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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夏中文學校暨樊豫珍音樂教室第十屆學生演唱會華夏中文學校暨樊豫珍音樂教室第十屆學生演唱會
【(石祥密 供稿】華夏中文學校暨樊

豫珍音樂教室第十屆學生演唱會將於
2018 年 10 月 27 日晚 7 點在休斯頓浸信會
大學(HBU)Belin音樂廳隆重舉行！

樊豫珍音樂教室成立於 2006 年。十
多年來，樊豫珍音樂教室已經為休斯頓華
人社區培養了許多優秀的聲樂愛好者和歌
手！自 2009 年舉辦第一屆學生年度演唱
會以來，休斯頓華夏中文學校與樊豫珍音
樂教室已連續成功地聯合舉辦了九屆高水
平的學生演唱會。今年的第十屆演唱會將
薈萃往屆的精華節目。節目形式多樣化，
有獨唱、合唱、吉他彈唱、歌舞等；演唱
方式有美聲、民族、通俗，還有京劇。樊

豫珍音樂教室全體師生將齊聚一堂，竭盡
全力為休斯頓的音樂愛好者帶來一場高水
準的音樂盛宴！

樊豫珍老師是著名京劇表演藝術家，
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她長期從事專業演出
和聲樂教學工作，有著豐富的舞臺演出和
教學經驗。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樊老
師的教學成果已經在大休斯頓乃至美南地
區家喻戶曉。這兩年來，她的學生在休斯
頓賽區的水立方杯國際歌唱大賽中獲得青
年組第一名、兒童組第一二名、美中國際
歌唱大賽第二名、中國新歌聲第一名的優
異成績。還有一位獲得 CCTV 超級寶貝
全球500強爭霸賽總冠軍的兒童學員。近

年來，樊老師和學生們每年都在休斯頓著
名的“擁抱春天”春節晚會上獻上精彩的
節目；她的不少學生已經成為休斯頓社區
文藝活動的有生力量。

樊豫珍音樂教室全體師生熱切期盼著
新老朋友、同仁同行，蒞臨欣賞指導!

時間：2018年10月27日（星期六）
晚上7:00

地 點 ： Houston Baptist Universi-
ty-Belin Chapel and Concert Hall

地 址 ： 7502 Fondren Rd, Houston,
TX 77074

免費入場
聯繫電話：713-540-8408

【本報訊】病例： 一位中年男子病
人來到陶醫生診所，主訴最近有腹脹，拉
肚子，惡心，食欲不振。 經常有腹絞痛
，急著要上廁所，上完廁所後腹痛才好轉
。有時吃完早餐後馬上就有腹痛，要拉肚
子。他已經看了好幾個醫生包括胃腸專科
醫生，而且做了胃鏡，結腸鏡和大便檢查
， 一切均正常，有的醫生認為是慢性胃
腸炎，開了抗生素，吃了後也不見好轉。
這一次病人急切地問醫生自己是不是得了
癌症。 醫生耐心地做了體格檢查後問：
“你以前有沒有同樣的症狀，家裏有沒有
人有類似的症狀。” 病人說他好像記得
父母親也經常拉肚子。病人說：“我以前
偶爾也有腹痛拉肚子，但是沒有這次厲害
。” 醫生問：“你最近很忙吧！” 病人
說：“最近特煩，工作壓力大，怕丟工作

，正在申請綠卡，剛買了新房子，要還貸
，睡不著覺。” 醫生告訴病人：“看來
你得了腸道激惹綜合症，你沒有癌症。”

病例解析： 腸道激惹綜合症是一種
腸胃功能性疾病，沒有器質性病變。正常
人群中發病率為15%至25%。 大部病例沒
有得到及時正確診斷，給病人帶來嚴重的
精神和經濟負擔。這種病與人的情緒有密
切關系，當人們的生活不規律，生活壓力
大，睡眠不足時癥狀會加重。症狀主要有
腸脹氣，惡心，腹痛，便秘和腹瀉。大便
稀溏，有泡沫和粘液， 但沒有血。 症狀
時好時壞。有些人以腹瀉為主。嚴重時吃
任何食物甚至喝水馬上就有腹痛，而且馬
上就要上廁所。有些人以便秘為主，一周
或十來天才有大便。有些人則有腹瀉便秘
交替進行。有些人以腹痛和腸脹氣為主。

胃鏡，結腸鏡和大便檢查 均無異常發現
。

治療方案： 主要包括飲食調節，清淡
飲食，不要吃太飽，避免易引起脹氣食物
和飲料。只喝lactose free牛奶。在醫生指
導下的情緒和心理治療，抗焦慮藥物治療
。在醫生指導下進行藥物治療腹痛，便秘
和腹瀉。

總之，腸道激惹綜合症是控制的。只有
正確認識了這種疾病，才不會恐慌。

您如有任何疑問，請到陶醫生診所內咨
詢。

電話：832-831-6140
地址：9600 Bellaire Blvd, Suite 200，

Houston, TX 77036 （王朝廣場二樓）

正確認識腸道激惹綜合症

讀者投稿讀者投稿--快樂的垂釣快樂的垂釣
【作者：張清峰】天高雲淡金秋天，馬達隆隆輪兒轉，路邊美景車外

閃。
雲兒朵朵美而艷，釣魚心情急切切，無心仔細把景觀。
車速八十奔向前，心中還是感覺慢。
竿兒支好一瞬間，魚兒前來想嘗鮮，老哥舉竿忙收線。
紅髻貓魚露水面，緊提慢拉拖上岸，不大不小兩斤半。
還是老哥經驗豐，速度第一寶座占。
嫂子魚線水中轉，魚兒翻滾浪飛濺，害羞露尾不露臉。
幾個拉鋸混合戰，竿兒彎彎魚線顫，魚兒投降擒手邊；
身子圓圓尾巴尖，老板大魚三斤三。
我的魚竿點頭歡，輪子失靈傻了眼，
沈著應對不慌亂。
魚兒乘勢猛亂竄，雙手慢慢把線纏，指頭險些被勒爛。

汗流滿身珠滿臉，魚兒兩條
掛上線，足足兩斤九兩半。
大的搖頭又擺尾，氣的打滾
瞪白眼，胡子長長撅上天。
高聲吶喊太冤枉，要打官司
去法院，海中龍王是判官。
提起蟹網細細看，大蟹五只
藏裏面，只只個大身體健。
漂亮花袍身上穿，張牙舞爪
拉長臉，一起向你亮大鉗；
勢要與你比高底，決不服輸當軟蛋，動我鉗你血肉爛！
夕陽西下映紅天，出征船兒入港灣，鳥兒雙雙宿林間。
撤防收竿踏征程，車輪滾滾心中歡，快樂笑聲飛滿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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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韋霓休士頓報導) 中國人喜歡用 「後
生可畏」 這四個字來讚揚年輕人聰明努力、有
遠大的前途。在休士頓，幾位華裔的青年企業
家便用自己的實力讓人刮目相看，他們頂著炎
黃子孫聰穎的頭腦、快捷的反應能力，又受美
國教育，語言溝通沒有障礙，成立BMT公司
(Building Material Trading)，與主流社會做生
意如魚得水，並與建築相關行業結成堅強的合
作夥伴關係，互利互惠，形成一股休士頓建築
業的新勢力。

BMT的目標是幫助屋主、承包商、建商以
優惠的價格能採購優質的材料，所有的做法都
在這樣的前提下實行。首先，BMT與另一家姊
妺公司Building Backbone(BB)合作，提供場地
成為建築材料的集散中心，有休士頓最大的櫥
櫃展示中心，展示各種材料，並為客戶找好的
材料來源，爭取更好的服務與價值，在種類上
與設計上都更多元豐富，為建材需求帶來很大
的便利。

同時，採會員制讓客戶加入成為會員，會

員也可在此租辦公室，享受更多的資源，還可
以與同行合作，收集更多的信息，對最新的商
業走向嗅覺會更靈敏。目前，已經有超過200
個會員了，希望到年底左右可以達到500個。
許多美國大的公司都加入成為會員，為彼此提
供更多的材料與更好的價格。當然，會員彼此
間將有更高的機會合作，並能與更多主流的大
公司互動。

