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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TAN
ARC專業
旅行社

713-981-8868
全球郵輪★全球簽證★護照更新

公證
認證

T07_ALL AM TRAVEL王朝旅遊1234567C_8

微信客服:aat713
2019 王朝閃亮*獨家行程 專業領隊*

3-4月日本韓國12天赏樱之旅$1800 (包機票 团费 門票 小費)
3月休斯頓牛仔節、新奧爾良狂歡節3-6天$388起
7月國慶日相約阿拉斯加遊輪$899起
9月/10月雲貴煙雨江南兩大名山16天$890起

美西 、美東 、黃石折扣高达47%
德州团最高折扣15%  佛州、郵輪最高折扣12%

東方快車 西藏 新疆 埃及 坎昆 北極光 中南美州 豪華遊輪

機票回 越南/上海$0元

太空中心門票$18   
台灣 日本 韓國 新/馬/泰 (買一送一)  中國簽證$170 
江南團 台灣來回機票$399   
代理Viking遊輪 Gate1旅遊 Globus旅遊 廉价机票 

3-4月12天南北越柬埔寨$2900+ (日本/韓國/泰國/江南)

aaplusvacation.com 6918 Corporate Dr, A14, Houston(中國城敦煌廣場側)

上海日本團$868(全包價) 暑假回國機票$625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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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LUNAR NEW YEAR 
SPECIAL EDITION

2019農曆新年特刊價目表
截止日期  DEADLINE: 1/25/2019 

出版日期 PUBLISHING DATE: 2/1/2019

彩色 Color

□   160 units          $720.00 

□   80 units  $360.00 

□   40 units  $180.00 

□   16 units  $84.00 

客戶名稱 
Client’s Name :  

地址 Address :

電話 Tel：

傳真 Fax：

簽名 Signature :

 

 

 I:\#SCDN 公司文件\#AD 價目表&合約\價目表-Chinese New Year price 新年賀版  

如需開車時收聽廣播，請鏈接到車載音響設備 (數據線/藍牙設備），效果更佳。

1. 掃二維碼(QR code)：
      觀眾只要掃描報上的二維碼，
      就可連結到美南國際電視，
      直接在手機上觀看STV15.3。
 

美南廣播電視台   ●   看電視聽廣播

美南國際電視STV15.3為方便觀眾收看，「電視廣播合為一體」不需任何付費，

觀眾可24小時直接收看及收聽該頻道，行車間也可方便收聽，輕鬆獲取美南電視節目
以及各類國際、社區重大資訊。 

2. 今日美南公眾號直播： 
      觀眾可在「今日美南」
      公眾號上，
       點選「美南視頻」裡的
    「美南國際電視直播」
      就可輕鬆連接至STV15.3。

3. 下載Apps收看：

      可在蘋果商店搜尋  
   「Today America」，
     下載Apps，除了
     可用手機讀報
     更方便，也可以在Apps裡
     收看STV15.3 電視直播。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4. Google搜尋：觀眾只要在Google網站搜尋
    「Southern TV- STV15.3 Houston」

       或輸入該平台網址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就可直接連結美南國際電視直播平台。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Southern TV-STV15.3 Houston

星期日 2019年1月20日 Sunday, January 20,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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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

附中校友會附中校友會20192019年年會記盛年年會記盛
附中校友會附中校友會20182018// 20192019的理事團隊登台亮相的理事團隊登台亮相。。

校友及來賓起立唱校歌校友及來賓起立唱校歌。。

附中校友們起立唱校歌附中校友們起立唱校歌。。

各理事在陳元華各理事在陳元華（（ 左一左一），），常中政常中政（（右一右一 ）） 的領唱下唱校歌的領唱下唱校歌。。

附中劉楨業校友附中劉楨業校友（（右二右二））抽中校友姚鳳北抽中校友姚鳳北（（左二左二））捐捐
贈的贈的5050""大電視大電視。。又回捐給校友會又回捐給校友會。（。（左一左一）） 為校友為校友
會會20182018 會長馬定遠會長馬定遠。（。（右一右一 ））為新任會長陳志宏為新任會長陳志宏。。

附中校友附中校友，，著名聲樂家著名聲樂家
蔡正驊演唱蔡正驊演唱 「「 MyMy

WayWay 」」 。。

附中校友楊賀民朗誦余光中的詩附中校友楊賀民朗誦余光中的詩 「「鄉鄉
愁愁」」 。。

附中校友張世燿演唱附中校友張世燿演唱
京劇京劇 「「坐寨盜馬坐寨盜馬」」 。。

所有校友及來賓專注觀賞節目所有校友及來賓專注觀賞節目。。

(本報訊）"禪"是現代人生活中的必修課程。我們所處的現在社會科技資訊如此迅速的更新發
展，讓我們生活步調十分煩忙，在行住坐臥當中，產生了很多的混亂，失序的現象。

社會的價值觀偏重於物質文明的提昇，使得一般人唏唏營營於追求物質生活，忽略精神生活
的重要性;

也很容易迷失自己的本心。所以希望我們這念心能夠真正落實，安定下來，就必需藉由"禪"
的道理薰修契悟，才能在生活上，行住坐臥當中有條不紊，人生才會落實，愉快，有意義及真正
找到幸福。

中台禪寺普德精舍秉持禪教並重的宗風及開山祖師 惟覺安公的慈悲教導，於國際間致力推廣
禪修教育精進禪修，並舉辦各種共修法會活動。 各級禪修班由法師親自指導禪坐;並由淺至深次第
講授佛法，教導忙碌的現代人，如何以禪定智慧來轉化煩惱，疏解壓力，如清泉淨化心靈，將佛
法落實於生活中。

1/16，1/19&1/21是春季班的開課，課程以十二週為一期，每週上課二小時。前一小時由法師
親自指導禪修靜坐的方法，即數息，觀息，中道實相觀; 後一小時講授佛法及經教經論，指引學人
修習禪法，契悟心要的正確途徑。

英文班於1/16 週三晚，中文班於1/18週五晚7:30開課，白天初級班於1/21早10:00開課。
英文親子禪修班於1/19每週六早10:00---中午，其宗旨以禪修靜坐，佛法故事，遊戲活動等

培養4--12歲的孩子們及家長們的定力，認識自己的心性，提升孩子們注意力和體認生命的成長
。

當然普德精舍仍有更進一步的中英文中級，高級，研經各班，半日禪，二日三日，禪七等利
益行人的禪修活動。

歡迎十方各界的人士能把握休士頓的禪修環境與機會，勇於步入從上午9點至晚上9點，每日
開放且課程完全免費的普德精舍，利益自己人生的旅程。

中台禪寺普德精舍電話:281-568-1568
地址:12129 Bellaire Blvd,Houston,Tx.77072
Web:www.cthouston.org
Email:zen@cthouston.org

