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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區55 月董事會議 討論例行會議通過提案
國際區

S.E.A.L.保全公司及休士頓警局警官參與討論治安
S.E.A.L.
保全公司及休士頓警局警官參與討論治安。
。(記者黃相慈／攝影
記者黃相慈／攝影))

國際區區長李蔚華召開例行董事會討論各項政策。
國際區區長李蔚華召開例行董事會討論各項政策
。(記者黃相慈／攝影
記者黃相慈／攝影))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休士頓國際區(International District) 24 日中午召開董事會議，
會上討論例行會務議程，這次通過許多提案，檢討公共行政、區域治安及企業博覽會等提案，
並針對經費運用作討論。
會議當天，討論議題流程包括目前董事會財務狀況說明、更新回報區內商業經貿、治安維
護等章程。這次也有企業博覽會等活動鼓勵大家報名，希望能活絡社區就業和工作交流機會。

大家對國際區的會務交換意見， S.E.A.L. Security 和休士頓警局警官也到場參與會議，希望能協
助提升社區治安。
董事會每個月第四周的星期四中午 12 時在 11360 Bellaire Blvd, Suite 960, Houston, TX 77072
國際區管委會辦公室舉行，下次會議將在 6 月 28 日(周四)舉行。此會議開放公眾參加，歡迎民
眾參與討論，意見交流。

休斯頓週末||紀念日小長假休城活動推薦
休斯頓週末
（記者高思/休斯頓整理報導）這週
末就是紀念日小長假啦，小伙伴們有沒有
做好出行的準備呢？還沒有任何安排的朋
友不妨來看看我們的本地活動推薦，度過
一個休閒放鬆又充滿意義的小長假。
1. Justin Timberlake 演 唱 會 （Justin
Timberlake in Concert）
傳奇歌手 Justin Timberlake 來休斯頓啦，
這 週 五 將 在 Toyota Center 火 熱 開 唱 ！
Justin Timberlake 是美國廣受喜愛的詞曲
唱作人、演員、舞者和唱片製作人，白金
唱片銷量得主，曾十次獲得格萊美獎、四
次獲得艾美獎、七次獲得美國音樂大獎、
十一次獲得 MTV 音樂錄影帶大獎等。代
表 作 有 ： 《Man of the Woods》 、 《Cry
Me a River》、《Say Something》等。
時間：5 月 25 日（星期五）7:30 pm
地址： 1510 Polk St,Houston, TX 77002
門票：$49.50 - $250
2.泡沫長跑（Bubble Run）
這週六將在 Sam Houston Race Park 舉辦
趣味泡沫長跑，長達 3 公里的跑道將會佈
滿彩色細膩的泡沫，參與者們可以盡情地
沉浸在泡泡中，或慢跑，或慢走，或一路
玩耍。終點站還會有 DJ 帶來現場音樂、
紀念品及跑後派對。
時間：5 月 26 日（星期六）9:00 am
地 址 ： 7575 N Sam Houston Pkwy W,

Houston, TX 77064
門票：$20 起
3. 《 復 仇 者 聯 盟 》 主 題 活 動
（Avengers Assemble! ）
這週六將在休斯頓兒童博物館舉辦《復仇
者聯盟》主題活動，小朋友們可以打扮成
自己喜歡的超級英雄，釋放潛力，與喜歡
的角色例如雷神、美國隊長、黑寡婦等合
影，共同完成挑戰。
時間：5 月 26 日（星期六）10:00 am- 5:
00 pm
地址： 1500 Binz St.,Houston, TX 77004
門票：$12
4.家庭日（FUNomenal Family Festival
）
這週六，著名運動及戶外產品零售商
Academy Sports 將 在 發 現 綠 地 公 園 (Discovery Green)舉辦家庭日活動。屆時遊客
們將可參與一系列有趣遊戲及活動，還可
與休斯頓德州人隊、火箭隊、太空人隊等
本地著名球隊的部分成員見面，度過歡樂
且充滿意義的一天。
時間：5 月 26 日（星期六）1:00 pm- 5:
00 pm
地 址 ： 1500 Mckinney Street,Houston,
TX 77010
門票：免費
5. 小 龍 蝦 盛 宴 （Light of the Phoenix

Charity Crawfish Boil）
這週天將在 Westheimer 上的 The Phoenix
舉辦小龍蝦盛宴，屆時將有無數新鮮出鍋
的麻辣香嫩小龍蝦，還有水上滑梯、彈跳
房子等一系列遊戲設施。門票包含所有你
能吃得下的小龍蝦、玉米及土豆，管飽
。
時間：5 月 27 日（星期天）12:00 pm- 6:
00 pm
地 址 ： The Phoenix on Westheimer, 1915
Westheimer,Houston, TX 77098
門票：$25/提前網上買；$30/門口買
6.紀念日活動（Memorial Day Festival
in The Woodlands）
下週一為美國陣亡將士紀念日，每年的這
個時間全美上下都會舉辦紀念活動，向所
有陣亡將士、軍人及老兵致以最高敬意。
伍德蘭市的 Town Green Park 將於這週天
舉辦紀念日活動，屆時將有現場音樂、兒
童遊戲區、街頭表演、社區活動等，晚上
8 時 55 分還將有煙花燃放。
時間：5 月 27 日（星期天）4:00 pm- 9:
00 pm
地 址 ： 2099 Lake Robbins Dr.,The
Woodlands, TX 77380
門票：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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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水命理研習班風水大師衍易女史
6 月 3 日加開 「 風水室內佈置班
風水室內佈置班」」
（ 休士頓 / 秦鴻鈞報導 ）風水命理研習班
風水大師衍易女史自今年 4 月 15 日加開了一個
「風水室內設計班」，因當時很多學生出國或另
有他務無法前來上課，應學生之邀，衍易老師答
應在今年六月三日（ 下周日 ） 下午二時至六時
再開一班，以四個小時的時間，教給您室內佈置
的風水概念。包括：
四個小時學會：如何佈置內明堂，臥室裡如
何放床，客廳裡如何放沙發，書房里如何放書桌
，飯廳里如何放餐桌； 室內放鏡子的宜忌，室內
佈置水局的宜忌。讓您學會： 室內如何佈置才能
符合風水標準？
這是衍易老師在 2016 年才開始的新課程。
她在這個課程，除了講解住宅佈置的基本概念之
外，還將特別說明： 近幾年非常流行的開放式格
局（ Open plan ) 的住宅，該如何佈置，才能符
合風水需求。以及孩子或者家人外出求學或工作
，只有一個房間的 studio， 如何佈置才能在風水
上 趨 吉 避 凶 。 以 及 「水 」 的 佈 局 與 忌

禁-----,這些都是衍易老師以往的風水課程中
沒有機會討論的問題，在她所著的＜ 風水經典
＞ 中也沒有機會詳細談論。希望早期跟她一起研
討過風水學的學生們，這次能回來做這方面的補
充。
這次課程只有四個小時，一次就能上完。研
習費用： 新生$100 元、舊生$80 元、複習$20 元
。
這個班將是衍易工作坊對外招生的最後一個
風水班。上完這門課，要等到今年九月才有八字
班。
將於今年九月開始的 「八字班 」，包括：
「初級班」：09/02,09/09;
「進階班 」： 09 /23 , 09 / 30 ; 「深研班 」：
10/ 21, 10 /28 ; 「精進班」： 12/02, 12 /09 。
上課地點： 中華文化中心 9800 Town Park,
Houston , TX 77036, 報 名 、 諮 詢 專 線 ： 832202- 5751，832- 417- 8168 吳小姐
詳情參看 www.FengShuiProfessor.com

美南大專校聯會講座2018 新稅法
（ 本報訊 ）美南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的風雅集將於六月三日，星期日，下午兩點至四點, 在
休士頓華僑文教中心展覽室，舉行兩小時的座談會，主題是： 2018 新稅法介紹及稅務計劃的應變
。主講人有兩位：黃亞靜會計師，以及吳佳玲會計師。
黃亞靜會計師畢業於國立政治大學財稅系，美國印第安那大學研究所，一九八零年取得美國
休士頓大學會計碩士. 一九八三年創辦安信會計師事務所，工作經驗包括銀行，海關，企業財務長
，以及註冊會計師。目前是全美註冊會計師協會，德克薩斯州註冊會計師協會，及休士頓註冊會
計師協會資深會員，以其三十餘年專精的美國稅務，會計，財務計劃，及企業管理經驗，為企業
及個人提供全方位的專業服務。黃亞靜持有德州證券投資及保險執照。有二十多年的財務顧問經
驗，已獲得了美國報險業著名的“百萬園桌”終生會員榮譽。她熱心公益， 歷任休士頓政大校友
會會長，休士頓會計師協會會長，以及中華文化服務中心理事長。