因為沒有合約的限制，會員可以短期參加
，也可以長期參與，因為在這裡彼此創造更多
的價值，所以會員都很樂意參加，共享資源。
另外，這兒也有很強的教育資源，這裡有教室
，定期對裝修商、建築商、和設計師提供課程
，讓他們不斷的進步。還有設計中心，幫助客
戶設計與蓋房。

在BMT的合作夥伴中，Venus Doors是做
專門做廚櫃的門、以及木工的產品，特點是可
以在短時間內供應大批的門，專業的機器做出
來的質量有保證，雖然成立僅半年，但生意非
常好，可以節省工人許多時間，在價格上有很

大的優勢。
Charlie Golbal 是專門做LED鏡子，產品

得到甚多主流的肯定，品質穩定，連NASA也
用他的產品，其他如幾家大型旅館像Hilton、
Holiday Inn、Marriott、Sheraton都是採用這
個品牌。

Décor Flooring是另一家大公司，供應各
式各樣的地板，最新、最受矚目的複合地板像
WPC地板，由有木頭與塑料合成；也有SPC
地板，由石頭與塑料合成，因為可以防水，所
以市場的反應很好。加上品種多，供應住家的
、商業的使用，質量高，得到客戶的反饋均相
當正面。

Emers也是會員中的佼佼者，屬於全國性
的公司，包括地板、牆壁、地磚、櫥櫃、檯面
、裝修等都有，質量高，規模相當大。

詳情可洽Peter Wang: 832-460-1668。
或 上 網 https://www.buildingmaterialtrading.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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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龍宮傳奇繼續讓龍宮傳奇繼續 知名中餐館誠尋買家知名中餐館誠尋買家
(本報休斯頓報導) 在Seguin最好的

中國餐館莫過於龍宮 (Dragon Place)，這
是當地民眾心目中最棒的中國餐館。龍宮
餐廳創建於1985年，已經成功經營33年
，位居當地中餐館的首位，頗獲好評。然
而，業主年歲漸大，雖然捨不得這個畢生
經營的事業，但心有餘而力不足，只能忍
痛割愛，希望找到好的買主，讓這個龍宮
傳奇繼續下去。

這個消息經本報報導後，不少有興趣
的業主紛紛聯絡，然當時因為語言交流因
素，龍宮並未找到適合的新東家。業主表

示，希望有誠意的買主能接手經營龍宮，
這種機會不常有。

Seguin位於聖安東尼奧東邊一點，龍
宮餐廳在交通要道123公路邊上，距離十
號高速公路很近，地理位置好，加上業主
誠懇經營，大氣規劃，龍宮餐廳在Seguin
創立極好的知名度與口碑，許多顧客定期
上門，生意非常好。

龍宮餐廳的建築很氣派，服務親切，
深受附近民眾喜愛，不僅是中國顧客光臨
，更多是美國顧客，是聖安東尼奧附近名
氣最大的中餐廳之一。餐廳內有165個座

位，4705呎大，有大停車場，整塊地共
1.26畝大，是附近輝煌的建築物之一。

據地產經紀人金先生表示，這個餐廳
是難得的商機，業主過去累積很好的商譽
，無形的資產非常大，如今因退休而求售
，也希望找到誠心經營的買主，要價$1,
400,000元，包括土地、建築、及餐廳，
接手即可賺錢，過去月營業額超過十萬以
上。海外買主還可申請綠卡。

意者請洽: 王維(713)725-1703(中文)
， Mr. Kim 832-549-0282(英文)。

三位休士頓的華裔青年企業家: Andre Peng(左)、Kevin
Shen(中)、Peter Wang(右)

會員共享資源，也可在此租辦公室，與同
行合作，收集更多的信息

Charlie Golbal專門做LED鏡子，品質穩定，
NASA也用其產品

元創坊的經理Watson(左)、休士頓負責人Steven(右)，為
BMT做市場行銷，中為BMT執行總監Peter

Décor Flooring供應各式各樣的地板

（ 本報訊 ）9月30日由休士頓市社會公益活動家，休
士頓華人治安聯防自衛隊發起人 Hunter 在 Crowne Plaza
Suites Hotel 代表中國當代作家林清平先生向 Rice大學圖書
館，騰龍教育學院圖書館，Stafford 圖書館捐贈最新作品。

林清平先生是中國作家協會會員，第七屆魯迅文學獎入
圍作家，目前中國最具影響力的新派散文家，微文學代表作
家。著有散文集《浪跡萍踪》《行走的泥土》《一世安詳》
《人生沒有草稿》《晨語—讓心亮起來》《清平智慧書》，

中國禪系列《禪思微箴言》《禪眼看塵世》《禪心貫日月》
。 《禪思微箴言》為國內首部微博箴言錄，被譽為“當代
菜根譚”。 《人生沒有草稿》和《晨語——讓心亮起來》
入圍第七屆魯迅文學獎。

國會議員Al Green 代表譚秋晴女士，歐陽婉貞律師和陳
鐵梅，秦鴻鈞等愛好文藝的僑界人士參加了捐贈活動！
譚秋晴等人讚揚林清平新作對教化人心、端正社會風氣有相
當程度的影響，她鼓勵大家多讀好書。

休士頓國民黨分部昨天上午舉行 「九合一助選團」返國投票助選授旗典禮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休士頓國民黨分部於昨天（10 月

13日）上午有卅多位黨員參加在糖城廣場舉行九合一助選團返
國投票助選授旗典禮，同時，也由副團長郭蓓麗現場講解回國
助選及旅遊應注意事項。 「九合一助選團」團長唐心琴號召大
家踴躍回國參加投票，無論自由行或參加旅行團皆可，報名截
止日期延至10月底，歡迎踴躍報名參加。

中國國民黨107年九合一選舉海外助選團實施要點
1、報名資格：旅居海外支持中國國民黨之僑胞，2身體健康，
可全程參與辛勞的助選活動者。
2、報名時間：107年9月17日起迄10月31日止。
3、報名地點：海外各級組織、海外後援會。
4、報名程序：經由Sheree Lee負責組織收件後，轉送海外部確
定團員名單後，於107年10月31日前轉知各報名人。（團員以
收到本部通知者為準）
5、回國活動時間：11月15日（星期四）至11月22日（星期四
），八天七夜。
6、報到時間：11月15日（星期四）下午三至五時。

7、報導地點：將於團員完成報名手續後，在10月31日前轉知各
團員。
8、行程安排：助選團於授旗誓師後，旋即參加本黨提名候選人
之掃街拜票、遊行、政見發表會、大型助選造勢活動等。
9、配合團員在台人際關係，助選團預定分成南、北兩團，北團
活動以台中以北為主，南團則以台中以南為主。
10、住宿安排：活動期間，均安排團員住宿平價旅館，二人一房
為原則（單獨住宿，請自付差額）。
11、人員：助選團團員預定210人，團員自費搭機返國在台北報
到，活動期間團體行動之食、宿、交通均統一安排，並為每位
團員辦理旅遊平安保險。
12、團員服裝：為求展現團隊精神，團體活動時，請著運動衫及
運動鞋（請自備），背心帽子等將由海外部提供。
13、報名費：參加人員請於報到時交報名費新台幣一萬元，單獨
住宿需另付差額新台幣一萬元。歡迎贊助活動經費。報名後，
如臨時無法參與，未於11 月5日前告知者，仍請繳納報名費。

（（本報訊本報訊））美國民主黨全國主席美國民主黨全國主席，，DNCDNC主主
席席 Tom PerezTom Perez 和副主席國會議員孟昭文下週一和副主席國會議員孟昭文下週一
即即1010//1515日下午日下午55點會加入第點會加入第2222選區國會議員候選區國會議員候
選人選人Sri KulkarniSri Kulkarni 多語種電話拜票活動多語種電話拜票活動，，我們華我們華

