里下面：“拉面好似一盘

线，下到锅里悠悠转，捞到碗

里菊花瓣”，观看拉面好像是

欣赏杂技表演。

8. 想要吃美味的牛肉面你还

得早起，因为头锅汤做出的面最

美味，汤的制作也是精益求精，

一般牛肉面馆是前一天下午开始

准备，午饭后，最晚两三点就打

烊了。#没在凌晨等过牛肉面馆

开门的吃货，不足以谈人生

对于兰州人来说，牛肉面是

每日的必须，是一天的开始。去

迟了，你就只能和别人一样蹲在

街头品尝啦！

9. 当你离取面窗口越来越近

时，请保持警惕。盛面师傅会向

你飘来一个温暖又略带期许的目

光，不要误以为他是在问你“约

吗”，其实此时你面临的是一个

重大抉择——选择面条的形状！

牛肉面的有超多可供选择的

形状，分为按面条形状分，可将

牛肉面分为圆形、扁形、棱形三

大类。圆形面按照由细到粗，可

分为“毛细”、“细”、“三细”、

“二细”、“一细”和“二柱子”；

扁形面按照由窄到宽，可分为

“韭叶”、“薄宽”、“宽”、

“大宽”和“皮带宽”；常见的

棱形面有“荞麦棱子（三棱子）”、

“四棱子”等！

过于细的面，容易在汤里吸

水泡软，过于粗或过于宽的面则

不易煮熟，或煮熟后较硬。初试

者建议从二细尝起~

10. 兰州牛肉面品牌竞争激

烈，最著名的两大龙头有马子禄

和金鼎，其他有吾穆勒、占国、

黄师傅等等。#在外地想吃面去

这些地方靠谱一点

11. 吃牛肉面通常和卤蛋、牛

肉以及小菜搭配，一碗面加上一

个卤蛋，一碟牛肉和一碟小菜，

简直不能再完美了！

慢食中國那些離我們漸漸遠去的手工食物
餐桌上的食物，它们从哪里

来？谁播下的种子？又是谁的手

在烹饪？感动我们的不是美食本

身，而是成为美食的过程中和它

们相关的人。

在快节奏的今天，等待阳光

雨露的蔬菜，体味厨房食物的本

香，已经成为一种奢侈。今天我

们就来看看那些用古法手工慢慢

制作，但却渐渐离我们远去的手

工食物。

1.先市酱油——手酿的甘醇

中国烹饪离不开酱油，它承

载了手酿的温度与甘醇。然而，

真正的手酿酱油，在市场上已难

觅踪影，它需要天时地利，且费

时费力，精心之外还须数年的时

间，与只需数小时便成的化学浸

出酱油大不相同。

晒露缸整齐地摆放在赤水河

边，成为四川先市一道飘着酱香

的风景。先市古镇有酿造酱油得

天独厚的优势，清纯的空气和充

足的日照，为晒露缸里的酱坯提

供了活跃的天然菌种。

“搅晒成油”是酱油酿造中

，时间最为漫长也最需依靠自然

的环节。一般需要3年的时间，

好的酱油则多达四五年，甚至更

长。右图中的师傅正用手检查发

酵程度。左图大缸中放置的是浸

出酱汁的竹制工具：秋子，工作

人员正从其中舀出已制成的酱油。

先市酱油酿制三五年的可以

卖到百元左右；优质的酱坯在晒

露达5年后，再放入大口的瓦缸

中在太阳下晒，让水分蒸发，浓

缩1~3年，这样的精品就要卖到

五六百元一斤，堪比五六百元一

瓶的名酒，“卖给成都、重庆的

有钱人、有权人用以佐餐”，成

为奢侈品。

手酿的酱油，每一滴都是

从多年发酵的酱坯中渗透出来

的，因而像油一般珍贵。要知

道，其中蕴含着大自然的万般

变幻，甚至，还携带着人类共同

的乡愁。

2.绍兴黄酒——细酿冬日的味道

黄酒酿造的每一道工序，几

乎都浸润着慢的基因——慢慢等

一汪好水，慢慢候一个季节，慢

慢酿一坛光阴，再慢慢抿一种滋

味。慢下来，能酿出酒中极品，

也能令人尝出这中国滋味背后的

故事与玄妙。

一层摞一层的陶坛，是绍兴

随处可见的美景。其中，有些陶

坛已被使用了几十年，本身便散

发着幽幽的酒香。据说，酿黄酒

的陶坛以本地制造的青色者为

佳，更能透氧、受氧，为黄酒的

陈化助上一臂之力。

阳光洒在陶缸里拌好麦曲的

米饭上，煞是好看，再过不久，

缸内便会发生奇妙的变化。待到

那时，开耙师傅，会用手中的耙

和他敏感的手，去感知发酵的老

嫩，这一环非常关键，至今仍必

须依靠人工经验。

黄酒的滋味，也正要如此慢

慢品味，要慢一点，再慢一点，