（（本報訊本報訊））UFUF00 學會成立學會成立
於於2020ll44年年,,多年來共舉辨了多年來共舉辨了3838場場
的演講活動的演講活動,,有關有關UFUF00的話題幾的話題幾
乎都討論過了乎都討論過了,,在尚未取得新的在尚未取得新的
「「資訊資訊」」之前之前,,本會於本會於2020ll99年起年起,,

更 名 為更 名 為 「「影 像 學 會影 像 學 會」」 (Group(Group
Image)Image)今後活動之內容將以中今後活動之內容將以中,,

外攝影名家之作品欣賞外攝影名家之作品欣賞..解說以解說以
及會友之作品分享為主及會友之作品分享為主,,而攝影而攝影
技術技術,,器材之選用及戶外攝影活器材之選用及戶外攝影活
動為輔動為輔,,來做為本會今後發展之來做為本會今後發展之
方針方針,,如此如此,,不會攝影或尚未有器不會攝影或尚未有器
材的朋友也可以入會材的朋友也可以入會,,可以欣賞可以欣賞
名家的作品名家的作品,,開擴自已的視野開擴自已的視野,,在在

舉行戶外攝影活動時除了舉行戶外攝影活動時除了 「「踏踏
青青 」」 之 外之 外,, 更 可 以 充 當 臨 時更 可 以 充 當 臨 時
「「modelmodel」」讓愛拍的會友多拍些讓愛拍的會友多拍些

,,這正是這正是 「「眾樂樂眾樂樂」」的活動的活動..何樂何樂
而不為呢而不為呢!! 歡迎有興趣者報名歡迎有興趣者報名
參加參加!!連絡人連絡人::本會祕書李兆琳小本會祕書李兆琳小
姐電話姐電話::832832 247247--65176517

UFOUFOUFOUFOUFOUFOUFOUFOUFOUFOUFOUFOUFOUFOUFOUFOUFOUFOUFOUFOUFOUFOUFOUFOUFOUFOUFOUFOUFOUFOUFO 學會自學會自學會自學會自學會自學會自學會自學會自學會自學會自學會自學會自學會自學會自學會自學會自學會自學會自學會自學會自學會自學會自學會自學會自學會自學會自學會自學會自學會自學會自學會自2019201920192019201920192019201920192019201920192019201920192019201920192019201920192019201920192019201920192019201920192019 年起年起年起年起年起年起年起年起年起年起年起年起年起年起年起年起年起年起年起年起年起年起年起年起年起年起年起年起年起年起年起，，，，，，，，，，，，，，，，，，，，，，，，，，，，，，，更名為更名為更名為更名為更名為更名為更名為更名為更名為更名為更名為更名為更名為更名為更名為更名為更名為更名為更名為更名為更名為更名為更名為更名為更名為更名為更名為更名為更名為更名為更名為 「「「「「「「「「「「「「「「「「「「「「「「「「「「「「「「影像學會影像學會影像學會影像學會影像學會影像學會影像學會影像學會影像學會影像學會影像學會影像學會影像學會影像學會影像學會影像學會影像學會影像學會影像學會影像學會影像學會影像學會影像學會影像學會影像學會影像學會影像學會影像學會影像學會影像學會影像學會 」」」」」」」」」」」」」」」」」」」」」」」」」」」」」」」

（ 休士頓 / 秦鴻鈞報導 ) 僑社最受僑胞愛戴，
四年多來帶領僑教中心同仁，為僑務不辭艱辛，全
力以赴的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四年多任期屆滿，
即將於下周返國高陞，擔任 「僑務電子報社」社長
。休士頓文化大學校友會，於本周三在會長黃登陸
的召集下，齊聚 「獨一處」餐廳，為莊主任餞行。
而休士頓好友群也在僑務諮詢委員鄭昭的召集下，
於本周五晚在 「姚餐廳 」為莊主任餞行。談及在
美南四年多任期內，莊主任最難忘的莫過於 2017
年8月25日三級大颶風Harvey （ 哈維 ）肆虐休士
頓，讓休市面臨百年不遇的洪災，經濟損失達
1900 億美元，是自1900 年後全球損失最昂貴的自
然災害 。雖颶風無情，但人間有愛，華人間互幫
互助，慷慨捐輸，大愛無疆，給莊主任留下極深的
印象。

下面一封 「感謝及辭行」是莊主任臨行前給
僑界的一封辭行信：

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任滿返國高陞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任滿返國高陞
致函全僑致函全僑,,心在家國心在家國，，不忘僑胞不忘僑胞，，珍重再見珍重再見

圖為莊主任圖為莊主任（（前排右五前排右五））與所有出席餐會文化大學校友合影與所有出席餐會文化大學校友合影。。

圖為圖為（（右起右起 ））僑教中心莊主任僑教中心莊主任、、楊副主任楊副主任、、僑務諮詢委員葉宏志僑務諮詢委員葉宏志、、黎淑瑛在黎淑瑛在
「「姚餐廳姚餐廳 」」 送行餐會上送行餐會上。。

中台禪寺普德精舍春季初級禪修班中台禪寺普德精舍春季初級禪修班 11//1616，， 11//1919&&11//2121開課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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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01-JESSICA REALTY TEAM王洪旭256C_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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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日 2019年1月20日 Sunday, January 20, 2019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德州天后廟德州天后廟11月月1313日熱烈慶祝酬神吉日日熱烈慶祝酬神吉日((還神日還神日 ))

德州天后廟德州天后廟11月月1313日慶祝酬神吉日日慶祝酬神吉日((還神日還神日 ))、、陳作堅陳作堅
、、李明德副理事長李明德副理事長、、台北經文處林映佐副處長夫婦台北經文處林映佐副處長夫婦、、
翁作華會長翁作華會長、、周滿洪理事長周滿洪理事長、、黃惠榆處長夫人黃惠榆處長夫人、、張文張文
華前法官華前法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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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侯
武明武明、、江鎮煖副理事長及信徒們向天后娘娘獻壽桃江鎮煖副理事長及信徒們向天后娘娘獻壽桃

德州天后廟德州天后廟11月月1313日慶祝酬神吉日日慶祝酬神吉日((還神日還神日 ))、、陳作堅陳作堅、、李明德副李明德副
理事長理事長、、台北經文處林映佐副處長夫婦台北經文處林映佐副處長夫婦、、翁作華會長翁作華會長、、周滿洪理周滿洪理
事長事長、、黃惠榆處長夫人黃惠榆處長夫人、、張文華前法官張文華前法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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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武明侯武明、、江鎮煖副理事長江鎮煖副理事長、、陳錦泉祕書長陳錦泉祕書長、、元老元老
楊桂松楊桂松、、何賢芳何賢芳、、盧禮順及信徒們向玉皇大帝上香盧禮順及信徒們向玉皇大帝上香