人大多數居住在這個選區人大多數居住在這個選區，，希望大家別錯過這希望大家別錯過這
個難得的機會個難得的機會，，與民主黨中央主席和副主席一與民主黨中央主席和副主席一
起為我們亞裔候選人拜票起為我們亞裔候選人拜票。。時間時間 1010//1515 日下午日下午
55pm,pm, 地點是地點是 14701470 First Colony Blvd, SuiteFirst Colony Blvd, Suite 310310,,

Sugar LandSugar Land，，隨後隨後66點半參加在點半參加在Missouri cityMissouri city 舉辦舉辦
的的 Town Hall.Town Hall. 地 點 是地 點 是: Sienna Branch Library,: Sienna Branch Library,
Missouri City - FBCLMissouri City - FBCL

84118411 Sienna Springs Blvd., Missouri City,Sienna Springs Blvd., Missouri City,

TX,TX, 7745977459 DNCDNC主席和副主席會到場講話主席和副主席會到場講話。。機機
會難得會難得，，不容錯過不容錯過。。歡迎大家積極參與歡迎大家積極參與！！

民主黨全國主席民主黨全國主席民主黨全國主席民主黨全國主席民主黨全國主席民主黨全國主席民主黨全國主席民主黨全國主席民主黨全國主席民主黨全國主席民主黨全國主席民主黨全國主席民主黨全國主席民主黨全國主席民主黨全國主席民主黨全國主席民主黨全國主席民主黨全國主席民主黨全國主席民主黨全國主席民主黨全國主席民主黨全國主席民主黨全國主席民主黨全國主席民主黨全國主席民主黨全國主席民主黨全國主席民主黨全國主席民主黨全國主席民主黨全國主席民主黨全國主席Tom Perez ,Tom Perez ,Tom Perez ,Tom Perez ,Tom Perez ,Tom Perez ,Tom Perez ,Tom Perez ,Tom Perez ,Tom Perez ,Tom Perez ,Tom Perez ,Tom Perez ,Tom Perez ,Tom Perez ,Tom Perez ,Tom Perez ,Tom Perez ,Tom Perez ,Tom Perez ,Tom Perez ,Tom Perez ,Tom Perez ,Tom Perez ,Tom Perez ,Tom Perez ,Tom Perez ,Tom Perez ,Tom Perez ,Tom Perez ,Tom Perez , 和副主席國會衆議員孟昭文和副主席國會衆議員孟昭文和副主席國會衆議員孟昭文和副主席國會衆議員孟昭文和副主席國會衆議員孟昭文和副主席國會衆議員孟昭文和副主席國會衆議員孟昭文和副主席國會衆議員孟昭文和副主席國會衆議員孟昭文和副主席國會衆議員孟昭文和副主席國會衆議員孟昭文和副主席國會衆議員孟昭文和副主席國會衆議員孟昭文和副主席國會衆議員孟昭文和副主席國會衆議員孟昭文和副主席國會衆議員孟昭文和副主席國會衆議員孟昭文和副主席國會衆議員孟昭文和副主席國會衆議員孟昭文和副主席國會衆議員孟昭文和副主席國會衆議員孟昭文和副主席國會衆議員孟昭文和副主席國會衆議員孟昭文和副主席國會衆議員孟昭文和副主席國會衆議員孟昭文和副主席國會衆議員孟昭文和副主席國會衆議員孟昭文和副主席國會衆議員孟昭文和副主席國會衆議員孟昭文和副主席國會衆議員孟昭文和副主席國會衆議員孟昭文
明天抵休有兩場活動為休士頓民主黨參選人助選明天抵休有兩場活動為休士頓民主黨參選人助選明天抵休有兩場活動為休士頓民主黨參選人助選明天抵休有兩場活動為休士頓民主黨參選人助選明天抵休有兩場活動為休士頓民主黨參選人助選明天抵休有兩場活動為休士頓民主黨參選人助選明天抵休有兩場活動為休士頓民主黨參選人助選明天抵休有兩場活動為休士頓民主黨參選人助選明天抵休有兩場活動為休士頓民主黨參選人助選明天抵休有兩場活動為休士頓民主黨參選人助選明天抵休有兩場活動為休士頓民主黨參選人助選明天抵休有兩場活動為休士頓民主黨參選人助選明天抵休有兩場活動為休士頓民主黨參選人助選明天抵休有兩場活動為休士頓民主黨參選人助選明天抵休有兩場活動為休士頓民主黨參選人助選明天抵休有兩場活動為休士頓民主黨參選人助選明天抵休有兩場活動為休士頓民主黨參選人助選明天抵休有兩場活動為休士頓民主黨參選人助選明天抵休有兩場活動為休士頓民主黨參選人助選明天抵休有兩場活動為休士頓民主黨參選人助選明天抵休有兩場活動為休士頓民主黨參選人助選明天抵休有兩場活動為休士頓民主黨參選人助選明天抵休有兩場活動為休士頓民主黨參選人助選明天抵休有兩場活動為休士頓民主黨參選人助選明天抵休有兩場活動為休士頓民主黨參選人助選明天抵休有兩場活動為休士頓民主黨參選人助選明天抵休有兩場活動為休士頓民主黨參選人助選明天抵休有兩場活動為休士頓民主黨參選人助選明天抵休有兩場活動為休士頓民主黨參選人助選明天抵休有兩場活動為休士頓民主黨參選人助選明天抵休有兩場活動為休士頓民主黨參選人助選

「「當代作家林清平捐贈新作當代作家林清平捐贈新作」」

圖為休士頓泛藍支持國民黨圖為休士頓泛藍支持國民黨 「「九合一勝選後援會九合一勝選後援會」」 ，，昨在糖城昨在糖城
廣場舉行誓師大會廣場舉行誓師大會。（。（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恆豐銀行經常性的舉辦各種不同類形的講座.
例如之前有關健康保險,防身安全及稅务方面, 房屋
貸款……等等，房屋貸款專題講座,吸引了很多僑
胞前來聆聽，歡迎提問，也豐富了僑胞的知識領
域,深受大家的歡迎.

該行本著一慣服務的宗旨將於十月二十星期
六上午十點半至十二點在十二樓舉辦一項{談房地

產貸款和重新貸款}等專題講座
貸款有関特注意事項 ：
1． 新移民及特殊身份也可貸款.
2． 首次自住房購屋的補助計劃（Home-

buyer Assistance）
3． 如何申請自住和投資房屋貸款（買房或

降息/扺押重新貸款）

4． 如何避免申請房貸款，被銀行拒收？
5． 新的年度，新的市場，新的政策，因個

人的需求而有不同的貸款方式。
購房貸款和重新貸款由該行資深貸款專員高

德潤為大家講解說明,高德潤女士有豐富的貸款經
驗服務熱誠又有耐心, 深受大家好評

地址：9999 Bellaire Blvd.Houston,TX,77036

，Teh Rin Wang ( 高德潤) Tel:713-596-2872
or Tel: 713-596-2812 歡迎舊雨新知，踴躍參加
，無需報名，無需費用，將會提供現場問答,會後
備有茶點招待及主講人備有抽獎助興。

現場並開放給大家提問,机会難得請勿錯過!