品味那个中滋味于唇齿间留下的

美好，用心体会其间那饱经风霜

雨露的稻谷、弥漫开来的饭香、

伸进酒桶的手感、青色陶坛里的

沉睡与苏醒，这些，都是细酿的

冬天的味道，也是一种慢的艺术。

3.古法红糖——东方巧克力

这产自云南的碗红糖，形似

巧克力，却比巧克力更润泽、更

质朴。熬制红糖的传统技艺，至

少延续了数百年，靠的都是人工

的经验和慢熬的功夫。

云南熬制红糖的古法，多是

将熬好的糖浆倒入碗状的模子里

，扣出来得到一扇，两扇成为一

合，重约一斤。在此之前，还需

要榨糖、熬糖。

4.新疆奶酪——草原上的零食

奶酪，是哈萨克人的零食

，原本只是为了解决剩余的鲜

奶，最终却成就了一种美味。

它需要被草原的风吹拂，在强

烈的阳光下晾晒，再随着蒙古包

四处流浪。

晾晒在芨芨草席子上的奶

酪，在牧民的手中翻动着，静候

着美食终成的那一刹。由于是自

然状态下手工制作，新疆奶酪对

鲜奶的品质要求极高，成品自然

浓香扑鼻。

从鲜奶，到制作，再到餐桌

上的食物，奶疙瘩经历了漫长的

旅程。其具体制作时间的长短，

也随着每年不同的气候、温度而

变。

手工制作的奶酪，和如今市

场上泛滥的各式形状的特产奶

酪，有很大的区别。传统奶酪，

由于在纯自然的条件下制作，会

遇到各式天气，以及不同的复杂

菌种，所以只有作为原料的鲜奶

够好，才能生产出来。

也正因如此，传统奶酪的奶

香味要比工厂生产的更香、更浓

郁。在工业化的今天，全世界奶

酪产量看似大增，但已经鲜有人

能尝到真正的奶酪了，这不能不

说是一种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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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教師合影全體教師合影

周末假日何處去? 現代汽車邀請您一同來試駕
2018全新高智能SUV KONA。為了讓更多華人民
眾體驗、感受現代新車的絕佳性能，先進科技配
備，及舒適的車室空間，現代汽車將於5月19日(

星期六) 和20日(星期日)早上十
點至下午五點，在位於Ster-
ling Plaza 的 85C Bakery Café
前停車場舉行試駕活動。您可
以免費試駕全新上市的 2018
Kona，凡參加就贈送 $20超值
禮卡和精美購物袋。禮卡數量
有限，送完為止。

活動現場當天，除了$20
禮卡外，現代汽車還將提供
$500新車折價券，方便意向車
主在未來購買或租賃現代汽車

時，享有額外$500的優惠。另外，只要在活動現
場，加入現代汽車臉書粉絲團，就有機會得到限
量好禮。這麼好的活動，千萬不要錯過!

更多車款配備及性能請上現代汽車網站查詢:

www.HyundaiUSA.com/Chinese/
2018現代汽車新車試駕活動
Houston, TX

時間: 5/19 ( 星期六) ~ 5/20 ( 星期日) 10:
00am-5:00pm
地點: 85C Bakery Café前停車場
(9750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北美現代汽車 (HYUNDAI MOTOR AMERICA)

位於南加州的北美現代汽車總部，是韓國現
代汽車集團的分公司。現代全車系由北美現代汽
車 (Hyundai Motor America) 在美國市場的超過八
百三十家現代經銷商進行分銷。此外，這些車行
還提供相關汽車保養和維修服務。所有在美國銷
售的現代汽車都享有 「全美最佳保固計畫」 ，包
含新車有限保固5年6萬哩，動力系統有限保固10
年10萬哩，以及5年不限哩數的路邊緊急救援服

務。此外，擁有Blue Link遠程信息主哩系統的現
代車主還能享受現代汽車提供的Blue Link連接管
理服務，加入的話能享受一年免費。這些管理服
務包含自動碰撞通知、加強道路救援、車輛診斷
警報、每月車輛健康報告，以及車載調度服務。