為風水命理研習班風水大師衍易女史。
為風水命理研習班風水大師衍易女史
。
吳佳玲會計師畢業於國立臺灣大學財務金融學系，並取得美國紐約大學 MBA 學位。曾任職於
銀行及化工製造產業，之後投入公共會計師業務，有十五年產業及會計財稅實務經驗。是美國註
冊會計師協會及德克薩斯州註冊會計師協會會員。吳佳玲會計師專長於公司及個人稅務， 服務產
業包括氣油業投資、貿易及地產業等。並提供稅務規劃，信託及贈與稅申報服務。吳會計師目前
是安信會計師事務所合夥人， 負責會計以及稅務申報。
兩小時的新稅法講座提供新資訊給僑社大眾完全免費。以華語講述，沒有英文翻譯。歡迎僑
社大眾前往參加。詳情請參閱網站 www. jccaa.com
僑教中心的地址是：10303 West Office Drive, Houston, Texas 77042,
報名請在六月二日之前，至信給 jsjeng@yahoo.com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 北美亞裔生活觀身心靈免費健康講座
（本報訊）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於 6 月 9 日(
星 期 六)2:30pm 至 5:30pm 在 Sugar Land Marriott Hotel 2F Room
Blue Bonnet(16090 City Walk, sugar Land, TX 77479)協辦美南國
建協進會 2018 年年會暨科學技術研討會。
華人工商婦女協會美南分會將以北美亞裔生活觀特邀林美絢
心理輔導師，主講主題”沒有人看見的心痛”，這是一堂心理健
康導論課，我們會一起討論抑鬱的跡象與癥狀。同時會分享一個

真實故事，關於如何兼用藥物與思想更新，幫助一個抑鬱患者走
上康復之路的過程. 也介紹信念的重要性及自我價值的重建的必
要性。
臉部整型外科侯大任醫師主講主題”要你好看”，針對包括
眼袋、皺紋、眼皮鬆、隆鼻、雙下巴、隆下巴、臉部拉皮以及經
由生病，譬如骨癌造成臉變形或是車禍外傷造成的臉部變形，將
全面介紹各種可供選擇之臉部微整型和外科抗老化手術可供選擇

的治療方式專題座談會。
會長羅秀娟和副會長吳展瑩熱忱歡迎僑界朋友，能口耳相傳
來共襄盛舉聆聽與每一個人切身有關的生活觀身心靈講座，免登
記，免費入場，並備有多項抽獎禮品(旅館免費住宿禮劵) ，詢問
電話(832)607-5038 或(713)397-5228。

休城工商

體驗音樂的豐富與美好
從音樂夏令營開始
(記者韋霓休斯頓報導
記者韋霓休斯頓報導)) 「音樂
音樂」
」是上帝贈與的珍貴禮物
， 有音樂的地方
有音樂的地方，
， 就有歡樂
就有歡樂。
。 雖然在不同的人生階段都可
以接觸音樂，
以接觸音樂
，但是
但是，
，越早接觸
越早接觸，
，就越早開啟探索之旅
就越早開啟探索之旅。
。
許多研究證明，
許多研究證明
， 透過音樂能啟發孩子的潛能
透過音樂能啟發孩子的潛能。
。 中國科學家
的研究也證實所謂的 「莫札特效應
莫札特效應」
」 ， 顯示聽莫札特音樂
的學生表現會更好。
的學生表現會更好
。 在孩子學音樂時
在孩子學音樂時，
， 因為大多樂器都要
同時用到左右手，
同時用到左右手
， 甚至需要腳來配合打拍子
甚至需要腳來配合打拍子，
， 對左右腦的
平衡有很大的助益，
平衡有很大的助益
，
休斯頓青少年藝術家音樂會(Houston
休斯頓青少年藝術家音樂會
(Houston Young Artist ConConcert) 的創始人女鋼琴家鮑許淑好表示
的創始人女鋼琴家鮑許淑好表示，
， 古典音樂對小朋友
有極大的幫助，
有極大的幫助
， 能發展他們想像的空間
能發展他們想像的空間，
， 穩定情緒
穩定情緒，
， 讓他
們更平靜、
們更平靜
、 更細心
更細心、
、 更敏銳
更敏銳、
、 也更聰明
也更聰明。
。 聽古典音樂在於
心的感受，
心的感受
， 其方向是從心往上的
其方向是從心往上的，
， 融合心
融合心、
、 耳 、 腦 ， 提升
身心靈。
身心靈
。 許多學音樂的孩子
許多學音樂的孩子，
， 在班上的表現特別出色
在班上的表現特別出色，
，即
使日後沒有繼續走音樂路線，
使日後沒有繼續走音樂路線
， 在各行業也都有很好的發展
。
Fort Bend Music Center(福遍音樂中心
Center(福遍音樂中心)) 將於今年夏天舉
辦一系列的音樂夏令營，
辦一系列的音樂夏令營
， 讓孩子們接觸音符
讓孩子們接觸音符，
， 學習數種的
樂器，
樂器
， 啟迪他們的天賦
啟迪他們的天賦。
。 要讓小寶貝們在今後的生活中
要讓小寶貝們在今後的生活中，
，
能感受更多的歡樂與旋律，
能感受更多的歡樂與旋律
， 這個夏天就來一趟充滿音符的

音樂夏令營吧！
音樂夏令營吧！
音樂夏令營依年齡分成不同組別，
音樂夏令營依年齡分成不同組別
， 小小孩分兩組
小小孩分兩組，
，從
18 個月到 3 歲一組
歲一組，
，4 到 6 歲一組
歲一組。
。這組的小朋友因為年齡
小 ， 能專注的時間較短
能專注的時間較短，
， 每天接受一小時的音樂初體驗
每天接受一小時的音樂初體驗。
。
內容則結合音樂與故事，
內容則結合音樂與故事
， 讓孩子們來探索音樂的奇妙與樂
趣 ， 學習包括鋼琴
學習包括鋼琴、
、 歌唱
歌唱、
、 訓練節奏等
訓練節奏等，
， 既好玩又潛移默
化地培養音樂的欣賞力。
化地培養音樂的欣賞力
。
再大一點的孩子，
再大一點的孩子
， 就可以有更完整的音樂體驗了
就可以有更完整的音樂體驗了，
，每
天接受 2.5 小時的課程
小時的課程。
。 7 歲以上依年齡分組
歲以上依年齡分組，
， 還有青少年
組與成人組。
組與成人組
。 這個組別的學生們將同時學習鋼琴
這個組別的學生們將同時學習鋼琴、
、 吉他
吉他、
、
打擊樂器、
打擊樂器
、 銅管樂器
銅管樂器、
、 歌唱等
歌唱等，
， 探索不同樂器的奇妙
探索不同樂器的奇妙，
，體
驗音樂的豐富與美好！
驗音樂的豐富與美好
！ 在一整個星期裡
在一整個星期裡，
， 每天都會充滿不
同的音符與驚喜。
同的音符與驚喜
。
家長們，
家長們
， 一起種下美麗的音樂種子吧
一起種下美麗的音樂種子吧，
， 趕緊報名喔
趕緊報名喔！
！
詳情請洽 Fort Bend Music Center (福遍音樂中心
( 福遍音樂中心))。 Stafford
營址:: 12919 SW Freeway, Suite 160
營址
160,, Stafford, TX 77477
77477。
。電
話:281
281-494
494-5885
5885。
。 Houston 營 址:
址: 3133 Southwest Freeway,
Houston, TX 77098
77098。
。 電 話:
話: 832
832-500
500-4320
4320。
。 網 站:
站: http://
fortbendmusiccenter.com/。
fortbendmusiccenter.com/
。