恆豐銀行舉辦房地產貸款和恆豐銀行舉辦房地產貸款和
重新貸款等專題講座重新貸款等專題講座

圖為林清平先生贈給國會議員圖為林清平先生贈給國會議員Al GreenAl Green代表譚秋晴女士代表譚秋晴女士（（左二左二））
的墨寶的墨寶。。由由 「「休士頓華人治安聯防自衛隊休士頓華人治安聯防自衛隊」」 發起人發起人Hunter(Hunter( 中中））
，，歐陽婉貞律師歐陽婉貞律師（（右二右二））代表捐贈代表捐贈。（。（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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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牌地產經紀人   

手機：832-207-8808
微信：andearwang
E-Mail:wanghongxu001@gmail.com

杰喜地產
Jessica Realty Team

王洪旭 Andrew Wang

住房買賣 商業地產 公寓租售
 專精 ●Sugar Land 糖城

 ●T M C 醫學中心

 ●Pear Land 梨城 ● Katy 凱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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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休士頓雙十國慶西畫展舉行開幕剪綵儀式休士頓雙十國慶西畫展舉行開幕剪綵儀式

李美音社長感謝裴彩雲李美音社長感謝裴彩雲、、戴梅熹戴梅熹、、趙文正等老師趙文正等老師
熱心指導休士頓業餘西畫社社員們熱心指導休士頓業餘西畫社社員們。。

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夫人黃惠榆夫人黃惠榆，，
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楊容清副主任楊容清副主任，，雙十國慶雙十國慶
籌備會嚴杰主任委員籌備會嚴杰主任委員、、休士頓華人業餘西畫社李休士頓華人業餘西畫社李
美音社長等人於美音社長等人於1010月月66日中午在僑教中心展覽室日中午在僑教中心展覽室

共同主持雙十國慶西畫展開幕剪綵共同主持雙十國慶西畫展開幕剪綵。。

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夫婦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夫婦，，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楊容清楊容清
副主任副主任，，國慶籌備會嚴杰主任委員國慶籌備會嚴杰主任委員，，休士頓華人業餘西畫社李美音社休士頓華人業餘西畫社李美音社
長長，，社員們社員們，，趙文正趙文正、、裴彩雲裴彩雲、、戴梅熹等老師們及參展畫家在休士頓戴梅熹等老師們及參展畫家在休士頓

雙十國慶西畫展開幕儀式上合影雙十國慶西畫展開幕儀式上合影。。

休士頓華人業餘西畫社王懷璿前社長夫婦在趙文正休士頓華人業餘西畫社王懷璿前社長夫婦在趙文正
老師作品前合影老師作品前合影。。

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夫婦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夫婦，，僑教中心僑教中心
莊雅淑主任莊雅淑主任，，休士頓華人業餘西畫社李美音社長休士頓華人業餘西畫社李美音社長
，，國慶籌備會嚴杰主任委員國慶籌備會嚴杰主任委員、、黃春蘭副主任委員黃春蘭副主任委員

於於1010月月66日在趙婉兒作品前合影日在趙婉兒作品前合影。。

李美音社長致詞李美音社長致詞，，休士頓華人業餘西畫社成立休士頓華人業餘西畫社成立
迄今迄今，，已走過已走過2424個年頭個年頭，，此次為配合雙十國慶此次為配合雙十國慶
共展出該社七位老師及三十位學生的百餘幅油共展出該社七位老師及三十位學生的百餘幅油

畫畫、、水彩畫水彩畫、、鉛筆畫等作品鉛筆畫等作品。。

國慶籌備會嚴杰主任委員致詞國慶籌備會嚴杰主任委員致詞，，感謝休士頓華人感謝休士頓華人
西畫社參與今年僑界慶祝國慶系列活動西畫社參與今年僑界慶祝國慶系列活動，，使國慶使國慶

系列活動更加精彩系列活動更加精彩。。

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讚譽展出畫作題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讚譽展出畫作題
材多元材多元，，呈現出作者們不同的風格與才華呈現出作者們不同的風格與才華。。

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感謝休士頓西畫社對中華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感謝休士頓西畫社對中華
民國國慶活動的支持與肯定民國國慶活動的支持與肯定，，以藝術創作台灣以藝術創作台灣
之美來慶祝國家生日之美來慶祝國家生日，，也為美南僑社增添文藝也為美南僑社增添文藝

氣息氣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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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秦鴻鈞攝本報記者秦鴻鈞攝

國慶老歌金曲演唱聯歡舞會國慶老歌金曲演唱聯歡舞會
出席的貴賓出席的貴賓::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陳家彥處長（（中中））陳處長夫人陳處長夫人（（左五左五），），主辦人主辦人 「「休士頓歡樂歌唱休士頓歡樂歌唱
班班」」會長王妍霞會長王妍霞（（右五右五），）， 「「國慶籌備會國慶籌備會」」主委嚴杰主委嚴杰（（右四右四），），副主委黃春蘭副主委黃春蘭（（右三右三）、）、 「「僑僑
教中心教中心」」莊雅淑主任莊雅淑主任（（左四左四），），晚會主持人方海妮晚會主持人方海妮（（右一右一），），王煒蘭王煒蘭（（左一左一），），主唱人主唱人 「「德州德州
地區高齡選美皇后地區高齡選美皇后」」洪家鶴洪家鶴（（左三左三），），僑務委員劉秀美僑務委員劉秀美（（左二左二））僑務促進委員李迎霞僑務促進委員李迎霞（（右二右二））
等人合影等人合影。。

鄭麗如鄭麗如（（左左）） ，，DavidDavid
(( 右右）） 表演雙人舞表演雙人舞。。

由董革老師領導的旗袍隊表演舞蹈由董革老師領導的旗袍隊表演舞蹈 「「夜來香夜來香」」。。

王煒蘭王煒蘭（（中中））演唱演唱，，全體貴賓全體貴賓、、表演者登台大合唱表演者登台大合唱。。

王妍霞王妍霞（（前排中前排中））演唱演唱 「「風醉雨也醉風醉雨也醉」」。。

閻方雲演唱閻方雲演唱 「「好預兆好預兆
」」，， 「「往事只能回味往事只能回味
」」。。

「「德州地區高齡選美皇德州地區高齡選美皇
后后」」洪家鶴展示不凡歌洪家鶴展示不凡歌
喉喉，，演唱演唱 「「採檳榔採檳榔」」、、
「「永遠的微笑永遠的微笑」」。。

出席的觀眾隨歌聲翩翩起舞出席的觀眾隨歌聲翩翩起舞，，不亦樂乎不亦樂乎！！



BB66醫生專頁
星期日 2018年10月14日 Sunday, October 14, 2018



BB77醫生專頁
星期日 2018年10月14日 Sunday, October 14, 2018



BB88

JY家庭全科及急症

高 血 壓

糖 尿 病

高 血 脂

常見皮膚病

皮膚活檢

婦 科 病

兒 科 病

老年癡呆

骨質疏鬆

憂 鬱 症

感 冒

咽喉痛

鼻竇炎

腹 瀉

尿 路 炎

關節注射

動物抓咬傷

清創縫合

角膜異物清除

地址:6609 W Sam Houston PKWY S STE 98 Houston, TX 77072 (位於8號公路及百利大道東北角及Shell加油站旁廣場)

Tel:(832)433-7159

本診所自2014年起
週一、二、三、五、六： 8:30am - 5pm
週四、週日 公休 

顧瑛 醫學博士
美國家庭醫學會資格認可醫師
美國老年醫學會資歷任可醫師

主 治 急 症
體檢特價  體檢+化驗:$125
①+女科婦科、宮頸膜片+$45
②+男性前列腺表面抗原+$20

移 民 體 檢

D03FA_JY顧瑛567B_8

美南人語

呂明中醫針炙師 (ACOO196)

9889 Bellaire Blvd Suite A119
Houston, TX 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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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03_LU MING呂明中醫2456B_4

主
治

御醫
傳人

免費
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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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Lu Acupuncture Clinic

~ 科學中藥
           一次性針炙針~

713-271-0118
預 約 電 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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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門 診 時 間 /

門 診 地 址 /

星期日 2018年10月14日 Sunday, October 14, 2018

早 在 9 月
初 ， 北 京
方 面 己 有

所披露：糾纏近70年 的中梵關係，將會出現新的契
機。話聲剛落，9 月20 日，梵蒂岡宣佈己與中國達成
歷史性的主教任命臨時協議，可惜雙方無公佈協議細
節內容，但教廷強調這並非政治協議。

天主教香港教區榮休主教陳日君樞機批評教廷創
新能力驚人，公佈一份甚麼都沒有說的協議，卻要求
教友盲從秘密協議內容，猶如死屍一樣服從， 「對整
個教會都係悲劇」。另外，教廷亦隨即接納8名由官
方任命的中國主教，並宣佈建立承德教區。
梵蒂岡的聲明指出，該項臨時協議是一個循序漸進、
經過慎重商討的成果，協議亦將會定期評估，雙方期
望能藉此帶來進一步的雙邊對話，並為中國天主教會
、中國人民的福祉和世界，作出積極貢獻。外國傳媒
早前引述消息指，該協議將使梵蒂岡在中國主教任命
上有發言權，且教宗擁有最終否決權。梵蒂岡同意接
納 8 名過去由北京官方任命、但被逐出教會的主教
（其中一人去年逝世），教宗希望藉此撫平過去的創
傷，促進中國天主教徒團結。