德州天后廟德州天后廟11月月1313日慶祝酬神吉日日慶祝酬神吉日((還神日還神日 ))眾眾
信徒向呂祖師爺上香信徒向呂祖師爺上香

陳作堅陳作堅、、李明德副理事長李明德副理事長、、台北經文處林映佐副處長夫台北經文處林映佐副處長夫
婦婦、、翁作華會長翁作華會長、、周滿洪理事長周滿洪理事長、、黃惠榆處長夫人黃惠榆處長夫人、、張張
文華前法官文華前法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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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侯
武明武明、、江鎮煖副理事長江鎮煖副理事長、、陳錦泉祕書長陳錦泉祕書長、、元老楊桂松元老楊桂松、、
何賢芳何賢芳、、盧禮順盧禮順、、黎國威黎國威、、梁偉雄與信徒們分享壽桃梁偉雄與信徒們分享壽桃

信徒侯武明恭請一尊來自台灣嘉義信徒侯武明恭請一尊來自台灣嘉義
的媽祖安奉在德州天后廟的媽祖安奉在德州天后廟、、同時捐同時捐
贈贈33萬美元作為天后廟擴建工程使萬美元作為天后廟擴建工程使

用用

德州天后廟馬小卿堂主率經生們酬神德州天后廟馬小卿堂主率經生們酬神
吉日頌經吉日頌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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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經文處林映佐台北經文處林映佐
副處長夫婦副處長夫婦、、黃惠榆處長夫人黃惠榆處長夫人、、張文華前法官捐贈香油錢張文華前法官捐贈香油錢
由翁作華會長由翁作華會長、、周滿洪理事長周滿洪理事長、、陳錦泉祕書長代表接受陳錦泉祕書長代表接受

知名許潔秋保險公司捐贈知名許潔秋保險公司捐贈11萬美元作為天后廟萬美元作為天后廟
擴建工程使用由翁作華會長擴建工程使用由翁作華會長、、周滿洪理事長周滿洪理事長、、

陳錦泉祕書長代表接受陳錦泉祕書長代表接受

欣欣餐廳宋東主趙振天捐贈欣欣餐廳宋東主趙振天捐贈11千美元作為天后千美元作為天后
廟擴建工程使用由翁作華會長廟擴建工程使用由翁作華會長、、周滿洪理事長周滿洪理事長

、、陳錦泉祕書長代表接受陳錦泉祕書長代表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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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克的红烧蹄膀一只、12桶老

坛酸菜牛肉面、1盒胶原蛋白果味饮

料、1盒日本进口的爆珠香口丸、1

瓶漱口水、多款价格不超过百元的

护手霜.......

如果一个人的购物车上堆满了这

些东西，你觉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

人？大吃大喝之后清理口腔，用的

还是便宜护手霜，你可能会说，这

是一个没什么钱的肥宅吧。

其实，这是林志玲。上个月，林

志玲在某综艺节目上曝光了自己的

购物车。

购物车是当代人的秘密花园。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杂志

发表的一项研究指出，虚拟购物车

与传统购物车不一样，虚拟购物车

最重要的功能并不是购买，而是收

藏、整理、规划我们的消费生活。

因此，如果把一个人所有购物车的

物欲清单都列出来，他的生活方式

、兴趣爱好、审美格调乃至人生理

想，都可以了解一二。

前几天，蔡依林参加节目时爆料

，她平时网购走的是“理性路线”

，上限是“眼睛酸了，就不买了”

。哄笑完之后，我们更想知道的是

，让 Jolin 剁手剁到眼酸的东西都有

哪些？

能够让女生挑到眼酸的东西，一

定有包包。

中国物欲简史：

八十六年前，我们开始种草

中国人晒物欲清单，最早或可追

溯到上世纪三十年代。

1932 年，《东方杂志》为 1933

年的新年策划了一次全国范围内的

“新年梦想”大征集，问了两个问

题：你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怎样的

？你个人生活中有什么梦想？

前一个问题谈国家前途，自然高

谈阔论，后一个问题说个人生活，

便生动实在得多了，很多人都分享

了他的愿望清单。

作家孙伏园当时正在河北定县做

平民教育，他的梦想是有“大批的

窝窝头送到嘴边，大堆的破棉絮送

到身边”。《晨报》记者茅震初想

回归田园，“在那里种粮食、蔬菜

、果树、花木，养蜂、养鸡、养鱼

，唯一的交通器具是船”，在那个

没有网购和物流的时代，要置办这

些东西并不容易。暨南大学教授周

谷城的梦想很新潮，他希望中国所

有人都能够用上抽水马桶。八十六

年后，很多人已经实现了周谷城的

梦想，不过又种草了“智能马桶盖

”。

随着消费生活走入寻常百姓家，

中国人的物欲清单更加多元化。2005

年，《新周刊》做过一期“中国欲

望榜”， 其中有一个调查采访了20

个城市的100个人。你最想要什么品

牌的车？德国名车成为了人们的首

选。你想要一块多少钱的表？一万

左右刚刚好。你最渴望收到什么情

人节礼物？玫瑰与钻戒依旧是爱情

的见证。

当时中国人的消费生活多少还有

一点随大流的意思，但有主见的个

性化消费也在逐渐兴起。比如当我

们问到“你最想买哪个牌子的衣服

”时，大多人都觉得品牌没关系，

个人觉得好看才是最重要的。进入

20世纪以后，中国人的消费生活方

式就像 2005 年爆发增长的彩铃定制

，每个人都有了自己的主题曲。

能够带来快乐的消费哲学

到了 2017 年，《新周刊》再次

在微博上进行调查时，人们的物欲

清单已经变得非常个人化了。

有人爱好音乐，梦想是买一套胆

机，像刘德华与梁朝伟一样躺在沙

发上听蔡琴的《被遗忘的时光》；

有人喜欢更现代化的家居，想要一

台专业的热泵式干衣机，摆脱洗完

衣服还要晾、雨天冬天还晾不干的

烦恼；还有人追求更便捷的互联网

生活，希望给家里装一个NAS服务

器，享受一秒下片的快乐。

兴趣消费终于拯救了饱受攻击的

消费主义。在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严锋看来，兴趣消费体现的是一种

快乐购物的“花钱哲学”：

“我成长于短缺经济年代，从小

被教育要珍惜钱，不乱花钱。我又

身处市场经济时代，整个消费社会

不断鼓励大家要舍得花钱，勇于花

钱。这两种力量经常把我撕裂，让

我无所适从，晕头转向。但是最终

我发现这两种思路的结合，恰恰可

能是最正确，也最能给人带来快乐

的花钱哲学。 ”

简而言之，即在日常生活中减少

不必要的消费，在兴趣爱好上信奉

“买得起就买”的消费哲学。这种

享乐主义绝不是爽一把就完的放纵

消费，而是一种把握新锐生活趋势

，懂得如何享受人生的生活态度。

作为“60”后，严锋是中国互联

网最早的一批用户，他去年拔草

NAS后，在微博上发表感慨：“感

觉以前的所谓数码生活都是在黑暗

洞穴中度过。 ”