解決各種臉部皮膚困擾
Euphoria Beaute 打造更健康的膚質與容貌

(記者韋霓休斯頓報導) 隨著歲月的流沙，攬鏡
一照，不少姊妹們發現皺紋與暗斑已經悄悄的出
現在臉上，不過，不用擔心，現在美容界日益發
展，許多臉部皮膚的困擾，其實可以有辦法處理
。休斯頓的 Euphoria Beaute (欣悅美人)專門解決各
種臉部皮膚，協助改善皺紋、黑斑 、暗沉、皮膚

鬆弛、粗糙、痘疤、改善黑眼圈等。
Euphoria Beaute 是專業的 Medi Spa，由具有專
業經驗 18 年的美療師主持，她曾經因為教育孩子
而中斷自己的事業，然而，始終不曾停止吸收最
新的美容知識，當她再度展開自己的事業，許多
老客人都很高興，紛紛回籠。店內的美療師都是

經過認證的專業人員，提供各種皮膚美療服務，
更重要的是，會指導顧客如何真正的了解皮膚、
保養皮膚，改善皺紋、淡化黑斑、活化細胞、改
善暗沉、膚色不均等，讓顧客由裡而外的，更健
康美麗。
在 Euphoria Beaute 的美白保養中，添加了維他
命 C、膠原蛋白、以及其他天然保養素，能有效改
善膚質，讓皮膚保持彈性，即使不化妝也明亮動
人，經過數次的調整膚質，顧客能明顯感覺到自
己皮膚的改變。此外，專業人員還會教您回家之
後該如何呵護皮膚，生活中有哪些細節應該注意
，才不至於做出與護膚相反的行為。
保養品涵蓋法國、韓國、有機、及醫學級的
保養品，都是最尖端、質量最好的產品。其實，
每個人有不同的膚質，適合不同的照顧與保養品
，Euphoria Beaute 教您如何用對保養品，並調整飲
食與生活習慣，真正的改善膚質。
如同種花蒔草一般，當你給予細心的呵護、
提供需要的養分與條件，花兒會開心的回應，綻

放嬌容。人的皮膚與外表也是一樣的，當你更了
解皮膚的需要，知道如何愛護與保養，不僅可以
改善皮膚與外表，更能打造健康與美麗。
韓國的美容技術一直世界馳名，領先群英，
在護膚美容領域佔有一片山河。Euphoria Beaute (
欣悅美人)就是以最新的韓國美容技術，幫助女性
享受到專業的美容服務，包括美白、皮膚保養、
做臉、V 型臉、瘦臉、消除皺紋，並有沙龍，剪髮
美髮，以及草本治療禿髮。此外，全身護膚、排
毒、桑拿浴、與海藻全身裹敷等，都能有效的改
善皮膚。
此外，Euphoria Beaute 也代理草本配方治療禿
髮(Herbal Hair Loss Treatment)與護膚保養品，歡迎
各美容院洽詢了解。
Euphoria Beaute (欣悅美人)位於百利大道(黃金
點心茶寮旁)，地址是 10600 Bellaire Blvd., Ste. 120,
Houston。 電 話:832-288-5747( 中 文)、
832-617-8262(英文)。

休城畫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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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副主任李美姿與休士頓地區榮譽職人員及各
休士頓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
社團僑領代表於僑務委員會 107 年臺灣青年海外搭僑計畫研商會議合影

臺灣青年海外搭僑計畫 7 月啟動
休士頓僑界安排多元見習活動

客家會范泌文會長、賴江椿前會長將安排 台灣青年團 拜
客家會范泌文會長、
會華美中醫學院暨客家會交流，
會華美中醫學院暨客家會交流
，瞭解僑團運作情形

大專校聯會謝家鳳會長將安排臺灣青年並將前往
Exxon 石油公司認識休士頓能源之都

台商會會長陳志宏將率台灣青年團 前往休士頓台北市姐
妹會敦睦亭瞭解城市文化，
妹會敦睦亭瞭解城市文化
，拜會台灣商會組織

僑務咨詢委員 葉宏志安排 拜會台灣僑營企業
拜會台灣僑營企業，
，
瞭解台灣企業海外奮鬥歷程

休士頓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表示，
休士頓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表示
， 「臺灣青年海外搭僑 僑務咨詢委員劉秀美將帶領 臺灣青年 拜會台裔 Harris
計畫」 休士頓場次將於 7 月 25 日至 31 日舉辦
計畫」
日舉辦，
，屆時將有 Country 民選法官 Teresa Chang 體驗台灣移民積極參
來自台灣大專院校研究生及大學生 12 人至休士頓見習
與主流社會的貢獻以及影響力

杰喜地產

Jessica Realty Team
金牌地產經紀人

王洪旭

Andrew Wang

住房買賣 商業地產 公寓租售
專精 ●Sugar Land 糖城

手機：832-207-8808 ●T M C 醫學中心
●Pear Land 梨城 ● Katy 凱帝
微信：andearwang
E-Mail:wanghongxu001@gmail.com
R01-JESSICA REALTY TEAM王洪旭256C_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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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休士頓校友會
5/12 慶祝校友會成立 50 週年晚宴

僑務咨詢委員駱健明和妻子郭穎支持慶祝成功大學休士頓校友
會 (NCKUAAH) 成立 50 週年。

名律師宋秉穎（右）、宋明麗（左）支持慶祝成功大學休士頓
校友會 (NCKUAAH) 成立 50 週年。

社區僑領謝允中和妻子高嫚璘支持慶祝成功大學休士頓校友會
(NCKUAAH) 成立 50 週年。

（ 右起 ） 成大校長蘇慧貞， 「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夫婦
，成大傑出校友黃伯英在晚宴上。

成大休士頓校友會前後任會長（ 右起 ） 趙婉兒、葉宏志。

休士頓大學朱唯幹教授榮獲終身成就獎，肯定他們是世界上的
明星，他們是成大的榮耀和寶藏。

三百多位嘉賓、校友歡聚一堂。

「亞美舞蹈團」表演舞蹈 「敦煌飛天 」。

新任會長顧寶鼎（ 右二 ）與鄭麗如（ 右一 ） 及龔雁婕，顧
婧等人表演歌舞 「紅麈客棧」。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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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人語

美(南人語）））

星期日

2018 年 5 月 27 日

西城秀樹好時代終結

上個周日午間，到金冠酒家跟休市著名書畫家趙
青坪伉儷茗茶之際，巧遇本地恩典教會梁 德舜牧師
等一班教友，合共三十餘人，大家來個簡短談話。
當中有馬景燦學長，向我言及當天刊登的( 美南人
語）上的 「懷念西城秀樹 」拙文，資訊齊全，給大
家一個全面了解這位歌手的一生。我回答這是部分
內容而矣。諸位如感興趣，本人可以在今周續寫多
一次，以回饋友好，也是對這位一代歌神的懷念。
憑改編七十年代美國男子組合 Village People 的同
名歌曲《YOUNG MAN (Y．M．C．A)》而紅遍亞
洲的日本殿堂男歌手西城秀樹，中年時候，經歷 2 次中風後，行動
早已不便，再加上眼疾，健康每況愈下。西城在上個月尾突然昏迷
不醒，終因心臟衰竭在橫濱醫院離世，終年 63 歲，遺下愛妻及一女
兩子。他以激烈的舞蹈動作及充滿活力的歌唱方式，相當受到日本
、港台及亞洲各地年輕女性歡迎，也唱紅很多歌曲。
一個人真的是 「生死有命、富貴在天」。西城秀樹在業界有
「健康歌手」之稱，除了形象正氣之外，從 男女緋聞，對愛情忠貞
，他每日也跑步練氣，不煙不酒，所以健康甚少出現毛病。直至
2003 年到韓國宣傳時，卻因為急性腦中風要立即回國醫治，整整休
養了 3 年，健康漸漸回復計劃復出之際，在 2011 年再度中風，令他
右邊身體失去部分活動能力兼口齒不清。
日本報章《日刊 Sports》在 2013 年報道，西城因為白內障關係
，曾做過眼部手術，視力大不如前。雖然惡疾纏身，但西城並沒有
放棄，每日也接受物理治療，希望有日可重返舞台。為慶祝入行 45
周年，西城秀樹在 2015 年推出紀念專輯《心響-KODOU-》，西城
經過長時間治療後，健康未見有太大好轉，但他仍堅持出席 2016 年
「富士電視台」的 FNS 歌謠祭，演出時狀態還算不錯。
西城秀樹自 1981 年已曾 5 次來港演出。對上一次來港是 2007 年
3 月出席 IFPI 香港唱片銷量大獎頒獎禮。西城也曾拍攝香港電影，就
是與方中信、李賽鳳合演的 1987 年電影《天使行動》。西城與已故
香港天后梅艷芳感情要好，因為梅艷芳自 17 歲開始就是西城秀樹的
忠實歌迷，曾做過西城歌迷會的副會長。兩人曾在音樂會上合作，
加上會私下見面，所以西城也視梅艷芳為妹妹。梅艷芳離世時，西
城更親自寫了一封信，以表達對這位 「妹妹」的哀痛。