隨着中梵關係出現歷史突破，外界關注梵蒂岡會
否 「棄台投陸」。教廷強調，簽署協議並沒有政治目
的， 「這並非進程的終點，而是個開端」。台灣外交
部亦強調，協議不涉政治外交，不影響台梵邦交，又

指台灣政府已規劃10 月中派團訪梵，
出席先教宗保祿六世的封聖典禮。中
國方面處理則顯得較為謹慎，外交部
聲明少於百字，只表示副部長王超與

梵蒂岡代表團團長卡米萊利在北京簽署協議，中梵雙
方繼續推動關係改善。

不過，中梵秘密簽訂臨時協議，又沒有公佈細節
的做法，恐難令教徒信服。天主教香港教區榮休主教
陳日君樞機怒斥做法醜陋， 「又話暫時性，又話唔公
佈，點解秘密若此？即係唔見得人㗎囉，即係自己都
覺得唔啱囉。咁嘅條件下成功咗，對整個教會都係悲
劇」。他深信大陸管治教會的方式，將會席捲香港，
屆時香港教友隨時要加入愛國會，教會學校未必能談
信仰， 「將來好多都要靠教友堅持了」。

中梵關係權威學者、香港寶血會修女梁潔芬則憂
慮，協議會損害教會作為世界最高道德標準的力量，
「教廷乃全世界最高道德指標，釋除不到教友同公眾

的疑慮，將來教友又怎樣在人道、人權問題上發聲？
」她表示，現今習近平奉行個人統治，收緊對國內所
有控制，不只天主教，在新修訂的宗教事務條例實施
後，其他宗教空間都被收窄，今次簽署協議時機錯誤
，容易淪為操控宗教的工具。

英國諾丁漢大學亞洲研究所中國項目主任蘇利文
（Jonathan Sullivan）形容，今次有關協議對中國而言
，是戰略舉措，但對梵蒂岡則是幼稚一步。他指出，
在教會面臨打壓之際，中國會將協議包裝為梵蒂岡對
官方天主教會的認可。中國最終希望將所有形式的崇
拜，都納入國家機關上去，務求方便管理及確保人民

首要的忠誠，是對國家的忠誠。
雖說今次中梵簽署關於主教任命的臨時協議不等

於建交，但已搬開攔在兩國建交路上最大的絆腳石，
自此中梵建交已無障礙。對梵蒂岡來說，協議令教廷
在中國名正言順；對中共而言，協議並沒失去對天主
教的管治，又可消除因與教廷對立導致對民間教會的
失控，更有利於外交，可謂各取所需。
中國建政近70年，一直強調獨立自主自己辦教，拒
絕梵蒂岡介入，導致中國天主教出現 「官辦」和 「民
間」（即所謂地下教會）兩大群體，儘管當局竭盡所
能打壓，但是近年民間教會仍急劇膨脹，地下信徒已
超過官辦。他們唯梵蒂岡是瞻，拒絕聽從中共愛國天
主教會，已成為中共心腹大患。

對梵蒂岡而言，把教會的影響力，名正言順地擴
展到有14億人口的中國，把這1,000多萬中國天主教
信徒，納入自己門下，相信是其追求目標。其實梵蒂
岡僅為彈丸之地，只有擁有更多的信徒，才能成為一
個精神大國。

中國為挖走梵蒂岡這個台灣重要邦交國，多年來
一直努力，但卡在中國境內主教任命這關，現在終於
成交。很明顯梵蒂岡得到了名份，雖然很可能是空的
；中方則贏得實惠，而且是一舉多得，包括化解地下
教會的威脅，逼其公開化，以及對梵蒂岡外交的主動
權。自此之後，中梵隨時可以宣佈建交，此期應當不
遠矣！

另外，中梵建交將有助於梵蒂岡維護中國上千萬
天主教徒的權益，有助於其擴展在中國甚至世界的影
響力。至於外界期待教宗能夠成為維護民主自由、抗

衡獨裁政治的精神領袖，保存與台灣的邦交關係，梵
蒂岡是否願意承擔如此重任仍有待觀察。

再看一下香港教會及屬下組織，年來都有積極參
與涉人權及自由倡議的公共事務。中梵主教任命協議
，被視為中梵日後正式建交的首部曲，對於香港教區
的影響仍為未知數。有關注中梵關係學者指出，今次
協議尚未觸及內地官方機構中國天主教愛國會及主教
團角色，地下教會及教產分配等複雜問題，距離建交
仍相當遙遠。不過中梵一旦準備建交，有意見則擔心
香港天主教會或需從屬於愛國會體制，擔心教區日後
難再活躍於人權及自由倡議工作。

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陳家洛
認為，中梵正式簽署簽議後，中、港教會估計有更多
交往，若中共一意孤行，想要對香港教會 「做工夫」
，絕對會用不同方法箝制及滲透教會。他質疑，協議
簽署後，中方即使不採用 「夾硬嚟」的強硬方法，亦
可通過梵蒂岡，令香港教會接受內地官方背景濃厚的
教會機構指示， 「中共對民間宗教事務，一向懷有統
領姿勢，北京政府一定要控制住教會，此種情況令人
有所擔憂」。

陳家洛續指，以往積極在香港公共事務發聲的天
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始終是教會屬下機構， 「最壞
情況可以想象，正委有機會被要求收聲，再唔聽話，
甚至會取消咗都得」。他說，正委是香港天主教會的
重要機構，推廣的社會公義、和平、人權及民主發展
理念，對教會道德力量很重要。若教廷純為改善中梵
關係，放下推廣普世價值工作，會對香港教會造成相
當大衝擊。

“光纖之父”高錕上月23日逝世，享年84歲。
10 月7 日早上10時半，於香港殯儀館舉行告別儀式
，由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中大校長段崇智、前校
長沈祖堯等8人為高錕扶靈，各界弔唁人士數以千計
。高錕靈堂設於香港殯儀館一樓，喪禮並無宗教儀式
。靈堂以米白色主調佈置，中央放有高錕遺像，上方
掛上橫匾 「江河不盡」，出自唐代詩人杜甫《戲為六
絕句》的 「汝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及
《登高》的 「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
兩邊輓聯為 「光燄見文章，曾紡冰絲維萬國；纖涼成
海瀆，更興膏雨潤群生」，由高錕的聖約瑟書院學弟
、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名譽教授何文匯所作，
藝術系前系主任李潤桓揮毫，上聯詠高錕在光纖通訊
的貢獻，下聯寓意高錕將知識惠澤師生。此外，尚有
一聯如下：

「三十年舊誼 ，慧眼扶籌；斯人已去甘棠在。

九 千 里 鴻 洞 ，
光纖載意；天下稱奇
令譽存。 」

這是美國著名學
者哈佛講座教授、中

大數學科學研究所所長丘成桐所寫的對聯，正好概括
了作者跟他的情誼及對高錕一生成就的評價。

告別儀式由中大崇基學院神學院校牧主持，中大
校長段崇智及前校長沈祖堯致悼辭。段崇智形容高錕
“德澤滿天下，靈光施四海”，其發明的光纖改寫了
人類歷史，造福社群。沈祖堯則稱，多年前為高錕檢
查身體時，使用的內窺鏡正應用了光纖技術，高錕當
時很高興。

高錕在中大的學生梁先生憶述，高錕的教學方法
與別不同，不會只叫同學抄筆記，他會不斷向學生提
問，即使答錯了，亦不會直指其非，而是換個方式繼
續引導提問，從不說學生錯了。高錕刺激學生思考的
方式，讓他終身受用，在工作時亦會藉鑑，在人事管
理上盡量刺激同事思考。