改变这一切的，首先当然是互联

网科技，但如果一个人没有对科技

生活的兴趣、对探索生活可能性的

好奇心，他也许在为越来越慢的台

式机而烦恼吧。

如果感到快乐，你就买买买。

剁手这个游戏，你会玩吗？

最近火爆互联网的一款美国题材

的RPG游戏，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将

种草已久的游戏主机“拔草”。

初入手的玩家将会发现，现在的

动作冒险游戏已经不再是《魂斗罗

》那样的通关打怪模式，而是一个

开放式、沉浸式的主题乐园，他们

可以在枪林弹雨中享受牛仔的快意

恩仇，可以沉迷打猎与钓鱼而不问

世事，还会在某个小镇遇上一些说

着标准粤语、穿着清朝服饰的广东

移民，从而打开中国人的移民往事

，理解了一个时代的生活史。

互联网时代的消费，同样是一个

高度开放的全民游戏，你我皆是玩

家，想要体会这个游戏的快乐，玩

家也需要建立自己的兴趣地图，以

及一个规则简单清晰、限制合理且

尽可能少的游戏制度。

但近年来，随着网络购物出现了

越来越多的促销玩法，购物机制变

得异常复杂，促销文案写得拐弯抹

角，要在一个购物网站上以最优惠

的价格买到种草已久的东西，你可

能需要精通数学、语言学、统计学

......对于年轻消费者来说，剁手的快

感大打折扣，最后的成交价格却没

有比原价优惠多少，但他们可能为

此种草了一年的时间。

你的问题
不是物欲太多
而是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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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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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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月20日 Sunday, January 20, 2019
美南人語

港 回 歸 超
過 二 十 年
， 但 經 常

有人慨歎人心不歸。或許，在這方面，澳門好得多。
最少澳門當權者也好，民間社會也好，經常都是 「愛
國」 「愛澳」掛在口邊，即使不深究這個 「愛國」
「愛澳」是真愛抑假愛、是愛國還是愛錢？

台灣作家龍應台許多年前曾在致函中共最高領導
人時，要求北京當局 「用文明來說服我」，當然，中
共當局從來沒有試圖用文明來說服包括龍應台在內的
所有中國人。

香港人為何人心不歸？為何見國旗聽奏國歌會噓
聲四起？那只能說是因為文明不足，無法服人。而近
幾年來更開始出現所謂 「港獨」。令人遺憾的是，港
獨本來不是香港人的選項。但愈遭打壓，包括被劃歸
為港獨的本土派人士被刑事起訴，即使當了議員也被
DQ，乃至任何有本土傾向的都被阻攔參選。香港，
就彷如回到了第三世界的獨裁政權國家一樣。但在強
力打壓下，港獨偏偏是愈壓愈成氣候，這是令人無語
的。毛澤東早就說過： 「要人家服，只能說服，不能
壓服，壓服的結果總是壓而不服，以力服人是不行的
。」確實，以理服人本來就是應有之義，

人們為何不服？很簡單，一個國家或一個政權，
要人擁護，前提是你是否值得別人尊重。有人說發財
立品，中國近四十年藉享人口紅利的契機，經濟雀起
，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之一。而中國的十多億人的

市場，亦為世界各方垂涎。更利
害的是，中國貧富懸殊下，有錢
的人不少，許多品牌的高端貨品
，更是以中國人為銷售大戶。但

中國發了財，但卻從未立品，對人權等普世價值隻字
不敢提。

最近幾宗惹人注目的事件，都極能說明中國難得
尊重的原因。

其中之一是王全璋律師案。
王全璋律師被長時間非法扣押，甚至連家屬亦不

可探訪及接觸的情況下，在被扣押一千多天後，才終
於送上法庭。但誰都知道，中國的法院只是執行當權
者的意向的機構，人被判刑與否，根本不是經審訊在
法院決定，而法庭也只是走過場的地方而已。所以，
對王全璋案，法院便以涉及國家機密而拒絕公開審訊
，連王先生的妻子要從住地天津到北京也遭到公安的
阻撓。

王全璋是甚麼人？如何會被法院認為其案件涉及
國家機密？是他有通天本領掌握了某些國家機密，若
公開審訊便會因國家機密被洩漏而對國家造成危害嗎
？大家還記得魏京生嗎？他當年貼大字報直指鄧小平
為新的獨裁者而被捕，最後以其洩露國家機密而被控
罪。一個在動物園裏面工作的普通人員，能掌握甚麼
國家機密呢？原來，當年魏京生曾在接受外媒訪問時
，引述了內地報章對越南自衛反擊戰的一些報道的內
容，於是最後便以涉漏國家機密而判其十五年徒刑。
連報紙上刊登了的都可以被視為機密，這就是中共式
的 「國家機密」。明乎此，則王全彰案被指為涉及國
家機密就一點也不令人吃驚。

到底王全璋犯了甚麼事？那要回到三年多前說起

。在二零一五年七月，中共當權者在全國各地展開一
連串逮捕自由派律師的行動，被稱為 「七零九事件」
。而王全璋就是其中一個被捕者。約自二千年起，中
國部分自由派律師基於對平等、法治、人權的理念與
追求，以及眼見各級政府及官黑勾結侵害民眾權益而
深感不滿，加上中國民間維權意識的興起，逐漸形成
一股推動力量，藉由行使辯護職權伸張民眾權利，進
而宣揚理念。然而，這些被外界稱為 「人權律師」、
「維權律師」的自由派律師，也同時受到中國官方密

切注視及專政的壓力。在 「七零九事件」前，對律師
監聽、約談、警告、跟蹤，乃至於拘捕下獄等事端，
不一而足。特別是二零一二年底中共十八大以後，更
是明顯。在此背景下，二零一五年七月起，就出現了
「七零九事件」。

二零一五年五月，中國維權人士徐純合在黑龍江
慶安火車站遭民警攔截，混亂中不但遭員警開槍擊斃
，當地警方事後還拘留二十多名到場聲援的民眾及律
師，引發六百多名中國律師集體連署抗議，被認為種
下了 「七零九事件」的近因。

二零一五年七月九日淩晨，北京知名人權律師王
宇的住家先是網路被切斷，隨後被二十多名不明人士
從家中帶走，開啟逮捕的序幕。七月十日，北京以受
理維權案件著稱、也是王宇所屬的鋒銳律師事務所律
師周世鋒、李姝雲及另兩名行政人員先後被帶走。同
一天，中國政府擴大對律師的搜捕行動，不到四十八
小時，北京、天津等十五個省區比較活躍且曾受理維
權案件的律師，陸續被警方及國家安全保衛人員帶走
。 經過三天的大規模逮捕，中共官媒稱事件是 「公
安部指揮摧毀一個以北京鋒銳律師事務所為平臺」的
「犯罪團夥」，還說 「維權律師」是 「擾亂社會治安

的犯罪行為」。
據 「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及其他相關單位和人

士的不完全統計，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的兩年兩個月
內， 「七零九事件」被逮捕下獄及被拘留、約談、傳
喚、限制自由等遭遇的律師及相關人員多達三百多人
。在幾年間，這三百多人或被判刑，或被軟禁，或被
控制，或被不斷傳訊，或下落不明，或被剝奪律師資
格，或被禁止離境等等。其中如律師周世鋒、李和平
、維權人士的胡石根、吳淦、翟岩民、勾洪國等均被
判刑。只是同時被抓捕的王全璋律師卻一直下落不明
，其妻發動多次社會行動要求當局交待亦不得要領，
反遭強烈打壓。