現代汽車新車免費試駕活動現代汽車新車免費試駕活動
送您送您 $$2020超值禮卡超值禮卡

北美第一個中小學北美第一個中小學HSKHSK（（漢語水平考試漢語水平考試））考點在龍學天考點在龍學天
下中文學校順利舉辦第五次國家漢語水平考試下中文學校順利舉辦第五次國家漢語水平考試（（HSKHSK））

現代汽車全新高智能現代汽車全新高智能SUV KonaSUV Kona

（本報訊）2018年4月22日，龍學天下中文
學校順利舉辦了第五次國家漢語水平考試（HSK）
。 龍學天下的教師和誌願者在國家漢辦德州南方
大學孔院易曉和校長王榕的帶領下,認真學習了由
國家漢辦、漢考國際下發的《漢語水平考試管理
手冊》、《HSK紙筆考試主考工作流程》、《考
務工作流程與指導語匯編》以及《HSK監考流程
》，並且在Houston Dragon Academy（龍學天下
中文學校）全體教師的協助下首次在龍學天下設
置考場。此次HSK 考試龍學天下考點共計有近50
人參加考試，考試級別涵蓋一、二、三、四級考
試，下午四點，所有考場的考試順利結束。本次
考試首次采用紙筆考的形式，也是首次在教學點
設置考場，這不僅是對龍學天下中文學校教學質
量的認可，更是HSK推廣的所取得的重要成果。

作為國家漢辦一個特設教學點，龍學天下是
此次HSK考試的唯一一個設在教學點的考點。從
2018年2月開始，龍學天下中文學校接收德克薩

斯南方大學孔子
學院的相關考試
報名信息和要求
，對 HSK 考試
進行了大力宣傳
和推廣，向龍學
天下的學生家長
們詳細地介紹了
國家漢語水平考
試（HSK），指
導學生家長熟悉
考試報名等相關
流程。家長們對

孔HDA全體教師耐心細致的工作表示了高度贊賞
，並且為如今在國際化環境下能夠如此便捷快速
的在美國境內參加漢語水平考試稱贊不斷。

在HDA王榕校長和中國漢辦易院長的協商安
排下，從2018年3月19日開始，國家漢辦派出漢
語教師與HDA全體教師一起對所有報名參加考試
的學生進行了每周兩次的HSK考前培訓，HDA的
任課教師也在平時上課期間對考生們進行訓練和
指導。在考前培訓的過程中，及時發現並解決考
生在知識方面以及應考方面存在的問題。培訓內
容主要圍繞以下三個方面：熟悉考試題型，訓練
做題時間，練習塗寫答題卡。經過為期一個月的
考前培訓，HDA的考生們對HSK考試已有較為全
面的認識與掌握，在漢語水平上也有顯著提高。

4月21日下午，HDA王榕校長帶領楊莉莉老
師、程曉菊老師、吳紅老師，王樺老師等與TSU
易院長及全體誌願者教師李卓、周鎮、張恒、謝
承竹、羅賀明、肖雨煙、曾元滿和劉湘蘋，認真

學習了HSK紙筆考試助考監考流程和副考工作職
責，並明確了機動人員的主要工作職責和內容。
其後，全體人員對考場進行了細心全面的檢查。
確保考場桌椅的擺放和數量正確；考生號條形碼
、考場外指示語和考生信息表的張貼到位；每個
考場音頻設備的音效和音量的調試；每一位考生
的準考證的打印，甚至細心到為每一位考生預備
了兩支考試鉛筆和一塊橡皮等等。並囑咐每一位
考務老師考試當天提前到達就位候命，確保所有
準備工作到位，以不變應萬變。

本次HSK考試-龍學天下考場，共設有四個考
室，總監考為易院長，此外，每個考室設有一位
主考、一位副主考以及一位機動人員。考前，主
考老師領取了考試材料，檢查、布置考場，管理
考生入場，向所有考生宣讀考場規則和考試須知
，副主考檢查了考生的考前準備情況，機動人員
負責協調考場事物，確保了整場HSK考試的有序
進行。主考老師們均持有HSK考試管理證書，是
經過考試管理培訓和考核合格的HSK考試管理人
員，有資格承擔漢語水平考試的考場內各項考務
工作。HDA王榕校長負責考試當日家長、考生以
及全體考務人員的溝通及協調，各方面協調互促
，有條不紊。