告別儀式期間播放了追憶高錕生平的影片，中大
合唱團在儀式上獻唱高錕教授生前最愛歌曲《月亮代
表我的心》，送上最後致敬。 。高錕兒子高明漳和
女兒高明淇捧著父親遺照登上靈車，離開殯儀館，高
錕的靈柩移送至哥連臣角火葬場。

高錕夫人黃美芸透過中大發新聞稿稱：“我非常
感謝各界在這段悲傷時刻給予我們關懷及支持。”她
未來會秉承高錕遺願，透過高錕慈善基金，推動社會
對腦退化症的認識，並為腦退化症患者及其家屬提供
服務。

香港中文大學前校長、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高錕
一生故事，可以讓人領悟的實在太多。上天給他智慧

，幸好還給他善良，此刻拿走了他的軀體；然而他的
智慧善良，仍會光耀萬民。

美港三大學者，金耀基，丘成桐，徐立之追憶高
錕偉大的一生，稱他端的是國士無雙！他們還記得，
七年前高錕腦退化病情開始嚴重，在香港大學上台領
受榮譽博士學位時，儘管已經不太認得眼前人，但高
校長還是讓徐立之握著他一隻手，一起聽讚詞。

智慧、榮譽、疾病、人生，三位學者說高錕，說
出了香港科學研究與大學教育的足跡，甜酸苦辣。若
說要從高錕一生悟道，患病以後獲諾貝爾獎（2009年
），無論得到多少成果，最終還是忘記一切，包括身
邊至愛的妻子，治學與人生，如何看透？如金耀基說
： 「人生如此，人生不可能沒有無奈。」 「或者，也
是一種解脫，他已不是（真正的）Charles。」

跟高錕一樣，金耀基上世紀70年代初已來中大參
與發展大學教育，在高錕主政時擔任了七年副校長，
至他退休後的一段時間，高錕與他幾乎每一個月吃一
次早餐。他看高錕發明光纖的革命性影響，應在中國
四大發明上再加此項。

「2009 年公佈他獲諾貝爾獎時，我致電給他，他
已不知道自己獲獎是甚麼事情。」高太黃美芸跟金耀
基意有所指說： 「Charles is gone」。真正的高錕已不
存在，作為同事、朋友、人世間一個人，雖然知道高
錕一直獲獎無數，若能早一年獲得諾貝爾獎，大家一
起慶祝，本該是多難得的事情，可是，搞社會科學的
，看著搞自然科學的，病裏不知人間，心裏難過，難
見也怕見， 「他自己未必知道（情況），但親人、朋
友心裏是好難過的。」

香港吐露港半山奼紫嫣紅開遍，高錕與不少著名
學人都走過一條很長的路。他70年代在中大創立電子
工程系，後來，文筆瀟灑的美國著名電機工程學者及

自由撰稿者陳之藩來出任榮譽教授，重情的高錕，
2007年腦退化不久，為了聯合書院的活動，還特地跑
去陳之藩辦公室與他合影。但到了2009年聯合書院教
授們為他獲諾貝爾獎安排宴會之時，他退化的病情已
加深，車子到達宴會現場以前，校長突感不安，下車
要回家。參與宴會的陳之藩太太童元方，剛巧在路上
遇到他，告訴他大家都來要見他了。校長卻一邊走，
一邊用普通話說： 「我知道啦，我知道啦。」黃美芸
只能跟在後面，跟客人說對不起。 2012年陳之藩去
世，高錕與妻子黃美芸署名的花牌送到靈堂，但他其
時可能已經不知故友之事，兩個大學者的最後情誼，
只能由兩人的妻子代勞。

強調自己一直是香港人的高錕，1987 年至 1996
年出任中大校長，90年代初面對學制四改三風波，金
耀基形容為中大創校以來最大的困難，幾乎是不可能
的任務，但高錕以他的眼界，想出以彈性學分制的方
法，讓學生自由選擇三年內，或是三年半或更長時間
，完成126學分。當時引起師生的對抗及抨擊，學生
對他做過的過火行為，包括把抗議信放在吹脹了的
「安全套」當眾呈給他，但寬容的高錕，都不介懷，

金耀基說： 「他是一個非常有愛心的人，對任何行為
都寬容的偉人。」

高錕在金耀基眼中是一個純真的人，校內一切風
波，連同因邀請他出任政協而起的委屈，當時他無所
謂，今天，對他更不重要了。金耀基在2009年《明報
月刊》 「高錕的笑容」寫了一筆真實的高錕： 「有同
事跟我說，他從未見過高校長生氣，問我高校長是否
從不會生氣？說真的，在香港做大學校長，能不對有
的事、有的人、有的現像不生氣嗎？Charles的容忍量
是超級的，但他是會生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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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名來自不同祖籍國的加拿大新移民在多倫多著名地標建築名來自不同祖籍國的加拿大新移民在多倫多著名地標建築、、加拿加拿
大國家電視塔大國家電視塔（（CN TowerCN Tower））上體驗上體驗““極限邊緣漫步極限邊緣漫步”，”，在距離地面在距離地面
356356米的高空以特殊方式舉行入籍儀式米的高空以特殊方式舉行入籍儀式

