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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王朝旅遊董事長帶隊
美西、美東、黃石
德州、美国境内游

歐洲/埃及/非洲/坎昆
馬爾代夫等全球旅遊團
代理Viking/Globus遊輪Gate1旅遊 廉价机票

$399機票回上海/台湾/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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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扣高達
25%

6月黃石公園總統巨石7日團$628起
7月加拿大洛基山7日團$728起
9月雙水鄉黃山武夷山雲貴純玩團$2198
10月北歐冰島童話遊輪16日$1999起
日本韓國12日溫泉雪岳山團$1980 (全包價)

太空中心門票$18   

$170 中國簽證

買一送一：台灣 日本 韓國 新/馬/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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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關條件限制。詳細規範、費用與條件請參閱開戶細則或洽各華美銀行分行。Visa為Visa International Service Association的註冊商標。Mastercard為Mastercard International Incorporated的註冊商標。Discover 為Discover Financial Services, Inc. 的註冊商
標。American Express 為American Express 的註冊商標。Apple、Apple Pay 與蘋果圖標為Apple Inc在美國與其他國家的註冊商標。Android、 Chrome、Google Pay、Google Play與Google 圖標為Google LLC. 的註冊商標。

華美中小企業方案

方便快捷的結帳服務

我們為實體及網路商店提供多樣

的收款方式，助您開拓客源、大展

商機。

零售結帳終端服務：

  接受所有主要信用卡

  接受手機移動支付，拓展新客群

  增加收益流

詳情請上網 eastwestbank.com/fast 或致電 888.761.3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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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華文作家協會第十一屆世界華文作家協會第十一屆
會員代表大會會員代表大會 （（下下））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

大會各洲協會分組討論大會各洲協會分組討論，，圖為北美洲華文作家圖為北美洲華文作家
協會分組討論情形協會分組討論情形。。

大會各洲協會分組討論大會各洲協會分組討論，，圖為北美洲華文作家圖為北美洲華文作家
協會分組討論情形協會分組討論情形。。

大會各洲協會分組討論大會各洲協會分組討論，，圖為北美洲華文作家圖為北美洲華文作家
協會分組討論情形協會分組討論情形。。

大會特邀嘉賓文建會處長大會特邀嘉賓文建會處長、、文化部文化部
次長洪孟啟教授談次長洪孟啟教授談 「「文學之美文學之美」」 。。

保和堂特約王少杰教授談保和堂特約王少杰教授談 「「紅樓紅樓
夢養生夢養生」」 學學。。

「「美南華文寫作協會美南華文寫作協會」」 會長秦鴻鈞在會長秦鴻鈞在
大會上介紹美南作協的發展現況大會上介紹美南作協的發展現況。。

美南作協會長演講完畢走下舞台美南作協會長演講完畢走下舞台。。

來自七大洲來自七大洲，，一百七十多位作協會長參加一百七十多位作協會長參加33月月2525
日至日至33月月2828日在台北日在台北 「「沃田酒店沃田酒店」」 舉行的世界華舉行的世界華
文作家協會第十一屆會員代表大會文作家協會第十一屆會員代表大會。。會議主題會議主題：：

「「文學與中華文化在海外的傳播與發展文學與中華文化在海外的傳播與發展」」 。。

籌備會副主任委員李東昇籌備會副主任委員李東昇（（在台上在台上））介紹大會秘介紹大會秘
書長書長，，著名作家符兆祥著名作家符兆祥（（台下坐者右三台下坐者右三）。）。

休城社區

（（本報訊本報訊））在五十二屆休斯頓國際電影節在五十二屆休斯頓國際電影節
開幕式暨紅地毯走秀的熱烈現場開幕式暨紅地毯走秀的熱烈現場，，著名中美藝著名中美藝
術家接受幾十家媒體記者的採訪術家接受幾十家媒體記者的採訪，，他們傾訴了他們傾訴了
對電影的追求和夢想對電影的追求和夢想，，為創建為創建6060年推出獎勵大年推出獎勵大
量的獨立導演走向世界量的獨立導演走向世界，，走出斯皮爾伯格走出斯皮爾伯格、、喬喬
治治··盧卡斯盧卡斯、、李安導演等電影巨匠……來自北李安導演等電影巨匠……來自北
京的楊步亭會長京的楊步亭會長、、著名導演李前寬著名導演李前寬、、肖桂雲肖桂雲、、
馳名演員周潔等向亨特主席馳名演員周潔等向亨特主席、、張玲執行主席及張玲執行主席及
陣容強大組委會致敬陣容強大組委會致敬！！著名及亞洲的老中青三著名及亞洲的老中青三
代電影電視工作者向休斯頓執著的觀眾與讚助代電影電視工作者向休斯頓執著的觀眾與讚助
商商、、僑領僑領、、義工深表謝意義工深表謝意！！大會藝術總監凱瑟大會藝術總監凱瑟
琳女士琳女士、、副主席王學新導演副主席王學新導演、、查忠樺查忠樺、、張愛華張愛華
、、李博昊李博昊、、劉濤劉濤、、向能向能、、劉毅劉毅、、青年攝影李永青年攝影李永