楊楚楓

香港歌手在八十年代改編日本流行曲是一大趨勢
，改編單位包括樂隊有安全地帶，女歌手中島美雪、
松任谷由實，中森明菜，男歌手有桑田佳祐，澤田研
二，當然還有西城秀樹。香港歌手改編西城秀樹的歌
曲，最為人熟悉包括《追憶之瞳-Lola》，是已故巨星張國榮改編歌
曲《愛慕》；《Blue Sky Blue》也是已故巨星羅文的《好歌獻給你》
。梅艷芳的《夢幻的擁抱》，就是改編西城的《擁抱着 Jive》，原曲
是 George Michael 的《Careless Whisper》。
在七十年代日本樂壇有 「新御三家」(即一個領域上最著名的 3
人」，分別是西城秀樹、野口五郎及鄉裕美。近日 62 歲的鄉裕美得
知西城離世後發文悼念 : 「作為 『新御三家』，大哥哥是野口五郎
，二哥是西城，我是弟弟，知道二哥離世，我非常悲痛。記得出道
時，西城哥哥常對我說 『有甚麼不明白，一定要問我。』這句說話
，令我一世難忘。」至於 62 歲的野口五郎亦透過事務所表示 : 「西
城離世的消息太突然了，我腦海一片空白，想不到應表達甚麼。各
位，對不起了。」
談到西城秀樹對香港樂壇有何影響，香港名樂師黃志淙說：
「西城秀樹喺舞台同音樂嘅影響力係佢嘅能量，佢跳紮紮好陽光，
膚色、打扮日本得嚟又好美國，佢亦好聰明選咗《YMCA》呢首
Village People 嘅大熱歌改編，加埋動作舞蹈係席捲世界，對梅艷芳
、羅文嘅影響都好深遠。」他提升了香港演唱會的製作水平。演唱
會文化方面，黃志淙憶述早年做資料搜集的資料，指當年香港 TVB
電視台總裁周梁淑怡有一間製作公司，是做由日本引進來港的舞台
燈音效果，而他亦是從西城的演唱會得到啟發，所以想請日本的製
作人來港，亦因有這些高水準音樂會，令香港有上進心的搞手去日
本取經，才能提升香港文藝演出的製作水平。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絕對是 J-Pop 好時代，睇 NHK《紅白歌
合戰》過新年，是那些年最期待的賀年指定動作，我們都是由紅白
開始接觸 J-Pop，尤其對七十尾八十初的好幾回最深印象，當年最
喜愛的兩位日本男歌手，正是澤田研二及西城秀樹，西城秀樹代表
作 當 然 不 只 一 首 《YOUNG MAN(Y.M.C.A.)》 ， 原 曲 出 自 Village
People 同名大熱，跟另一首《相擁跳爵士舞》改編自 George Michael
《Careless Whisper》一樣，屬於翻唱歐西流行曲，亦是當年 J-Pop 界
頗盛行的改編風氣，1981 年，西城秀樹尚未來港開演唱會前，曾有
一套由他主演的電影《愛與誠》在港上映，這是第一本日本漫畫拍
成電影，當時我剛巧回港一行，仰慕西城秀樹大名，故專程走到香
港灣仔京都戲院一看這個電影版，怎料全場近乎滿座之餘，竟佔九
成觀眾是女歌迷，結果，為我帶來今生難忘的一趟觀影過程，每當

政
政海
海 大馬權斗仍未停歇
楓
楓聲
聲 楊楚楓

隨着九十
二歲高齡
的強人政
治家馬哈蒂爾再度執掌馬來西亞總理皇位，新內
閣名單旦夕公佈，這個東南亞國家似乎完成新一
輪政治洗牌。但看一下前副總理安瓦爾獲特赦出
獄、而前總理納吉布住所遭警方徹夜搜查等事件
接連發生，似乎說明大馬已歷經多年的權力博弈
，還未真正走到盡頭，落下帷幕。
二十年前，安瓦爾( 有人譯作安華），一度被視
為時任總理馬哈蒂爾的“接班人”。但之後形勢
急轉直下，他被馬哈蒂爾革除公職，既告之兩項
雞姦，獲加多項罪名，遭投入獄。這二十年來，
安瓦爾經歷了獲刑、獲釋、再獲刑、再獲釋，反
反覆覆，副總理的權位及身份，毀於一旦。
想不到安瓦爾的境況到二○一六年，會出現轉
機，曾賞識和提攜他、但又因政見不合等與他決
裂的馬哈蒂爾，突然出現在安瓦爾所涉案件的庭
審中。兩人十八年來首握手，上演“大和解”。

馬哈蒂爾最終決定攜
手安瓦爾，可能是出
於在競選時，想借助
其聲望及反對黨的根
基和平台：安瓦爾則是看中馬哈蒂爾有能力吸引
“巫統”的傳統支持者。今年五月九日，馬哈蒂
爾帶領的希望聯盟贏得大選。據馬哈蒂爾與安瓦
爾的“君子協議”，安瓦爾出獄後，馬哈蒂爾不
久將退位“讓賢”，由安瓦爾出任新總理，自己
改在幕後垂簾聽政，發揮作用。
不過，安瓦爾已表明“不着急”當總理，需要
時間休養。馬哈蒂爾表示，將擔任總理一兩年。
因此，安瓦爾在從政後，將怎樣與馬哈蒂爾相處
，是同床異夢，還是同舟共濟？備受世人關注。
安瓦爾將在何時、又以怎樣的方式來出任總理，
也成為未知之數。
納吉布從政以來遭遇過許多爭議和挑戰：二○
○二年，他因購買兩艘法國潛艇，遭腐敗指控；
二○○六年，他的前助手捲入“蒙古女郎謀殺案
”；二○一四年，馬航客機失蹤；同年七月，馬
航航班在烏克蘭被擊落。二○一五年，馬哈蒂爾
抨擊納吉布“破壞政府機構，並將之變為牟取私
利工具”，要求其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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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西城秀樹亮相的鏡頭，全場女歌迷不只尖叫，更同步舉起相機向
銀幕拍攝，閃燈不停，當時倒懷疑自己是在看電影，還是睇演唱會
？
提到西城秀樹演唱會，驚覺自己最後購入的一張西城秀樹出品
，正是十多年前在二手店用$10 買下，由海岸影視推出的《Hideki
Saijo Super Tour Concert ‘89》鐳射影碟，全紀錄當年紅館三面台演
出實況，座無虛設，西城秀樹用廣東話說： 「好熱呀！」，最後唱
出寫給香港的《Say Again》完場曲後，更有成龍上台合唱一節。台
上美女如群，但願時光可倒流, 倒是一流。
作為歌迷沉痛追悼西城秀樹！他是香港樂壇“天王的天王”，
羅文改編他的歌，有《好歌獻給你》、《讓我奔放》。張國榮改編
他的歌，有：《烈火邊緣》和《愛慕》等等。還有，西城秀樹，也
是香港樂壇的“夢中姑爺”——
“我的拍拖對象是西城秀樹！”梅艷芳生前，多次公開她的夢中
白馬王子是誰。阿梅自幼是西城秀樹的超級粉絲，擔任西城秀樹歌
迷會的會長，曾傳出緋聞。有報道指，阿梅十七歲時曾訂過婚，但
因太迷戀西城，令未婚夫無法忍受，最終解除婚約云云。
梅艷芳加入樂壇後，西城多次來港宣傳，與阿梅一起亮相節目。
性格坦蕩蕩的阿梅，對偶像讚不絕口，說西城台風及歌聲好吸引，
台下亦和藹可親；她居然說對方符合她終身伴侶的條件。但西城指
阿梅是好朋友……有次接過阿梅頒的金唱片獎時，稱她只像“我的
親生妹妹” ，澄清不可能拍拖。西城的决斷，令阿梅的“夢中姑爺
‘夢醒，惆悵不已！
被譽歌藝精湛、風采甚佳、待人親善的西城，極少緋聞。此刻艷
星的懷念，多是他的工作態度。性感女神藤原紀香，撰文致悼稱當
年公演舞台劇首日，發生 3·11 大地震，大家不知所措時，西城秀樹
成了大家的精神支柱，還在騷後發起募捐運動。紀香大讚他是“永
遠的巨星”。
曾以宣傳標語“西城秀樹的妹妹”而出道的河合奈保子，對西城
死訊感到震驚，並對這位前輩“心中只有無盡的感激”。
紐約拍攝電影的郭富城表示：“聽到西城前輩離世的消息，心情
好難過。一九九九年，我在福岡音樂節與他一起合唱《YMCA》，
他是一位好有魅力的歌手，而且好友善，好榮幸曾經合作。西城離
世，實在是藝能界一大損失，望他的家人節哀。”
最玄妙的追悼節目——日本電視台播映西城“死前最後一面”。
死前六日，他出席好友演唱會打氣，西城持咪講了幾句，精神奕奕
，不見異樣。大家以為他與病魔搏鬥後已回勇，可惜六日後離世。
他才 63 歲，真的是天嫕英才，吾真合掌無言！