此次龍學天下考點HSK考試的順利舉辦，離
不開王榕校長和國家漢辦領導的悉心指導，離不
開HDA每一位教師的辛勤付出。從考前一個月的
培訓，老師們認真負責的對龍學的每一位考生進
行專業指導；到考試規則的學習和考務人員的培
訓，HDA王榕校長和國家漢辦中方院長易院長親
臨考場耐心指導；再到考前全體教師對考場桌椅
布置，考試用具準備，準考證的打印，考場音頻

設備的反復確認，考試後考卷的整理和歸類，都
能看出每一位工作人員的認真和細致。漢語推廣
是HDA的重要任務，其中推廣和宣傳HSK是重要
手段和途徑，此次與孔子學院的合作，也證明了
學校決策的正確性，因此對於漢語學習方面學校
將秉持發展以學促考，考學結合的良性循環，一
方面，努力積極的擴大龍學天下在休斯頓地區的
影響力，提高學校教學質量和家長滿意度；另一
方面，漢語教學方面積極謀求與國內組織的合作
，保持與中國國內漢語發展現況接軌，爭取為
HDA學子謀福利；最重要的是，HDA將繼續著眼
於每個學生的全面發展和身心健康，讓孩子們在
開心學習的同時高效學習。在HDA，每一個教師
都將以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態度對待每一位孩
子，將以認真負責的態度對待每一位家長。讓學
生開心，讓家長放心！千裏之行，始於足下，期
待未來，期待更優秀的Houston Dragon Academy
！

現代汽車全新高智能現代汽車全新高智能SUV KonaSUV Kona

王榕校长与易晓院长合影王榕校长与易晓院长合影

考場現況考場現況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2018 年美南國建協進會年會暨
科學工程技術研討會將於 6 月 9 日（ 周六 ）在 Sugar Land
Marriott Hotel 盛大舉行。該協會各組負責人及國建會會長黃
初平等人於上周六上午召開記者會，介紹今年研討會的內容
：
（ 一 ）能源討論會： 由美國華人石油協會協辦。該會議共
同主席戴柏青博士介紹今年的講題包括： 李新功主講 「休士
頓周圍的大數據-- 機遇與挑戰」；陸立綱博士主講 「用於
非常規石油和天然氣勘探的機器學習」；毛有力博士主講 「
具有深層自然語言處理的序列挖掘和模式分析鑽探報告」；
林志成博士主講 「項目： 墨西哥灣首批海底高溫高壓項目之
一」； 以及由陳靖雯博士主講 「機器學習的多地震屬性分析
： 無監督方法」。
（ 二 ）環境保護討論會：由 「環保組 」陳天生會長主持，
共有八篇論文，由台灣專程前來的貴賓主講。包括： 內政部
建築研究所所長陳瑞鈴主講 「我們的生活環境面臨的挑戰-
台灣綠色建築促進政策的經驗和前景」； 鄭騏驎主講： 「台
灣綠色建築綠色建築材料的最新進展」； 張濟群主講 「我們
如何為全球氣候變化的影響做好準備- 美國2017 年颶風季節
」（ 如何防止洪水不要進來區域內？）；劉志恆 主講： 「
有機廢物（ 廚餘 ）處理技術」； 卓英仁博士主講： 「有機
廢物處理技術 」； 陳天生主講： 「美國城市固體廢物分類
和回收/ 處理技術的趨勢以及休士頓的生活垃圾分類，回收
和處理工作）； Keng -Chang ( Jeff ) Tu 博士主講 「基於顏
色變換的材料質地增強方案」。
（ 三 ） 納米及複合技術： 浦浩德博士主講 「納米新添加劑
的生產和應用在科級升級企業的塑料產品； 盧璐博士主講：
「可固化和回收的環氧熱固樹脂」；dr. M.A. 主講： 「摩擦

攪拌焊接的缺陷檢測挑戰」； 李昂、李國強博士主講 「簡易
UV 固化的高性能和可回收熱固形象記憶聚合物具有高應力
輸出」； 嚴成、林國強博士主講： 「有限元模型具有晶格結
構形狀的記憶聚合物」； 范濟舟、李國強博士主講 「高焓儲
存熱固性網絡的巨大應力和高能量輸出在橡膠狀態」。
（ 四 ） 專業會計師- 財務管理講座（ 休士頓華人會計師協
會協辦）： Daniel Castillo 主講 「關於國際稅法方面的知識
」；Christina Doherty 主講： 「爭議稅收的基礎知識 」；