傑傑、、、、紛紛表示本次電影節富有創新精神紛紛表示本次電影節富有創新精神，，
《《百聞不如一見百聞不如一見》》的電影嘉年華更觀眾們送來的電影嘉年華更觀眾們送來
經典影片經典影片，，推出富有人文精神的新作品推出富有人文精神的新作品，，為推為推
動各國人民之間的友誼動各國人民之間的友誼、、為廣大青少年的成長為廣大青少年的成長
起到深遠的影響……在反映第一部影片起到深遠的影響……在反映第一部影片《《星海星海
》》後全場觀眾只是熱烈後全場觀眾只是熱烈，，大家熱淚盈眶圍在李大家熱淚盈眶圍在李
前寬前寬、、肖桂雲導演身邊祝賀肖桂雲導演身邊祝賀、、感慨感慨！！史詩般的史詩般的
影片難以忘懷影片難以忘懷，，感人藝術形象鐫刻在心中感人藝術形象鐫刻在心中！！在在
威斯汀酒店大廳里中外電影在迷人的樂隊演唱威斯汀酒店大廳里中外電影在迷人的樂隊演唱
、、滔滔不絕的交談展望滔滔不絕的交談展望、、美酒佳餚和嫵媚動感美酒佳餚和嫵媚動感
舞蹈中舞蹈中，，等待明天到來著名電影明星和製片人等待明天到來著名電影明星和製片人
劉曉慶劉曉慶、、盧燕盧燕、、張紀中……慶祝五十二屆休斯張紀中……慶祝五十二屆休斯
頓國際電影節開幕式成功舉行頓國際電影節開幕式成功舉行。。

第五十二屆休士頓國際電影節第五十二屆休士頓國際電影節
開幕式暨紅地毯走秀開幕式暨紅地毯走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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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本報訊】】兩千多年來兩千多年來，，靈芝在中靈芝在中
國醫學一直佔有崇高地位國醫學一直佔有崇高地位，，也是最吉祥也是最吉祥
珍貴的調理滋補類藥材珍貴的調理滋補類藥材。。在中國古代有在中國古代有
神農嘗百草的傳說神農嘗百草的傳說，《，《神農本草經神農本草經》、》、
《《神農四經神農四經》》把靈芝奉為把靈芝奉為 『『仙草仙草』』 ，，有有
道道 『『久食輕身不老久食輕身不老、、延年神仙延年神仙』』 。。 『『許許
氏日本靈氏日本靈のの芝芝』』 在美上市在美上市1515年以來年以來，，
因其品質卓越作用顯著因其品質卓越作用顯著，，一直受到廣大一直受到廣大
消費群眾的肯定與歡迎消費群眾的肯定與歡迎，，實為返鄉實為返鄉、、孝孝
親親、、健康好禮健康好禮、、自用的首選自用的首選。。

今天今天，，許氏參業集團副總裁郭振益許氏參業集團副總裁郭振益
先生攜同日本長野靈芝農業生產組合處先生攜同日本長野靈芝農業生產組合處
長加藤千貴先生長加藤千貴先生，，及日本長野靈芝菌種及日本長野靈芝菌種
保有人藤澤祐子女士保有人藤澤祐子女士，，帶您認識帶您認識 『『許氏許氏
日本靈日本靈のの芝芝』』 的獨特之處的獨特之處--------優質原料優質原料
！！

日本日本〈〈長野一號長野一號〉〉特殊菌種特殊菌種
『『許氏日本靈許氏日本靈のの芝芝』』 是全美最先採是全美最先採

用用 DNADNA基因鑑定技術研製的靈芝產品基因鑑定技術研製的靈芝產品
。。日本日本〈〈長野一號長野一號〉〉特殊菌種特殊菌種，，經台灣經台灣

大學大學DNADNA基因鑑定基因鑑定，，此菌種穩定此菌種穩定，，無無
變異變異，，可生長出菌傘大可生長出菌傘大、、厚身厚身、、特殊香特殊香
味的靈芝味的靈芝，，高多醣高多醣，，高三萜高三萜。。利用該尖利用該尖
端分析技術能確保端分析技術能確保 『『許氏日本靈許氏日本靈のの芝芝』』
的原料百分百無誤的原料百分百無誤，，使產品質素更加穩使產品質素更加穩
定定、、更有保證更有保證，，亦是靈芝產品科學化的亦是靈芝產品科學化的
一項重大突破一項重大突破。。