納吉布政治生涯真正的污點，還應歸結於近十
年前、即其執政初期所倡議設立的“一馬公司”
醜聞。二○一五年七月，納吉布被指將七億美元
資金從“一馬公司”轉入其私人賬戶，美國、新
加坡和瑞士等多國牽涉其中。此後，納吉布多次
面對貪腐及干預司法等調查指控。
馬哈蒂爾上台後很快回應了人民消除貪腐的訴
求，禁止納吉布出國並開始着手調查貪腐大案，
啟動“一馬公司”醜聞的調查。馬來西亞反貪污
委員會已經傳喚納吉布廿二日到場說明。
“一馬公司”醜聞涉及幾十億美元，是在納吉
布執政期間的重大金融醜聞，納吉布是重大嫌疑
人，但早前的調查總是不了了之。如果馬哈蒂爾
力主的調查能夠繼續深入，一往無前，對於開啟
馬來西亞的廉政之風非常重要。腐敗是困擾馬來
西亞發展的重大問題，如果真能解決腐敗問題，
加上有效管理，則馬來西亞的經濟前景讓人看好
。
此外，吉隆坡廿一日報道：馬來西亞新總理
馬哈蒂爾今天表示，在前總理納吉布執政下，馬
國負債已超過 10000 億令吉（約為美金 256 億元）
。因此前總理納吉布，目前正面臨貪污調查。
路透社報道，九十二歲的馬哈蒂爾帶領反對黨

聯盟九日打敗從未輸過的執政聯盟，贏得國會大
選，跌破眾人眼鏡。他在競選期間主攻人民生活
成本升高，和國家基金一馬發展公司爆發的數十
億美元醜聞。
馬哈蒂爾今天首度對總理辦公室幕僚發言時表
示：“我們發現，國家財政遭到濫用，導致現在
面臨難以消化債務的困境，國家負債已攀升至一
萬億令吉。我們以前從不需要應付這種情況，之
前國債從未超過三千億令吉。”
馬哈蒂爾上任首周內宣佈，六月一日起停徵廣
泛課徵的消費稅，將恢復原有銷售和服務稅取而
代之。馬哈蒂爾還曾承諾將恢復燃料補貼，這些
都包括在他的聯合陣營所提出降低生活成本的措
施。
然而，國際信評公司穆迪指出，馬哈蒂爾的財
政措施將導致國家赤字擴大，若缺乏任何彌補措
施，將不利於馬來西亞信評。
納吉布政府原計劃今年可收到四百三十八億令
吉（約美金 113 一元）的消費稅，佔政府稅入約百
分之十八。納吉布在競選期間曾警告，馬哈蒂爾
的經濟計劃會造成馬國負債膨脹至超過一萬億令
吉。

呂明 中醫針炙師

Ming Lu Acupuncture Clinic

主治

御醫
傳人

中國吉林長春中醫學院畢業
具有41余年臨床經驗
美國德州執照中醫針炙醫生

(ACOO196)

免費
諮詢

中醫全科 / 頭痛 / 偏頭痛 / 頸背腰痛 / 各種過敏症 / 氣喘咳嗽各
種胃病 / 男女不孕症 / 性功能障礙 / 月經不調 / 更年期綜合症
各種腸胃病 / 運動損傷 / 戒煙 / 神經性疾病 / 高血壓 / 中風偏癱
口眼歪斜 / 風濕關節炎 / 內分泌失調 / 肝病等...

門診時間/

週一至週五：10:30AM-4:30PM
週六、日：9AM-1PM 週四休息

門診地址/

9889 Bellaire Blvd Suite A119
Houston, TX 77036

~ 科學中藥
一次性針炙針~
預約電話/

713-271-0118

A03_LU MING呂明中醫2456B_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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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舉行傳統成年禮儀式 女生著傳統服飾加冠

新學員赤膊搭人梯
美海軍學院舉辦爬紀念碑儀式

德國辦“絕地武士
德國辦“
絕地武士”
”學校
光劍格鬥是必修課

綜合經濟

勒索病毒爆發壹年
中國每天仍有近千臺設備受其感染

距離蠕蟲勒索病毒“WannaCry”的
全球範圍大爆發已有壹年，然而直到今
天，我國每天仍有近千臺設備受其感染，
導致生產停滯或重要信息丟失。這背後，
是我國絕大多數工業控制系統含有漏洞，
且在沒有防護的情況下“裸奔”上網的
嚴峻現實。
隨著“互聯網+”、“智能制造”
與工業生產進壹步深度融合，工業控制
系統作為工業領域“神經中樞”，呈現
互聯互通趨勢，與此同時，工業互聯網
也成為黑客攻擊和網絡戰的重要目標。
“萬物互聯”釋放巨大紅利
背後潛藏危機不可忽視
工業互聯網是“互聯網+”與工業系統
的深度融合，是智能制造的基石，也是企業
提質增效的必由之路。不過，國家工業信息
安全產業發展聯盟統計數據顯示，全球工業
信息安全漏洞呈現連年高發態勢，2016年至
2017年，漏洞增長率超過50%，其中半數以
上為高危漏洞，廣泛分布在能源、制造、商
業設施、水務、市政等關鍵領域。
杭州壹家輪胎生產企業的車間裏，
壹塊液晶大屏上跳動著壹排排的參數，
這些參數代表著橡膠原材料到成品輪胎的
六十幾道環節。通過工業互聯網和人工智
能算法匹配最優的合成方案，這家企業的
產品合格率平均提升了 3%到 5%，年均
增加利潤上千萬。這是工業互聯網為企
業帶來巨大紅利的壹個典型案例。
然而，“萬物互聯”背後潛伏的危機
不容小視。不久前，壹家電路板企業分公
司的40臺工業電腦突然出現藍屏、重啟現
象，導致生產線癱瘓，企業的運維工程師
為恢復生產，兩天兩夜沒有合眼。360集團
在接到企業通報後前往現場應急維護，發
現這場安全事件源自該企業總部此前曾感
染的“WannaCry”病毒。
“ 這 樣 的 安 全 事 件 並 不 少 見。 在
‘WannaCry’病毒在全球大範圍爆發壹