有維權人士認為，王全璋案極不正常，估計是王
全璋拒絕與當局 「配合認罪」，因此被當局無限期延
押，直至一千多天後才終於上庭。其中謝燕益律師就
指出，中共強加給王全璋的所謂 「顛覆國家政權罪」
的事實，是 「古今中外，聞所未聞的奇聞軼事」，其
所謂 「犯罪事實」，第一件就是跟外國的非政府組織
進行人權工作，包括律師進行的調查，這都是律師的
法定業務，而且帶有公益性的；而第二件是王全璋義
無反顧地揭開建三江的黑監獄，羈押法輪功學員、上
訪人員的黑監獄，這很顯然是維護法治、維護人權的
正義之舉，卻居然被當作一個所謂的顛覆國家政權的
事實。而王全璋案一開庭，法院便以涉及國家機密為
由，而不公開審訊，並且在開庭不及一分鐘，王全璋
的律師，就被解除職務，立即遭逐離法庭。這種完全
密封方式來進行庭審，距離文明之遠，實不可以道里
計。

對這種與文明風馬牛不相及的政權，如何令人心
服？如何能讓人尊重？如何能民心回歸？

懷著依依不捨的心情，跟澳門三妹夫婦、培叔夫
婦、八舅父母、五姨母合家、錦聰表弟夫婦、我濠江
1967 年中學畢業的 60 多位朝陽校友、李錦濤英專
1969 年就讀的同窗揮手告別後，我夫妻二人，赴香港
，再小留4天，與港九 各親友小聚後，正式完成了今
次中港澳聖誕及新年快樂 假期，鳥倦知還，坐上台
灣的長榮航空公司班機，由香港大嶼山先飛台北，然
後飛返美國德州休斯頓老家，繼續回校工作。

且說由香港飛往台北，起機時間為黃昏5 點半，
飛行時間不足2小時， 7 時15分 便抵達台北桃園國
際機場。這段飛航光陰，容易打發，因為航機啟動不
久，就有台灣小食及㗎啡、香茶免費供應。又有我最
至愛的港台報紙，任何取閱。太太則拿起她在香港市
面上買來的 「一週刊」來看，瞭解一下近日中港臺影
視藝人的八卦新聞。飛機到達台北後，我們不用提取
行李轉機，只需邁開腳步，行進在那段長長的候機大

樓的走廊上，遊目四看，欣賞那充滿著台灣山地原住
民族那種濃郁的文化展覽，及小坐在著名的台灣麵館
，來個大沌麵、小籠包，以消耗那3 小時的候機飛返
美國的時間。

當天晚上10 時30 分, 登上航機，展開14 小時的
長程飛行。若是一切順風順水，也要先渡過那14 小
時航機上的時光。假如我夫妻現今是 「少年十五二十
時」，要闖過那區區14 小時，真的是閒過 「立秋」
。不過今時今日的我倆，已跨過中年歲月，踏入 「登
陸之年」。硬要太太坐下在飛機倉的狹窄椅子上 14
小時，縱然這是一架可以載運300 多名乘客的廣體大
型客機，縱然有美酒佳餚招待, 也不是一件賞心樂事
。要消磨機上這段時間，太太選擇觀看電影，而長榮
航空飛機上有不少新近的中西名片，包括中港台、日
本 及美國荷里活，以至歐洲國家的出品，隨時隨地
在我們座位前方的電視畫面上出現，旅客更可以隨意
停下播放中的電影，到洗手間去，或站起身來，走到
機倉的行人道上，伸展一下手腳，然後再走回自己的
原坐位上，再次啟動電視畫面，接看之前的電影情節
。

話雖如此，但當太太在欣賞過兩部2 小時的電影
後，便開始坐立難安，向我投訴她的背腰兩處, 出現
微微酸軟的感覺。我想大概是內子的年紀，其骨質密
度開始有軟弱現像出現。我只好以機上軟枕頭墊在她
背後，再讓她吃上兩粒安眠藥，沈沈入睡 便是。

至於本人體質，得蒙上天眷佑，算是托賴，一年
360 日中，身在任何地方，無論是坐飛機坐公車或坐

遊輪，都不會暈車暈浪，
每日三餐一宿，一年四季
，與常日無異。即使回港
之行，出現時間顛倒，我
也不受時差困擾，天黑就

上床安睡，天明就起床如常運作，都是可食可睡，不
受外界任何干擾。對此，太太在羨慕之佘，不時說我
做人無腦，所以才會如斯 「反常」。不過自從我不再
經營美國唐餐廳業務，金盆洗手，改為日間到美國校
區任職，晚上為美國港澳三地報刊雜誌寫作，她對我
的 「反常」生理狀態，己有改變，有數得計，每月我
要撰寫至少26 篇文章，52000 字左右，會是一個 「反
常」的書生嗎？後來太太改變對我的看法， 「也許你
出生在牛年，所以老牛一隻，尚可有氣有力、無病無
痛地工作生活。」太太這個見解，正好說明我坐在
14 小時的長途航機上，一樣是揮灑自如。航機進入
休斯頓上空時，機長向機上旅客發表談話。初期大家
還以為 這只是一般 「感謝閣下乘搭長榮客機」的客
氣致謝詞。誰知一聽之下，才得知今次回來真的是
「不合時宜」，因為碰正美國政府停擺時刻！原來為

了要建造美墨邊境圍牆，阻止墨西哥非法居民跑入美
國販賣毒品，生事搗亂，特朗普總統向國會要求撥款
57 億美元來建造邊界城牆。可惜今次國會乃由民主
黨 「做莊」。自”侵侵“上台，不少有違常態的造法
，以至民怨不少，跟民主黨相處，更勢如水火，經常
對抗，所以對於撥款，民主黨一於說No, 因此 「侵侵
」一怒之下，實行與民主黨及國會大鬥法， 仿效前
朝兩任美國總統奧巴馬及老布殊，一於下令美國政府
機關部門， 「暫停營業」。而我們坐機回來美國的一
天，正是美國政府不少部門己關門大吉27 天矣！雙
方仍然沒有和解協議出爐，而美國各大機場運輸安全

局(TSA)，大爆出機場保安人員請假狂潮 ，當此政府
關門期間，超過5萬1000名機場安檢人員仍須無薪上
班，不少安檢人員因此請病假不願上班，造成機場混
亂，延長旅客等待及安檢時間。休斯頓國際機場原分
有A,B，C,D, E, 5 座安檢大樓。但當晚因為安檢人員
人手不足，機場當局被迫只開放一半地方，讓我們來
自世界不同地區的旅客，排隊等候至少3小時以上 ，
才能通過安檢！