浙江寧波開展不朽之旅古埃及文物展浙江寧波開展不朽之旅古埃及文物展
木乃伊木乃伊““現身現身””甬城甬城

移動支付遊向全球 下壹條“中國錦鯉”是什麽
綜合報導 國慶假期期間，因為“全球免單大

禮包”，壹條“全球獨寵中國錦鯉”的微博被轉發

了300萬次。出境遊作為度假的頭號熱門可見壹斑

。對中國來說，“錦鯉”是幸運的象征；對世界來

說，每壹個中國遊客都是壹條“中國錦鯉”，是雙

贏的象征。

根據麥肯錫近日發布的《中國出境遊市場深度

觀察》報告，2017年全年，中國出境旅遊人次就超

過了1.31億；預計2020年出境旅遊人次將達到1.6

億。中國出境遊增長勢頭強勁，且單次行程的消費

額全球第壹。中國出境旅遊消費額預計將以6.1%的

復合年增長率上升，2020年或將超過2萬億元人民

幣。而移動支付已成為45歲以下遊客的常規付款

方式，平均使用率為43%。

移動支付也是壹條“中國錦鯉”。作為出境遊

的催化劑，它讓人與人的連接更有力，也讓生活更

方便。對遊客來說，把移動支付帶出國的“全球玩

、全球付”只是基礎服務，更有價值的還是VIP式

的尊貴感。

當前，越來越多的中國遊客目的地推出了支付

寶價與中文服務。此外，全球已有80個機場支持

支付寶實時退稅，掃完碼錢直接退回支付寶。科技

改變生活，讓旅行中的繁瑣事務變得省時又省心。

反過來，越來越多的外國人想到中國來看看，尋找

他們的“詩和遠方”，移動支付是他們最想帶回自

己國家的“土特產”。

近年來，我國依托巨大的國內市場與體制

優勢，抓住全球新壹輪科技革命的歷史性機遇，實

現了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有些領域甚至“後發先

至”，處於全球領先位置，移動支付是其中最有代

表性的壹支生力軍。

這幾年來，我國快速形成並產生了壹批新型

標誌性企業。而且，與改革開放之初的標誌性企

業有所不同，當前湧現的標誌性企業，其國際化

程度越來越高，全球配置資源的範

圍、內容、深度不斷拓展。中國的大

國氣象孵化了它們，它們的茁壯成長

也在經濟全球化格局中為大國氣象註

入了新的內涵。

下壹條堪比移動支付的重量級

“中國錦鯉”會是誰？可能是人工智

能。“AI教父”李開復預言了人工智能

領域的未來，他的預言固然只是壹家之

言，但其著眼點和思維框架仍不乏啟發

意義。對中國來說，無論形勢怎麽變，

關鍵還是要做好自己的事。當“中國錦

鯉”遊向全球，當中國企業(服務)和中

國用戶在世界經濟活動中扮演越來越重

要的角色，壹個引領科技生活潮流的大國形象也就

躍然紙上了。

被盜刷蘋果用戶遭遇兩重天：
蘋果有的賠、有的不賠

近日，有多名蘋果手機用戶向中

國之聲反映，他們的Apple ID 突然被

他人盜用，原本賬戶綁定的支付平臺

被多次扣款，資金遭到了盜用，最高

的損失達到了上萬元。對此，蘋果公

司表示，已經了解相關情況，在對客

戶反映的問題進行審核後，會給出相

應的處理結果。

用戶遭遇兩重天：部分已收到退
款，部分申請退款被拒
10月1日中午，安徽的張先生突然收

到幾條付款的信息提示，隨即，張先生

點開了信息，卻發現這筆錢被用於購買

了App Store中的幾款遊戲APP，壹共花

了3000元。然而張先生平時並沒有打遊

戲的習慣，因此張先生懷疑自己的蘋果

賬戶已經被他人所盜取。

隨後，他致電蘋果公司客服反映情

況，在客服的建議下，張先生先關閉了

蘋果賬戶的免密支付功能，並通過客服

提交了自己的退款申請。張先生告訴中

國之聲記者：“他（客服）和我說會去

審核這個情況，如果審核通過的話會給

我退款，如果審核不通過的話後續還會

和我聯系”’。申請不久後，張先生收

到了退款。

但是，並不是所有賬戶被盜刷的人

都申請到了退款，正在陜西某大學讀大

三的小李就沒有這麽幸運。8號上午，

剛剛從睡夢中醒來的小李發現自己的蘋

果賬戶購買了價值1600多元的遊戲幣，

雖然小李平時偶爾打遊戲，但這幾款遊

戲小李甚至沒有聽說過。小李告訴中國

之聲記者：“我跟蘋果客服打電話反映

被盜刷的情況，客服態度挺好的，登記

了我的Apple ID以及電話信息，然後說

幫我遞交退款處理的申請，1到3個工作

日之後會有結果”。

聽完客服的回復，小李松了壹口

氣，可事情的發展並沒有和她期待的壹

樣。10月9日下午，小李收到了蘋果官

方的郵件，郵件內容顯示，有壹筆648

元的支出沒有通過審核，無法拿到退

款。小李再次致電蘋果客服時被告知，

郵件顯示的就是最終的結果，“他們也

沒辦法”。

據了中國之聲的記者解，從今年9

月開始，不少蘋果手機用戶都遇到了

Apple ID被盜號、資金遭盜用的情況，

像小李壹樣沒有拿到全部退款的也並不

在少數。

專家建議開啟賬戶雙重認證服務

中國之聲的記者昨天致電蘋果公

司，工作人員向記者表示，出現賬戶被

盜的情況，可能是由於用戶自己不小心

泄露了個人信息，或者掃描了壹些用於

盜取信息的二維碼。

對此，盤古團隊技術總監陳業炫

在接受中國之聲記者采訪時表示，蘋

果賬戶被盜取的情況之前就曾經出現

過，“過去盜取蘋果賬戶密碼之後，

可能會被人把 iPhone 給鎖住，然後通

過敲詐勒索進行套現。在這壹次的案

例裏面，套現是通過在應用裏面的內

購，特別是遊戲道具的內購，然後再

進行套現。”

陳業炫認為，近期會有如此多的蘋

果用戶賬戶被盜取，主要是由於這些用

戶只采用了簡單的密碼認證來直接登錄

賬戶。他建議用戶開通蘋果公司提供的

蘋果賬戶雙重認證服務，即二步認證，

除了要通過輸入賬號和密碼之外，再設

置壹個短信認證登錄賬戶。此外，陳業

炫還建議，蘋果手機用戶設置壹個比較

長的密碼，對於不同的賬戶盡量設置不

同的密碼，以免出現壹個賬戶被盜，多

個賬戶受牽連的情況。

律師：蘋果公司未盡到異常登錄提
示義務，構成違約責任理應賠償

10 號淩晨，支付寶在其官方微博

發布了安全提示，證實了存在蘋果賬

戶被盜刷的情況，也提醒廣大用戶調

低蘋果支付的免密支付額度。對於蘋

果賬戶被盜刷用戶的經濟損失，支付

寶工作人員表示，如果綁定的支付平

臺是支付寶，用戶應該及時反饋，支

付寶會將此情況提交保險公司，由保

險公司進行理賠。

對於蘋果公司拒絕給部分被盜

刷用戶退款的行為，北京康達律師事

務所律師韓驍認為，蘋果公司作為

APP Store 的服務提供者，負有保障服

務安全的義務。盜刷用戶在另外的蘋

果設備上下載蘋果應用，應屬於異常

登錄，蘋果公司應盡到異常登錄提示

的義務，如未盡到此義務而導致用戶

ID被盜刷，應負未盡到合理安全保障

義務的違約責任，受損失用戶可向蘋

果公司索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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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首檔“融媒體＂新聞評論節目，給你不一樣的新聞體驗。 

▲ 節目截圖

節目介紹：
《中國輿論場》是CCTV4推出的國內首檔“融媒體”新聞評
論節目。最新輿情，最熱話題，明辨是非，凝聚共識。借助
大數據，每天發布的輿情指數，權威專家客觀點評，引入在
線觀眾席，多屏互動，給你不一樣的新聞體驗。本期主題：
俄印達成軍購大單 無視美“制裁”警告。

播出時間：
每周日中午12:30首播，重播時間為每周日晚上9:30，
以及周一早晨8:30。
 

▲ 節目截圖

《中國輿論場》精彩
節目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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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隊11金締歷屆最佳亞殘會閉幕

一代“高貝利國王”亨利正式

展開足球新篇章，重回母會摩納哥出

任球隊主教練，而作為教頭生涯的第一站，亨利選擇向高難度挑戰，畢竟摩

納哥已從前一球季的法甲王者之師，淪為目前的下游分子。亨利跟摩納哥的

教練合約到2021年才完結，不過領兵擺脫低迷已是球隊當務之急。

■■亨利坐上摩納哥的亨利坐上摩納哥的
帥位帥位。。 摩納哥圖片摩納哥圖片

■■亨利在比利時國亨利在比利時國
家隊學滿師家隊學滿師，，展開展開
主帥生涯的新篇主帥生涯的新篇
章章。。 路透社路透社

短 訊

港足B隊大勝澳門 埠際賽七連霸

香港單車節嘉年華將軍澳舉行
為迎接“新鴻基地產香港單車節”，大會13日特別於

將軍澳的香港單車館舉行“新鴻基地產香港單車節嘉年
華”，出戰Hammer Series香港站的一眾世界頂級好手
出席，進行示範及教學，吸引不少單車迷到場，一睹
Hammer Series頂級車手的風采。另外，參加“新地粵
港澳大灣區青年盃”的澳門代表在前香港代表的教練蔡
俊明帶領下，亦有份出席活動。由於澳門沒有適合場
地，澳門隊在香港的集訓時間多達130多天。

留女隊友同房過夜 桃田賢斗道歉
暫居世界排名男單第一的日本羽毛球手桃田賢斗又爆
出醜聞，他被揭於今年5月一次集訓期間讓女隊友福島
由紀留宿於自己的房間中，並為事件公開道歉。報道
稱，日本隊今年5月一次集訓，其間反禁藥調查員清晨
打算對福島由紀進行突擊藥檢，但在她的房間找不到本
人，後來發現她留在了桃田賢斗的房間過夜。桃田賢斗
通過所屬球會表示，當時兩人只是在房內聊天，日本羽
協已對他們作了嚴厲警告。 ■綜合外電

第三屆亞洲殘疾人運動會（亞殘會）13日
晚在印尼雅加達閉幕，香港代表團由64歲的弱
視“雙金”得主──草地滾球“婆婆”級選手鄧
順儀擔任持旗手。今次運動會，港隊共奪11金
16銀21銅，在43個參賽國家和地區代表團中名
列獎牌榜第10。中國國家隊則以172金88銀59
銅獨佔鰲頭，韓國隊以53金45銀47銅位居第