年後，我們還能監測到，每天有近千臺電
腦感染此勒索病毒。”360 集團董事長兼
CEO周鴻祎說。“WannaCry”正是不法分
子利用“永恒之藍”漏洞發起的攻擊。
攻擊者發起網絡攻擊可以直接影響
工業控制系統的正常運行，例如可以直
接對某些聯網工控設備發送指令導致設
備關機或參數修改，造成生產事故，甚
至影響生命財產安全和國家安全。
自2015年以來，全球每年發生的大型
工業網絡安全事件數量都超過 300 起。像
去年爆發、影響至今的“WannaCry”感染
了全球150個國家的30萬臺主機，雷諾、
日產等汽車制造廠商被迫停產，多國能源、
通信等重要行業遭受損失，我國教育、能
源、通信領域也受到波及。
“近年來，工業互聯網安全事件高
發，呈現出定向攻擊精準性提升迅速、
技術手段復雜化專業化、攻擊行為組織
化的顯著特征。”國家工業信息安全產
業發展聯盟相關人士對記者說。
隨著越來越多的工控系統聯網，黑
客有目的地探測並鎖定攻擊目標更為容
易。大量漏洞、攻擊方法可以通過互聯
網等多種公開、半公開渠道獲取，極易
被黑客等不法分子利用。
知名黑客組織“影子經紀人”曾泄露出
壹份機密文檔，其中包含了Windows遠程漏
洞利用工具，可影響全球70%的Windows服
務器。從2017年6月開始，該組織還每月出售
瀏覽器、路由器、手機漏洞等相關入侵工具以
及入侵數據，曝光的工具更進壹步通過匿名網
絡“暗網”等渠道進行非法交易和大量擴散。
業內人士表示，針對工業互聯網的
攻擊已從原有的壹個代碼攻擊壹兩種漏
洞，進化成壹個攻擊代碼可以嵌入數十
種底層系統漏洞，“這絕非壹個業余愛
好者能夠實現的攻擊”。
“這些攻擊通常都是經過精心策劃
的，可以對現實世界造成嚴重後果。”
周鴻祎說。

根據國家工業信息安全產業發展聯
盟對維基解密公開的美國CIA文件分析，
美國已建立起網絡攻擊武器庫和戰略資源
庫，可引發國家級有組織的網絡攻擊行
動，具備全方位、多層次的攻擊能力，可
持續對全球開展大範圍網絡監聽與攻擊，
不僅涵蓋 Windows、OS X 等主流操作系
統，還包括手機、車載系統及智能電視等。
“有些國家甚至謀求通過工業設施
和工業系統的網絡攻擊，達成政治訴求
或經濟訴求。”國家工業信息安全產業
發展聯盟專家委員會委員宮亞峰說。
漏洞隱蔽難以檢測
部分系統帶毒運行
記者從國家工業信息安全發展研究中
心了解到，目前該中心監測到我國3000余
個暴露在互聯網上的工控系統，九成以上含
有漏洞，可以輕易被遠程控制，約兩成的重
要工控系統可被遠程入侵並完全接管。
業內人士表示，由於網絡安全事件具
有很強的隱蔽性，壹個技術漏洞、安全風
險可能隱藏了幾年都不被發現，結果往往
是“誰進來了不知道、是敵是友不知道、
幹了什麽不知道”，隱患長期潛伏。
多數工業系統在設計之初是封閉的
“單機系統”，沒有考慮聯網需求，現在
隨著工業“互聯網+”的推進，將必然導
致壹批系統和設施暴露。很多的系統和設
備沒有防護軟件，也不能安裝殺毒系統，
壹旦上了網就是“裸奔”狀態。
“我們遇到的很多現場設備比較老舊，
有的還在使用十幾年前的操作系統，沒有
任何安全防護軟件，這樣就可能存在很大
的安全風險，而系統維護人員還沒有認識
到。很多系統帶毒運行，有的主機甚至有
三千多個病毒。壹旦感染的惡意軟件在某
個特定觸發條件下發作，就會對企業造成
嚴重影響。”周鴻祎說。
目前，絕大多數的企業沒有能力識別或
應對這些入侵和攻擊。國家工業信息安全發
展研究中心通過安全監測發現，工業企業
的信息安全應急手段普遍不足，約70%的
被查工業企業缺少完善的應災備災體系。
技術不足人才匱乏
安全防護短板待補

隨著我國工業領域數字化、網絡化、
智能化水平提升，安全問題已經逐漸引
起重視。高速發展的同時，工業互聯網
相關法規政策正逐步健全，標準體系建
立取得進展，安全檢查評估也正有序開
展。目前我國還存在安全防護意識薄弱、
技術水平偏低、人才匱乏的問題，工業
互聯網發展亟待補足短板。
對工業互聯網漏洞不重視、修復不
及時的現象普遍存在。360 補天漏洞響
應平臺監測的工控信息系統漏洞中，有
25.6%的漏洞未進行修復，壹些行業漏洞
平均修復時間長達數月之久。不少設備
遭受攻擊的案例，是由於企業員工私自
利用設備上網、使用 U 盤或在遠程維護
過程中感染病毒造成的。
“從工業互聯網整體技術基礎上看，
國外的技術產品還是主流，我們國家也
在逐步用自己的產品進行替代，但還沒
有完全替代。很多地方既有自己的知識
產權，也有國外的知識產權，技術體系
復雜，也在壹定程度上造成不穩定性和
安全隱患。”國家工業信息安全發展研
究中心網安部副主任張格說。
業內人士認為，CPU、服務器、操作
系統等核心產品和技術發展滯後，國產化
率低，競爭力不足，是工業互聯網實現自
主可控過程中的關鍵癥結。《工業信息安
全態勢白皮書（2017年）》顯示，目前我
國包括產品、技術和服務在內的工業信息
安全產業占整個 IT 業比重不足 2%，遠低
於歐美發達國家的 10%水平。
根據白皮書對我國近幾年重點領域
信息安全檢查工作統計，數千個工控系
統均由外國廠商提供運行維護，大量企
業不具備自主維護能力，缺乏對國外產
品和服務的監管。記者在浙江壹家企業采
訪時發現，進口設備廠商對工控系統控制
異常嚴格，系統控制室的門禁卡甚至都掌
握在進口廠商的維保人員手中，對於控
制室內的情況，中方人員根本無法知曉
和幹預。
“網絡安全實質是人與人的對抗，
不是購買和部署壹批網絡安全設備、安裝壹
批軟件就能解決的。就像國家安全有了武器，
還要有掌握武器的軍人和警察。網絡安全更
需要專業安全運維人員來做分析、規劃、態

勢研判、響應和處置。”周鴻祎認為，網絡
安全將成為壹個智力密集型的服務業，形成
巨大的人才需求，但眼下行業人才儲備與需
求規模相比還存在較大差距。
通力協作共同應對
織牢織密“安全網”
隨著 IPv6 下壹代互聯網技術的部署
和 5G 時代的到來，工業互聯網將面臨更
為復雜多變的挑戰。加強工業信息安全
建設、加快構建全方位的安全保障體系，
是制造大國邁向制造強國的基礎。
“從國家到企業，應首先落實責任
與分工。企業尤其需要重視並承擔起主
體責任，工業互聯網不僅帶來經濟利益，
也有相應的社會責任。”張格說。
“從現實情況看，政企單位還存在遭
受網絡攻擊時不願及時上報的問題。及時
上報網絡攻擊事件對於早期發現、追蹤溯
源和防止攻擊範圍及危害進壹步擴大、保
障國家網絡安全具有重大價值和意義。”
周鴻祎認為，應出臺鼓勵網絡攻擊事件上
報的相關政策，建立起漏洞管理全流程監
督處罰制度和監督檢查力量。
“只有自主可控的產業做強做大，工
業互聯網才能有安全可言。”多名業內人
士表示，應盡快研究制定新壹代信息技術
在工業領域應用的安全架構，突破工業信
息安全關鍵核心技術，重點發展壹批高端
產品，形成具有市場競爭力的產品體系。
啟明星辰信息技術集團股份有限公
司 CEO 嚴望佳建議，大力推動國產安全
設備在關鍵信息基礎設施保護中的應
用，如對關鍵信息基礎設施的運營企業
購置國產網絡安全設備出臺稅收優惠政
策等，以激勵企業加大投入，推動相關
產業的發展。
還有專家建議，從整體產業角度
推動人才培養和建設，支持相關教育培
訓機構開展網絡安全學科聯合建設，將
工業網絡安全納入職業技能鑒定體系，
培養壹支門類齊全、技術精湛的專業人
才隊伍。
眼下，我國國家網絡安全人才培養
已取得壹定進展，“網絡空間安全”被
增設為壹級學科，意味著網絡安全高層
次人才培養邁出了重要壹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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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拉斯堡賽
齊布娃進八強