休斯頓因為己是美國第四大城市，居住有各種不
同族裔的居民，我們一邊大排長龍等候檢查，一邊互
相大吐苦水，機場內有大型電子縈幕，都有顯現出等
候時間，也播放美國國內亞特蘭大、紐約、洛杉磯及
華府杜勒斯等機場混亂情況： 各個機場內櫃檯前，
均大排長龍、等待檢查，新聞報導指出：在 安檢人
員短缺和檢查鬆懈情況之下，全球最繁忙的亞特蘭大
機場(ATL)，甚至發生有人攜槍登上國際航班的最新
事件。該旅客帶槍上國際航班的事件發生在12日，一
名男子走TSA標準安檢通道，卻成功偷渡一把槍枝，
搭上飛往日本的達美航空(Delta Air)班機。持槍者抵
達日本時，才主動告知機組員；機組員馬上通知TSA
；TSA已著手調查，並將處分失職人員。

聽TSA助理局長比萊洛(Michael Bilello)說： 「14
日有17.7%的TSA職員無預警 地請假。」此請假比率
比往年高出3倍多，TSA為振作同仁士氣，宣布發放
500元獎金給每位上班的員工。 不過今次重賞之下，
仍未見勇夫回朝，各個機場依舊大缺安檢人員，令到
飛過半個地球回家的旅客，筋疲力盡，苦不堪言。即
使有 「老牛」稱呼的我，當晚也有 「疲不能興」的感
覺，今次特朗普認真搞笑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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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經濟

BB99時事圖片
星期日 2019年1月20日 Sunday, January 20, 2019

日本少女穿和服出席日本少女穿和服出席““成人節成人節””慶祝儀式慶祝儀式

日本東京舉辦日本東京舉辦““成人節成人節””慶祝儀式慶祝儀式，，少女們身穿和服盛裝出席少女們身穿和服盛裝出席。。成成
人節是日本的傳統節日人節是日本的傳統節日，，這壹天這壹天，，全國各地年滿全國各地年滿2020歲的青年男女都會歲的青年男女都會
慶祝自己長大成人慶祝自己長大成人，，這也意味著他們可以吸煙這也意味著他們可以吸煙、、喝酒及擁有選舉權喝酒及擁有選舉權。。