Christina Gong 主講： 「稅務在數位科技的運用」； Bob
vLamb CFP : 「投資和經濟更新與實際應用」。
（ 五 ） 煉油與石化科技討論會： 由謝元傑主持。
（ 六 ） 人工智慧科技討論會： 由黃壽萱教授主持。主講人
包括： 孔祥重教授主講： 「電子設備、人工智慧和區塊鏈」
； 洪光威醫師主講（ 秀傳醫療體系彰濱院區醫療副院長）
： 「從冠心病的大數據分析看人工智慧在醫學上的應用」；
何宜龍主講： 「人工智慧的硬體推手： 雲端服務、數據中心
、光學通訊」。
（ 七 ） 海洋科技研討會： 由張書豪博士主持。主講人包括
： 顧寶鼎博士主講： 「台灣離岸風電發展近況」； 郭原宏
主講： 「離岸風電的統包工程」； 張書豪博士主講： 「離
岸風機結構分析方法」。
（ 八 ） 生物醫學講座： 由曾煥昌博士、陳宜婷博士主持。
主講人： 陳淑霞博士談 「用免疫細胞殺死癌細胞-- 如何控
制降低癌症效果」； 張碩修博士： 「如何用外骨骼裝置幫助
病人回復健康狀態-- 下肌肉強度」 ； 黃正球博士： 「如何
準備您自身的工程生涯」； 郭亦希博士（ 任職Inside Corp.
東岸藥廠）談 「癌症 藥物治療」。
（ 九 ） 健康講座： 由陳康元醫師、陳王琳博士主持。主題
： 「北美亞裔健康需知」。主講人： 施惠德醫師主講： 「
食品安全」（ 化學、機械、物理、生物） 對食品的危害。腫
瘤專家岑瀑濤醫師談 「胃食管癌和結直腸癌的預防和治癒性
治療策略」； 陳康元醫師、王琳博士從多元角度討論腸道的
保健，如何免疫，增智，又抗癌。
（ 十 ） 商業管理： （ 世華工商婦女企管協會協辦）主題
「北美亞裔生活觀 」： 由林美絢心理輔導師主講 「沒有人

看見的心痛，走出憂鬱，迎向陽光」； 臉部整型、美容專科
侯大任醫學博士主講 「要妳好看」（ 幫助治療臉部老化的微
整型以及外科抗老化手術可供選擇之治療方式。

當天中午的午餐及專題演講，將邀請來自哈佛大學的孔
祥重教授主講： 「電子設備、人工智慧和區塊鏈」。當天晚
間美南國建會四十周年晚宴，頒獎陳牟新、何益民、杜奎（
已去世 ） 三人為特殊貢獻獎。另有 「台北經文處」 教育組
協辦的壁報展揭曉，共取一，二，三名等優勝。

2018 美南國建協進會年會及工程技術研討會將於6 月9 日盛大舉行
今年會議共有人工智慧科技、能源、環保、煉油、奈米等十大主題

一. 時間 : 五月十九日(週六)上午9:30至11:30
二. 地點 : 美南銀行一樓会議室
三. 講題 : 研究UFO之基本概念與準則
四. 主講 : 会長 亓國華
歡迎大家踴躍參加，並請帶朋友來，謝謝。

總幹事
李兆琳

UFO 學會本月份月會
休士頓台灣書院參與2018年亞洲協會德州中心Asia Fest活動，將

提供書法體驗(王俐娜老師)及香香舞蹈團台灣原住民舞蹈，歡迎踴躍
參加。
日期：5/19/2018 (週六)
時間：2:00 p.m.
地點：Asia Society Texas Center

1370 Southmore Blvd., Houston, TX 77004
活動內容：
A. 著名書法家王莉娜老師現場揮毫並提供書法體驗
B. 「香香舞蹈社」表演台灣原住民舞蹈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臺灣書院 敬邀

休士頓台灣書院參與2018年亞洲協會德州中心Asia Fest活動

圖為圖為 「「 美南國建協進會美南國建協進會」」 會長黃初平會長黃初平（（ 立者立者 ）） 在記者會上致詞在記者會上致詞。。
（（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圖為 「「美南國建協進會美南國建協進會」」 各組議程負責人在記者會上合影各組議程負責人在記者會上合影。（。（ 記記
者秦鴻鈞攝者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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