二。
亞殘會13日結束最後一日賽事，港隊由羽

毛球運動員陳浩源取下銀牌“埋齋”。陳浩源
在輪椅組男子WH2級單打決賽，以局數21：
15、6：21、17：21不敵世界排名第一的韓國球
手KIM Jungjun，但仍奪得個人3戰亞殘會以來
首面獎牌，亦助香港代表團以11金16銀21銅

共48面獎牌的歷屆最佳成績完成賽事。
另外，在12日晚的比賽，港游泳隊亦增添

兩面銀牌。鄧韋樂於男子SM14級200米個人四
式游出2分15秒10，緊隨日本泳手之後奪得銀
牌；陳睿琳亦在女子SM14級200米個人四式以
2分37秒01奪銀。總結游泳隊在今屆賽事共奪3
金2銀1銅。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亞殘會獎牌榜亞殘會獎牌榜
排名 代表團 金 銀 銅 總數

1 中國 172 88 59 319
2 韓國 53 45 47 145
3 伊朗 51 42 43 136
4 日本 45 70 83 198
5 印尼 37 47 51 135

10 中國香港 11 16 21 48

…

■■香港隊連續七屆捧港澳埠際賽冠軍獎盃香港隊連續七屆捧港澳埠際賽冠軍獎盃。。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淦）以
本地新秀為骨幹的香港B隊，13日作客
於今屆港澳埠際賽有驚喜表現，在大部
分時間以眾凌寡之下，大勝澳門6：1，
寫下7連霸。

由於個別球員受傷退隊，港隊賽前
特別補選理文中場顏樂楓，日籍教練足
達勇輔更委以隊長臂章，他也不負眾
望，全場助攻助守表現搶鏡。不過港隊
比賽初段卻是受壓一方，主隊在梁嘉恆
於前線帶動下，展開一浪又一浪攻勢，
只是幾次射門都不中門框，戰至8分鐘

更因防線一次犯錯，吳鏵昇拉跌單刀中
的劉智樂，直接領紅離場，連累主隊十
人應戰，成為今仗轉捩點。

港隊以眾凌寡，成功扭轉局勢，18
分鐘羅振庭右路窄位抽入，揭開大勝序
幕。今季於佳聯元朗冒起的陳廣豪，27
分鐘窩利攻門得手，將比分拉開至2：
0。儘管梁嘉恆1分鐘後回敬一球，但勞
列斯32分鐘接應角球頂入，港隊完半場
仍保持領先2球。下半場港隊再於68分
鐘藉對手的烏龍球領先到4：1，後備上
陣的余煒廉及鄭兆均再於79及82分鐘

錦上添花成6：1，為港隊以近年最大差
距贏出今屆賽事。

臨危受命以隊長身份捧盃的顏樂楓賽
後感謝教練團信賴：“我賽前只練習過一
課，及踢了一場友賽，多謝教練選我。”
至於意外獲正選席位的孫銘謙則謂：“今
仗要客串左閘，位置上不太適應，失球自
己也有責任，幸好球隊順利贏波。”

另一邊廂，香港足總宣佈補選中村
祐人，取代耳朵受傷退隊的徐德帥，這
也是該位日籍前鋒首度躋身大港腳之
列。

■■中國代表團在閉幕式上打出中國代表團在閉幕式上打出““20222022相聚杭州相聚杭州””的橫幅的橫幅。。 新華社新華社

■■亨利的主帥生涯第亨利的主帥生涯第
一站一站，，就是回到自己就是回到自己
出道的摩納哥執起教出道的摩納哥執起教
鞭鞭。。 法新社法新社

比利時於北京時間13日凌晨的歐洲國
家聯賽，亦成了亨利作為助教的告別戰，
結果盧卡古梅開二度，以贏瑞士2：1的勝
仗來送別這位法國傳奇。盧卡古在國家隊
龍精虎猛，在曼聯卻連場“食白果”，
表現判若兩人。

賽後比利時兩戰積6分在小組三隊
中獨佔鰲頭，3分的瑞士排第2。夏薩特
認為，今仗艱苦獲勝，多得“兩個精彩
入波”。主帥馬天尼斯則祝福亨利：
“他很快便會成為一名偉大的教練。”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盧卡古復甦獻“瑞”
歡送亨利

■■盧卡古盧卡古((右右))包辦兩包辦兩
入球入球，，幫助比利時幫助比利時
擊敗瑞士擊敗瑞士。。 法新社法新社

留女隊友同房過夜 桃田賢斗道歉
暫居世界排名男單第一的日本羽毛球手桃田賢斗又爆
出醜聞，他被揭於今年5月一次集訓期間讓女隊友福島
由紀留宿於自己的房間中，並為事件公開道歉。
報道稱，日本隊今年5月一次集訓，其間反禁藥調查

員清晨打算對福島由紀進行突擊藥檢，但在她的房間找
不到本人，後來發現她留在了桃田賢斗的房間過夜。桃
田賢斗通過所屬球會表示，當時兩人只是在房內聊天，
日本羽協已對他們作了嚴厲警告。桃田指，他已為今次
風波認真反省，並會更努力去奪取佳績。 ■綜合外電

亨利回到摩納哥執教，展開自己的主帥生涯，對於今
次的新工作，這位法國名宿說：“感謝摩納哥給了

我這個機會，很高興回到這裡，我下定了決心去迎接未
來的挑戰。我急不及待希望和球員見面，立即開始新的
工作。”

今年41歲的亨利2014年從紐約紅牛退役，2016年
開始在比利時國家隊擔任助理教練，輔助主帥馬天尼斯
兼累積經驗。亨利作為球員和教練團隊間的橋樑發揮了
重要的作用，比利時在今夏世界盃得到了隊史最佳的季
軍成績，之後便有傳聞指他會離隊另尋發展。

冠軍陣容解體 一蹶不振
面對主教練生涯的首個任務，亨利選擇回歸正

處風雨飄搖中的母會摩納哥，作為自己初掌兵符的
試金石。摩納哥於2016/17球季勇奪球隊
17年來的首個法甲聯賽錦標，打破了巴黎
聖日耳門近年在本國賽場的壟斷局面。

可惜，摩納哥之後留不住基利安麥巴
比、貝拿度施華、班捷文文迪、湯馬士林馬
和泰莫爾巴卡約高等一班冠軍功臣，到本賽
季開局9輪卻只得1勝3和5負的差劣成績，
結果功勳教頭查甸也慘被請吃“無情雞”。
亨利接棒後的最大挑戰就是要全力救亡，帶
領球隊重回正常軌道。

亨利是摩納哥的青訓球員，1993至1999
年為球隊上陣141次攻入28球，之後轉投了
祖雲達斯並獲得雲加相中加盟阿仙奴，成就
“兵工廠”、英超和法國足壇的一代傳奇，
獲得了“高貝利國王”之美名。2003/04
英超不敗賽季，亨利作為球隊鋒線領袖攻
入了30球，帶領球隊登上王者寶座。
2007年他宣佈離巢，退役前踢過巴塞
隆拿和美國的紐約紅牛。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r

““高貝利國王高貝利國王””回摩納哥統兵救亡回摩納哥統兵救亡



廣 告 BB1212

4號出口

星期四
9：00AM

星期日
10：30AM

44號出口
送$10元或$12餐券

請注意：
新開11:00AM班車 送$5元或$10餐券

25號出口
送$5元或$10餐券

每週七天 天天開車
9：00AM, 11:00AM,
1:00PM, 4:00PM,
6:30PM, 8:30PM
11：00pm

訂座
電話 所有賭場需2 1歲以上者才可以上車，需持有帶照片的身份證

二家賭場任選，兩小時一班車

星期一 ～ 星期日
8：30AM, 6:00PM,
8：00PM, 10:30PM

T07_GREATLAND COACH八達旅遊567C_16

713-777-9988

上車地點：FOODTOWN / PARKWAY　CENTER（富達廣場）八號公路邊 WalMart 旁邊 8800 W Sam Houston Pkwys Suite141

離休斯頓最近的賭場
只需要1小時

每週七天
9:00(直班）

車費$15享用$25

星期日 2018年10月14日 Sunday, October 14,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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