貴州榕江苗寨歡慶鼓藏節貴州榕江苗寨歡慶鼓藏節孟
加
拉
國
河
流
清
澈
見
底

孟
加
拉
國
河
流
清
澈
見
底

漁
船
暢
行
水
藻
間
構
成
美
麗
圖
畫

漁
船
暢
行
水
藻
間
構
成
美
麗
圖
畫

中國2018年召回缺陷汽車超1200萬輛
發動機問題突出

繼 2016 年、2017 年缺陷汽車召回

數量突破千萬輛後，2018 年我國國內

乘用車市場汽車召回量再次突破千萬

規模，召回數量達到 1254.7 萬輛。不

過相比 2017 年的 2004.8 萬輛，召回數

量下降了37.4%，出現近5年來首次回

落。

據記者不完全統計，因發動機問

題導致的汽車召回數量最多，占到全

年召回總量的27.1%，“機油門”問題

嚴重。按國別分，美系品牌在召回總

量中占比最高，自主品牌累計連續3年

召回占比上升。從汽車品牌看，梅賽

德斯-奔馳（中國）發起的召回次數最

多，上汽通用全年單次召回量及召回

總量排名第壹。

美日德系召回數量占八成
記者根據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發

布的召回數據統計，2018年全年，國內

乘用車市場共59個汽車品牌發布了172

次召回公告，涉及問題車輛 1254.7 萬

輛，較2017年召回總量2004.8萬輛下降

37.4%。

值得註意的是，這也是自 2014

年 起 ， 近 5 年來召回數量首次出現

回落，但也已連續 3年突破千萬輛規

模。

單月召回數量方面，2018年9月29

日，因“脫軸門”原因，上汽通用發布

了涉及別克、雪佛蘭、凱迪拉克三品牌

共計332.7萬輛汽車的召回，召回數量占

到全年召回總量的26.99%，這也使9月

份召回數量爆發達到最高值411.1萬輛，

環比大增1072.1%。此外，2月份次之，

達到250.1萬輛，7月以119.2萬輛排在第

三位。

從國別來看，在2018年1254.7萬輛

召回汽車中，召回數量最多的為美系汽

車，累計召回458.7萬輛，占召回總量的

36.6%；其次，日系汽車共計召回362.8

萬輛，占比28.9%；德系汽車累計召回

188.7萬輛，占比15%；自主品牌累計召

回數量達到117.89萬輛，占比9.4%；韓

系共計召回 57.8 萬輛，占比 4.6%。此

外，法系、英系、瑞典和意大利品牌分

別召回汽車11萬輛、10.8萬輛、2.3萬輛

和0.5萬輛，占比均不足1%。

具體來看，美系品牌召回數量前三

名分別為：通用汽車2018年全年發布1

次召回計劃，但召回最多，數量達

332.67萬輛，占全年召回總量的26.5%；

福特汽車次之，共發布9次召回計劃，

召回數量達 91.1 萬輛，占召回總量的

7.3%；JEEP 發布 7 次召回，召回數量

23.9萬輛，占召回總量的1.9%。

日系品牌召回數量前三名分別為：本

田汽車在2018年共發布11次召回計劃，

共計召回111萬輛缺陷汽車，占全年召

回總量的8.8%；日產汽車發布5次召回

計劃，召回數量達106.3萬輛，占召回總

量的8.5%；豐田汽車共發布10次召回計

劃，共召回缺陷汽車73.4萬輛，占召回

總量的5.9%。此外，三菱、馬自達、斯

巴魯等日系品牌召回數量也在2018年乘

用車召回榜單前列。

同時，豪華車陣營中的德系三強奧

迪、寶馬（含MINI和勞斯萊斯）和奔馳

在2018年分別召回缺陷汽車66萬輛、

22.3 萬輛、13.9 萬輛，總量為 102.2 萬

輛，占 2018 年德系品牌召回總量的

54.2%，不過相比2017年的BBA召回總

量的406.4萬輛回落明顯。

記者統計發現，2018年，因發動機

問題導致的汽車召回總量近340.3萬輛，

占到全年召回總量的 27.1%，排名第

壹。懸架部件問題召回超過332.6萬輛，

占召回總量的26.5%，排名第二位。安

全氣囊及安全帶問題共召回198.2萬輛，

占召回總量的 15.8%，排在第三。此

外，因制動系統缺陷、車窗部件問題進

行召回的車輛也分別達到164.6萬輛和

90.8萬輛。

值得註意的是，從2018年1月起，

東風本田新CR-V被爆出發動機機油液位

增高的問題後，因“機油門”而宣布召

回的事件幾乎貫穿全年。

2018年3月，因機油升高問題，長

安汽車也宣布召回CS75車輛共計25.21

萬輛；5月份，東風本田宣布召回涉及

機油問題的搭載 1.5T 發動機的 2018 款

CR-V，共計 13.0455 萬輛；7月，搭載

CR-V同款1.5T發動機的本田思域也因機

油升高問題而被召回294511輛；8月和9

月，UR-V、廣本冠道、傑德和謳歌CDX

均因機油升高問題而被召回；10月份，

北京現代也因機油升高問題召回了共計

40.04萬輛的全新途勝；11月份，起亞也

因機油升高問題召回了 6.86 萬輛起亞

KX5。

統計數據顯示，2018 年，在發動

機問題中，因“機油門”而宣布召回

的汽車數量達到131.2萬輛，占全年召

回總量的10.5%，涉事品牌囊括東風本

田、廣汽本田、北京現代、東風悅達

起亞、長安汽車等多家合資和自主車

企。

高田氣囊問題依然存在
盡管日本高田公司已於2017年6月

在日本和美國同時申請破產保護，但

2018年因搭載高田氣囊而發生的召回仍

然存在。統計發現，2018年僅因高田問

題氣囊就共有26批次、174.8萬輛汽車被

召回，占召回總量的13.9%。

具體來看，2018 年全年，除 5 月

份和 9月份沒有因高田氣囊而發生召

回案例，其余十個月均有不同程度的

召回。其中，因高田問題氣囊，2018

年 1月份、2月份、3月份、4月份、6

月份、7月份、8月份、10月份、11月

份、12 月份分別召回缺陷汽車 3.7 萬

輛、37.3 萬輛、4.9 萬輛、65 萬輛、1

萬輛、43.2 萬輛、0.3 萬輛、18萬輛、

1萬輛、0.5萬輛。

車企方面，受高田氣囊問題影響，

奔馳(包含北京奔馳、福建奔馳、奔馳進

口、梅賽德斯-AMG)2018年累計召回15

次。廣汽本田、長安福特、壹汽-豐田、

東風日產、廣汽豐田等車企因高田氣

囊問題也分別召回了 37 萬輛、33 萬

輛、30 萬輛、27 萬輛、18 萬輛缺陷

汽車。

2018年，共有10個自主品牌發布召

回公告，累計召回 117.89 萬輛缺陷車

輛，約占2018年全年乘用車召回總量的

9.4%。值得壹提的是，這也是自主品牌

連續3年召回占比上升，2016年和2017

年自主品牌召回占總量分別為 1.3%和

7.1%。

數據顯示，2018年，僅壹汽集團就

宣布召回26.99萬輛汽車，位於自主品牌

汽車召回數量排名第壹位。受燃油泵零

件問題的影響，廣汽乘用車召回數量排

名第二，共召回26.17萬輛汽車。2018年

3月，長安汽車宣布召回25.21萬輛CS75

汽車，位於2018年自主品牌汽車召回數

量排名的第三位。

而在 2018 年自主品牌的汽車召回

中 ， 約 有 11.14 萬 輛 新 能 源 汽 車 被

召回，涉及北京汽車、江淮汽車、江

南汽車和重慶力帆4家車企，並且4家

車企的召回活動全部是在原質檢總局

的介入後開展的。其中，因制動力真

空泵等原因，北京汽車於 2018 年內 2

次召回共計 69358 輛新能源汽車，位

於自主品牌新能源汽車召回排行榜首

位。

此外，2018 年我國新能源汽車市

場表現良好，同比增長61.7%，但所暴

露出的問題也日益突出。在 2018年全

球未來出行大會上，工業和信息化部

裝備工業司副司長羅俊傑曾表示，

“我國的新能源汽車產業的發展還處

於初級階段，動力電池綜合性能仍需

提升，安全問題不容忽視”。因此，

相關車企在保障新能源汽車質量的同

時，還應積極主動承擔起車輛的相關

售後工作。

上汽通用
品牌中單次召回量及召回總量第壹
2018年全年，我國共發布乘用車相

關召回公告172次。具體到汽車品牌，

2018年內，梅賽德斯-奔馳（中國）發起

的召回次數最多，召回次數為15次，共

召回車輛4.22萬輛；其次是克萊斯勒(中

國)，共發布了9次召回公告，涉及進口

大捷龍、進口牧馬人和大切諾基等6款

車型的18.15萬輛汽車；東風本田和福特

（中國）以發起8次的召回次數緊隨其

後，分別召回缺陷汽車59.65萬輛和3.54

萬輛。

據統計，2018年全年，在品牌單次

召回量排行榜上，僅前十起召回的單次

召回總量就達到745.4萬輛，占全年累計

召回總量的60.1%。品牌單次召回量排

名前三位分別為上汽通用、東風汽車和

壹汽-大眾。

其中，上汽通用在2018年9月29日

發布大規模召回，數量超332.67萬輛。

而此次上汽通用召回的數量，不僅是

2018 年國內全年召回量最多的汽車品

牌，更是自我國開始實行缺陷汽車產

品召回制度14年來，汽車企業就某壹

問題單次召回缺陷車輛數值最多的壹

次。據悉，此次上汽通用的召回活動

是在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啟動缺陷

調查情況下開展的，在收到大量車主

的投訴後，上汽通用才決定采取召回

措施，將為召回範圍內的車輛免費安裝

下控制臂集成式襯套。

由於部分車輛的制動總泵油封表面

潤滑不足，東風日產以68.90萬輛排名單

次召回數量排行榜第二。壹汽-大眾（5

月16日發布的召回）以65.90萬輛排名

單次召回量第三，其召回原因是部分車

輛的輔助冷卻液泵被異物堵塞導致過熱

或者因水汽造成內部電路短路從而引發

零件溶蝕甚至火災。此外，2018年2月，

壹汽-大眾召回全新寶來及蔚領汽車，共

計43.04萬輛，同樣上榜2018年單次召回

量榜單，排名第五。

值得註意的是，上汽通用不僅品

牌單次召回量排名第壹，從全年召回

量品牌排名來看，也是全年召回量品

牌排名第壹位。壹汽-大眾則以 109.01

萬輛位於 2018年全年召回量排名第二

位。東風日產 2018 年共召回 103.65 萬

輛汽車，在全年品牌召回量排行榜中

排名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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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超19日賽果
富力R&F 1：1 東方龍獅
和富大埔 2：2 佳聯元朗
香港飛馬 1：1 夢想FC

港超積分榜港超積分榜
排名 球隊 勝 和 負 積分

1 富力R&F 6 2 2 20

2 東方龍獅 5 4 1 19

3 冠忠南區 5 3 1 18

4 和富大埔 4 5 1 17

5 傑志 4 3 2 15

6 香港飛馬 4 3 3 15

7 佳聯元朗 2 5 3 11

8 理文 1 3 5 6

9 夢想FC 1 3 6 6

10 凱景 0 1 8 1

富力榜首地位危
錯失良機 遭東方逼和失兩分

■■李慧詩以極李慧詩以極
佳狀態奪冠佳狀態奪冠。。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李慧詩摘金 世盃爭先賽保全勝
香港“牛下女車神”李慧