紅牛車隊在荷蘭上演 F1 賽車秀

副刊

245 天遊 59 國全球最長航程
海上套餐 9.2 萬美元

讓狗狗充當破冰者
澳女子舉辦“以狗會友”相親會
近日，澳堪培拉一名女子舉行了一場“以
狗會友”的相親會，為愛狗人士“牽紅線”，
避免愛狗人士找到另一半後，因另一半不愛狗
或過敏，引發不必要的麻煩。
據報道，堪培拉單身女子布朗舉辦的“以
狗會友”的聚會，引來諸多單身愛狗人士參加
，場面十分火爆。布朗表示，這個活動只是要
求人們帶著狗狗一起在公園裏散散步。
布朗說，“這個活動就是要把愛狗的人聚
集在一起，然後讓狗狗充當破冰者”，“這是
一次機會，一次出來與人見面的機會，你再也
不用對著手機交友軟件愁眉苦臉了。”布朗表
示，自己之前的交往對象就不讓狗狗上床，所
以後來布朗就規定自己的愛人必須能接受狗狗
和這段戀愛關系。
報道稱，布朗之前的相親經歷都很失敗，

但由於特別喜歡狗狗，布朗就開始在堪培拉定
期舉行這樣的相親活動。“愛狗的人通常來說
都很慷慨大方，單純可愛，平易近人，他們總
能夠一句話逗你笑，輕易打破陌生人之間的尷
尬與隔閡”。
布朗說，“我是一個無可救藥的浪漫主義
者，我曾經覺得這輩子都沒有對象，因為我約
了那麽多次會，卻沒一個喜歡的人，仿佛整個
堪培拉都沒有一個可以去愛的人。但是這種新
的約會方式很酷，很有創意。”
據悉，布朗組織的第一次“以狗會友”相
親會主要針對的是 30 至 40 歲的單身人士，但是
後來基於活動場面太過火爆和參與者的強烈要
求，布朗計劃再組織一次針對 20 歲至 30 歲的相
親 活 動 ， 該 活 動 將 於 20 日 在 Capital Brewing
Co.舉行。

主持人播天氣預報
一只狗“路過”令人捧腹

環遊世界是很多人夢寐以求的事。據外媒報道
，歐洲一家郵輪公司推出 245 天全球最長航程超級
海上假期套餐，遊客可以暢遊六大洲、59 國 113 個
城市，預計明年 8 月底由倫敦出發，每人基本旅費
9.2 萬美元。
據悉，歐洲豪華郵輪公司維京(Viking)郵輪推
出的這個海上假期，預計明年 8 月 31 日由英國倫敦
出發，至 2020 年 5 月 2 日返回原點，共 245 天，即大
約 8 個月。
航程由格林威治起航，先赴愛爾蘭，再到蘇格
蘭、挪威，西航加拿大東岸，一直南下環繞南美洲

，上至美國西岸洛杉磯，其後開始暢遊太平洋島嶼
、新西蘭、澳大利亞、東南亞，接著經南亞，穿過
蘇伊士運河和地中海，回航英國。預計在開航後的
第 190 天抵香港，逗留三天兩夜。
報道稱，整個旅程由可以容納 930 名旅客的
“維京太陽”(Viking Sun)號包辦。該郵輪於 2017
年建成，分 10 層。船上有 8 家餐館、泳池、按摩設
施等，另提供 6 款客房選擇。
每人旅費最少 92990 美元，包括旅客前往倫敦
的商務機票、私家車接駁、船上基本餐飲、無限上
網、衣物洗熨服務及港口稅等。

據外媒報道，近日，美國新罕布什爾州曼
徹斯特市一名天氣預報主持人在播報節目時，
一只狗突然闖入鏡頭，並不緊不慢的路過，使
主持人措手不及。據悉，這位“不速之客”的
到來反而受到了觀眾歡迎。
據報道，在狗狗路過主持人時，主持人沈
默片刻後笑著說，“……我身後是一條狗。”
之後，該節目主持人在社交網站“臉書”
上發文稱，“該事件的‘幕後故事’就是，我
不知道艾米參加了一個‘帶上狗去上班日’活

動，所以早上看到她的狗突然走到我身後，真
讓我措手不及！”
據悉，該“積極上鏡”的狗狗名叫貝拉，
系該公司另一名新聞主播艾米的愛犬，當時它
在播音室裏隨意溜達。
一位觀眾在社交網站稱，“讓更多的狗狗
出現在新聞和天氣預報裏，這是個很棒的想法
！”另一位觀眾也表示，“這太令人耳目一新
了，看到狗狗貝拉和主持人的反應，真的讓我
笑了好久。”

清涼滌塵囂
玩水季開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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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上樂園各出奇招 漂流溫泉動靜皆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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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長隆每年夏天都吸引大量
遊客前往。
遊客前往
。圖為廣州長隆水上樂
園的摩托過山車。
園的摩托過山車
。
受訪者供圖

夏日到了，一年

%"

一度玩水季來臨，蔚
藍的大海、山澗的清

流、城市裡的水樂園等，又開始吸引燥熱的人

們。珠三角水上樂園已經整裝待發，溪水、河

水、瀑布水、漂流水隨時任君選擇。還等什麼

呢，找一個周末，讓我們一起迎着明媚陽光，一

起投入“水”懷抱，享受清涼世界吧。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寶儀 廣州報道

江門古兜：天然山泉新樂園

泳場沙灘影城一應俱全

山泉水世界由山泉水泳場、
山泉水世界由山泉水泳場
、人造
夏威夷沙灘、遊樂機動設施和蜜月島
夏威夷沙灘、
夢幻影城四部分組成，
夢幻影城四部分組成
，建有山泉衝浪
池、水上碼頭
水上碼頭、
、淺水池
淺水池、
、沙灘排球
沙灘排球、
、
沙灘足球、
沙灘足球
、沙灘拔河
沙灘拔河、
、兒童堆沙區
兒童堆沙區、
、
拓展架、
拓展架
、兒童戲水區等多項獨具特色
的遊樂設施，
的遊樂設施
，面積達 13 萬平方米
萬平方米，
，其
中沙灘面積有5
中沙灘面積有
5,000
000多平方米
多平方米。
。

唐式歐式日式溫泉任選
如果是情侶一起來山泉水世界，
如果是情侶一起來山泉水世界
，
雙人漂流艇可謂是情侶浪漫的最佳選
擇。家庭遊客可以選擇四人漂流
家庭遊客可以選擇四人漂流，
，一
家大小，
家大小
，三五知己
三五知己，
，一起划艇
一起划艇，
，也是
休閒度假的另一選擇。
休閒度假的另一選擇
。 暢快玩水過
後，住進群山環繞的別墅
住進群山環繞的別墅，
，坐在面向
山海湖泉的私家露天陽台，
山海湖泉的私家露天陽台
， 傍晚時

分，一邊欣賞夕陽的秀麗山水
一邊欣賞夕陽的秀麗山水，
，一邊
品茶酌茗，
品茶酌茗
，別有一番滋味
別有一番滋味。
。
古兜溫泉資源豐富，
古兜溫泉資源豐富
，有兩種不同
類型的溫泉，
類型的溫泉
，一種是海洋溫泉
一種是海洋溫泉、
、另一
種是氡溫泉，
種是氡溫泉
，是目前廣東省內唯一的
雙料溫泉，
雙料溫泉
，堪稱
堪稱“
“一地兩泉
一地兩泉、
、雙重享
受”。
”。目前
目前，
，古兜已建有佔地 10 萬平
方米，
方米
，分為唐式
分為唐式、
、歐式
歐式、
、日式三大溫
泉區，
泉區
，共有 62 個溫泉池
個溫泉池、
、包括 32 個
中式區溫泉池、
中式區溫泉池
、19 個日式區溫泉池及
11 個歐式區溫泉池
個歐式區溫泉池，
，以及古兜水療會
等服務配套設施。
等服務配套設施
。
這個季節到古兜，
這個季節到古兜
，不僅要享受各
種水活動，
種水活動
，還有一種美味不能錯過
還有一種美味不能錯過，
，
那就是新會的水蟹。
那就是新會的水蟹
。吃貨們都知道
吃貨們都知道，
，
蟹一年四季都有得吃，
蟹一年四季都有得吃
，但秋天才是吃
蟹的好季節，
蟹的好季節
，正所謂
正所謂“
“秋風起
秋風起，
，蟹腳
癢；菊花開
菊花開，
，聞蟹來
聞蟹來”。
”。不過
不過，
，凡事
總有例外！
總有例外
！比如鼎鼎大名的廣東新會
水蟹，
水蟹
，最好吃的時候就不是秋天
最好吃的時候就不是秋天，
，而
是現在！
是現在
！
古兜溫泉位於新會崖門東岸銀洲
湖出海口一帶，
湖出海口一帶
，在這個獨一無二的鹹淡
水交界區域，
水交界區域
，水蟹鮮嫩無比
水蟹鮮嫩無比。
。中醫認
為，水蟹有清熱解毒
水蟹有清熱解毒、
、補骨添髓
補骨添髓、
、養筋
活血、
活血
、滋肝陰
滋肝陰、
、充胃液之功效
充胃液之功效，
，吃貨們
再也不怕找不到理由大吃特吃了。
再也不怕找不到理由大吃特吃了
。