詩在19日進行的場地單車世
界盃新西蘭站的比賽中，表現
出極佳的作戰狀態，在個人強
項爭先賽，以超班姿態力壓群
芳封后，繼法國站及加拿大站
後，今季第三度贏得爭先賽冠
軍。李慧詩 20 日轉戰凱林
賽。

場地單車世界盃賽新西蘭
站一連三天進行。李慧詩18日

夥拍李海恩競逐女子團體競速
賽，名列12。19日再出戰爭先
賽，於資格賽的200米計時賽
踩出10.647秒的佳績，以首名
姿態直入24強；及後在淘汰
賽，先後力挫意大利及兩名東
道主車手。決賽面對22歲烏克
蘭新秀Olena Starikova，李慧
詩同樣未受考驗，直落兩場，
以2：0勝出奪取金牌，於2018
至2019年度世界盃爭先賽保持

全勝。
其他港將，李海恩以

11.110秒完成200米計時賽得
第13名，躋身32強賽淘汰波蘭
對手，惜於24強不敵法國運動
員，無緣晉級。另一女將逄瑤
於全能賽位列第17名；男隊梁
嘉儒夥拍高肇蔚角逐麥迪遜
賽，在落後主車群一圈的情況
下於14隊中排第13名。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東方的徐德帥東方的徐德帥（（左左））傷出傷出
前與對手爭頂前與對手爭頂。。 足總圖片足總圖片

■■元朗基爾頓元朗基爾頓（（右右））為大埔後防為大埔後防
帶來極大威脅帶來極大威脅。。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 攝攝

■■艾華艾華（（左左））及陳偉豪這對前南華隊友及陳偉豪這對前南華隊友1919日日
各為其主各為其主。。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 攝攝

■■李慧詩李慧詩1919日日
第三度贏得世界第三度贏得世界
盃爭先賽金牌盃爭先賽金牌。。

單車會圖片單車會圖片

港超次輪循環賽事19日展開，富力R&F及東
方龍獅會師廣州燕子崗體育場上演榜首大

戰，彼此均不容有失。由於黃梓浩停賽，張健峰
又被外借，作客的東方改以梁振邦客串左後
衛，對主隊本來是好消息，然而全隊之中最
具突破能力的林志堅，卻早在32分鐘受傷
退下火線，令富力R&F側擊能力大幅削
弱。完半場前白鶴第一時間抽射越楣而
去，雙方在首45分鐘只能踢成0：0。

大埔 飛馬被下游球隊追平
換邊後主隊於51分鐘由利安

高射破葉鴻輝大門，率先打破悶
局；東方72分鐘由林嘉緯把握
盧均宜犯錯近射得手成1：1，
為球隊保住1分。兩軍未分高
下，聯賽榜上依然佔據第一、
二名，但冠忠南區只要今周全
取3分，富力及東方名次都會
下滑一級。

19日另外兩場港超也以和
局告終，和富大埔雖有黃威及
哈利建功，以兩球領先上半
場，但換邊後佳聯元朗由王睿
及卡立追成2：2完場，繼首循
環踢成4：4後再次打平。香港
飛馬也未能趁列強失分而追回
失地，夢想FC憑馬高斯50分
鐘建功，抵銷了查維斯37分鐘
開紀錄的入球，以1：1逼和對
手搶得一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

淦）富力R&F 19日未能把握

對手陣容不整的優勢，於廣州

燕子崗主場只能與東方龍獅踢

成1：1，痛失兩分，有可能

失落榜首席位。同日和富大埔

及香港飛馬也在領先下被下游球隊逼和，失去

追趕前列的大好良機。

澳洲網球公開賽19日32
強角逐，多位高排名球手都
順利躋身16強，惟中國金花
王薔和張帥則遺憾無緣晉
級。

“細威”莎蓮娜威廉絲以6：2、6：1輕
取世界排名57的耶斯杜絲卡，21日16強面對
以6：2、6、3擊敗維納斯威廉絲的“一姐”
夏莉普，細威誓為胞姊報仇。有“日本細
威”之稱的網壇新星大坂直美，以5：7、6：
4、6：1反勝後勁不繼的中國台北球手謝淑
薇。

創下個人澳網最佳成績的王薔，以兩盤
3：6負於13號種子拉脫維亞選手施維絲杜
娃，施維絲杜娃會跟大坂直美爭入8強。王

薔出現了33次非受迫失誤，是對手17次的幾
乎一倍；一發和二發得分率也低於對手。將
慶30歲生日的張帥奮戰了2小時55分，以
6：4、4：6和5：7憾負於6號種子、烏克蘭
的施維杜蓮娜。“可能比賽的過程意義遠多
於結果，如果我可以不斷打出這樣的網球，
我還可以不斷突破。”張帥賽後說。

祖高域施華利夫順利晉級
塞爾維亞天王祖高域以6：3、6：4、4：

6及6：0淘汰了加拿大球手沙普華洛夫，16
強會鬥俄羅斯球手米杜捷夫。4號種子德國新
銳阿歷山大施華利夫直落三盤擊敗主場球手
A．保特，下場鬥16號種子加拿大名將拉奧
歷。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夏莉普過關 細威16強代姊復仇

■■祖高域回祖高域回
球球。。 法新社法新社

■■夏莉普慶祝夏莉普慶祝
晉級晉級。。 法新社法新社

德國甲組聯賽經
歇冬期下半賽季當地
18日打響，積分榜賽
前落後榜首多蒙特6

分排名第2的拜仁慕尼黑，在第
18輪首場比賽中作客以3：1戰勝
賀芬咸，中場哥列斯卡上半場個
人梅開二度，表現可圈可點，利
雲度夫斯基亦有一記入波。

賀芬咸上半場毫無還手之
力，射門3：14被全面壓制，下半
場利用一次反擊機會才扳回一
城。拜仁豪取聯賽6連勝，對多蒙
特步步進逼。主帥尼高高華賽後
表示：“我們上半場的表現激動
人心。德甲慢慢又變得緊張有趣
了，我們已經準備好進行追
擊。” ■新華社

跨年繼續贏 拜仁追擊多蒙特

■■哥列斯卡哥列斯卡((中中))的表現的表現
可圈可點可圈可點。。 法新社法新社

美職籃（NBA）
當地18日常規賽，勇
士作客以112：94大勝
洛杉磯快艇，豪取7連
勝。勇士半場結束時僅

領先52：51，到第三節勇士多
點開花，很快將領先優勢擴大
到13分，並笑到最後。

勇士的史提芬居里攻入全

隊最高的28分，因傷缺陣近一
年的中鋒卡辛斯首發復出，也
是去夏加盟後“勇士五星”
（居里、杜蘭特、基利湯遜、
格連、卡辛斯）首次聯手作
戰。卡辛斯以14分、6籃板及3
助攻作結，美中不足是只打了
15分鐘就六犯離場。

■綜合外電

卡辛斯復出 勇士五星聯手拆“艇”

■■卡辛斯卡辛斯““入樽入樽”。”。 美聯社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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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月20日 Sunday, January 20,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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