廣州長隆：映光摩天旋轉滑道

長期以溫泉聞名的江門新會古
兜，原來還有一個山泉水世界
原來還有一個山泉水世界！
！古兜
山泉水世界已於 4 月 28 日正式開園
日正式開園，
，
作為廣東省最大的天然山泉水上樂
園 ， 採用純天然無污染的清涼山泉
水，水質細膩柔滑
水質細膩柔滑，
，清純健康
清純健康，
，水溫
常年保持在 25
25℃
℃ 以下
以下，
， 讓玩水一族
更健康、
更健康
、舒適
舒適。
。

春天乍暖還寒之時，想盡
興地玩水而又不至於受涼，那就
去剛剛開園迎客的廣州長隆水上
樂園吧！長隆今年斥巨資的水溫
恒定和加熱系統，實現全園全天
恒溫。根據天氣需求，全園滑道
水溫可達 33 攝氏度，十大熱水
按摩池 38-40℃溫水，五大熱力
桑拿屋遍佈全園，保證了戲水者
優良親水體驗。此外，今年還新
增了全球首創的玩水新設備以及
冬奧“北京 8 分鐘”團隊國際化
升級的“長隆水上電音派對”。

不過，今年到樂園最不能
錯過的是摩天旋轉滑道，這是長
隆水上樂園 2018 玩水季的年度
巨獻。摩天旋轉滑道最開始的設
計理念來自瑞士小男孩 Fischer ■ 廣州長隆今年新增了全球首
的奇思妙想，非常喜歡玩水的他 創的玩水新設備
創的玩水新設備。
。 圖為長隆水
在 8 歲時向爸爸講述了一個他的 上樂園的 08
08U
U 型滑板
型滑板。
。
夢想：“我想要一個與眾不同的
受訪者供圖
玩水體驗，玩一條前所未有的玩
水滑道”。爸爸鼓勵他把夢想滑 專門設計、製作獨特燈效。值得
道畫出來。Fischer 在紙上畫滿 一提的是，在長隆水上樂園落成
了螺旋線條，看上去就像是一個 的摩天旋轉滑道目前在全世界範
巨型豎立、會旋轉的大輪。雖然 圍僅此一台，玩水歷程更前所未
小男孩的塗鴉作品就像是“不可 有地長達2分半鐘。
能的任務”，不過好在爸爸非常
“水上電音秀”精彩紛呈
支持，拿着“夢想圖畫”到處尋
求設計公司實現孩子的夢想。直
除了全新玩水設備，2018
到找到了德國威鋼公司（wie- 年玩水季樂園還奉上全新“長隆
gand.maelzer GmbH）——這是 水上電音秀”——中國最頂尖
一家世界著名的水上遊樂設備研 的 DJ 團隊和知名 MC，每晚都
發、製造公司。
將打出 EDM 最強音。同時，全
這個小孩子的夢想樂園， 新長隆水上電音秀造浪池舞台燈
堪稱德國水上娛樂設施的巔峰之 光，由冬奧 8 分鐘製作團隊打造
作，由紫色、橙色、綠色三條滑 具國際水準的電音舞台燈光系
道組成，由於其獨特的滑道旋轉 統，全新的電音主題燈光、屏幕
系統，將為挑戰它的玩水家們帶 效果，世界頂尖的音響系統，結
來快速前進、回轉、倒後等一系 合彩火火炬、煙花、水幕噴泉等
列前所未有的玩水體驗。滑道主 舞台特效，還有水上飛人、衝浪
體由特殊的透光材料造成，打造 飛板等多國演藝大師呈獻最炫酷
出獨特的映光效果，另外，在滑 的水上演藝和極限表演，讓玩水
道上，由全球頂尖的瑞士水上滑 家們可以欣賞到更多元化的水上
道燈光公司為“摩天旋轉滑道” 娛樂演藝秀。

■江門古兜山泉水世
界裡有山泉衝浪池、
界裡有山泉衝浪池
、
沙灘排球等多項獨具
特色的遊樂設施。
特色的遊樂設施
。圖
為遊客在戲水。
為遊客在戲水
。
香港文匯報
廣州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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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門古兜山泉水世界：從
深圳灣口岸出發，上廣深沿江
高速，經莞佛高速、廣澳高
速、西部沿海高速，離開高速
後沿 S365、Y178 前進即可，
全程約2小時30分；

廣州長隆水上樂園： 從深
圳灣口岸出發，上廣深沿江高
速，經莞佛高速、廣澳高速、
廣州繞城高速、新化快速路、
廣明高速、金山大道西、新光
快速路，離開高速後從漢溪大
道東輔路進入漢溪大道東、長
隆地鐵大道即可，全程約 1 小
時40分；

清遠古龍大峽谷： 從深圳
灣口岸出發，上廣深沿江高
速，經廣州繞城高速、許廣高
速進入清連一級公路，隨後沿
着城西大道、清連一級公路、
S114 前進，全程約 2 小時 45
分。

德國製造全球僅此一台

■江門古兜山泉水世界已於 4 月 28 日正式開園
日正式開園，
，是廣東省最大的天
然山泉水上樂園。
然山泉水上樂園
。圖為該園區外觀
圖為該園區外觀。
。
香港文匯報廣州傳真

清遠古龍峽：自然水域漂流賽場
夏天玩水，怎麼可以少了刺激又興奮
的漂流呢？
浪尖上的過山車——古龍峽漂流，被
譽為中國漂流的巔峰之作，落差達 678 米
古龍大峽谷賦予了漂流與眾不同的特色，
集瀑布、深潭、奇石、叢林、珍稀植物於
一體，懸崖對峙、奇峰聳立、灘多水急，
銀瀑飛濺，自然景色之美令人嘆為觀止和
震撼。2017 年，國家旅遊局和國家體育
總局聯合公示首批“國家體育旅遊示範基
地”創建單位，清遠古龍峽國際漂流賽場
是廣東唯一入選的基地。
據介紹，作為中國自然水域漂流大
賽的主賽場，2007 年古龍峽賽道被國家
體育總局水上運動中心授予了指定賽道

的稱號。後來為配合國際漂流基地的驗
收工程，又震撼推出全新改進升級的國
際賽道：全程 6,063 米，落差達 378 米，
時速 72 公里，共分為兩個賽段：飛龍全
程漂和猛龍漂。

屢次承辦國際漂流賽
飛龍全程漂全程 6.1 公里，落差達
378 米，快時速 72 公里，是內地最大落差
的漂流賽道，賽道的平均坡降為 9.5%，
超越了世界第一大峽谷——雅魯藏布大峽
谷 7.5%的平均坡降，成為世界戶外極限
運動及自然水域漂流愛好者的終極挑戰目
標。 猛龍賽道漂全程 4.9 公里，落差 256
米，是國家體育總局指定漂流賽道，多次

■ 清遠古龍峽是中國自然水域漂流大賽的主賽場
清遠古龍峽是中國自然水域漂流大賽的主賽場，
，
設有各種漂流賽道任君選擇。
設有各種漂流賽道任君選擇
。 香港文匯報廣州傳真
承辦國際漂流大賽。巨大的落差和陡峭的
河床，懸崖對峙、千泉百瀑的絕美風光，
賦予了猛龍賽道漂奔放洶湧、狂野豪邁的
陽剛之美。

180度轉角河段最刺激
最刺激的河道當屬“蛟龍擺尾”河
段，180 度大轉角，類似雅魯藏布江的 U

形大轉彎，這時皮艇飛旋在波峰波谷間，
在驚魂未定之際又戛然而止，橡皮艇穩穩
躍入一個清澈水潭裡，平靜下來，但尖叫
聲似乎還在耳邊。
愛美的女士們，在古龍峽玩水也不必
怕曬黑，此地峽深壁陡，林蔭蔽日，漂流
河道年最高氣溫僅為 24 攝氏度，冰爽宜
人，不亦樂乎。

廣 告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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