專業栽培專業栽培
日本長野靈芝專業有機栽培日本長野靈芝專業有機栽培，，使用使用

全大椴木仿野生栽培方式全大椴木仿野生栽培方式，，引流高山雪引流高山雪
融之水用於灌溉融之水用於灌溉，，濾水裝置濾水裝置、、自動噴水自動噴水
器器、、空氣簾幕空氣簾幕、、中央排水系統中央排水系統，，讓現代讓現代
化菇寮的溫度化菇寮的溫度、、溼度溼度、、氧氣氧氣、、光線量控光線量控
制自動化制自動化。。這樣可生長出菌蕈有重量感這樣可生長出菌蕈有重量感
，，菌傘大菌傘大、、厚身厚身，，菌傘上充分附著著可菌傘上充分附著著可
可般狀孢子可般狀孢子，，高多醣高多醣、、高三萜高三萜，，無雜菌無雜菌
，，無污染無污染，，無農殘無農殘，，無重金屬之珍貴靈無重金屬之珍貴靈
芝芝。。

『『許氏日本靈許氏日本靈のの芝芝』』 上市上市1515週年週年
是發展重要的里程碑是發展重要的里程碑，，也是邁向新紀元也是邁向新紀元

的轉捩點的轉捩點，，許氏認真檢驗過去許氏認真檢驗過去、、展望未展望未
來來，，將秉持一貫的宗旨與使命將秉持一貫的宗旨與使命，，繼續守繼續守
護健康護健康！！為此為此，，許氏將於近期開始特別許氏將於近期開始特別
推出促銷優惠推出促銷優惠--------買兩大盒買兩大盒 『『許氏日本許氏日本

靈靈のの芝芝』』 送一送一 『『整朵靈芝整朵靈芝』』 （（小小），），每每
一朵贈送的靈芝都標有唯一的特定編號一朵贈送的靈芝都標有唯一的特定編號
，，十分珍貴十分珍貴！！送完為止送完為止。。關於更多產品關於更多產品
的相關訊息的相關訊息，，請上網請上網www.hsuginseng.www.hsuginseng.

comcom 查 詢 或 諮 詢 訂 購 專 線查 詢 或 諮 詢 訂 購 專 線
11--800800--826826--15771577，，或至各大中醫參茸或至各大中醫參茸
藥行購買藥行購買。。

天后廟熱烈慶祝觀世音菩薩天后廟熱烈慶祝觀世音菩薩
及九天玄女寶旦及九天玄女寶旦

德州天后廟會長翁作華德州天后廟會長翁作華、、理事長周滿洪理事長周滿洪、、副會副會
長楊贊榮長楊贊榮、、元老雲偉嘉元老雲偉嘉、、楊桂松楊桂松、、監事長賴文監事長賴文
海海、、副理事長陳作堅向觀世音菩薩寶旦上香副理事長陳作堅向觀世音菩薩寶旦上香

德州天后廟會長翁作華德州天后廟會長翁作華、、理事長周滿洪理事長周滿洪、、副會副會
長楊贊榮長楊贊榮、、元老雲偉嘉元老雲偉嘉、、楊桂松楊桂松、、監事長賴文監事長賴文
海海、、副理事長陳作堅向觀世音菩薩寶旦祈福副理事長陳作堅向觀世音菩薩寶旦祈福

菩薩柳枝灑甘露菩薩柳枝灑甘露、、普渡世上有福人普渡世上有福人、、農曆二月農曆二月
十九日為觀世音菩薩及九天玄女娘娘寶旦十九日為觀世音菩薩及九天玄女娘娘寶旦、、德德

州天后廟舉行慶祝大典州天后廟舉行慶祝大典

德州天后廟會長翁作華分壽桃並與理事長周滿洪夫婦德州天后廟會長翁作華分壽桃並與理事長周滿洪夫婦、、副會副會
長楊贊榮長楊贊榮、、元老雲偉嘉元老雲偉嘉、、楊桂松夫婦楊桂松夫婦、、副理事長陳作堅分享副理事長陳作堅分享

德州天后廟會長翁作華德州天后廟會長翁作華、、理事長周滿洪理事長周滿洪、、副會副會
長楊贊榮長楊贊榮、、元老雲偉嘉等元老雲偉嘉等、、馬小卿堂主及經生馬小卿堂主及經生

班向天后娘娘上香班向天后娘娘上香

德州天后廟會長翁作華德州天后廟會長翁作華、、理事長周滿洪理事長周滿洪、、副會副會
長楊贊榮長楊贊榮、、元老雲偉等向天后娘娘上香元老雲偉等向天后娘娘上香

德州天后廟會長翁作華德州天后廟會長翁作華、、理事長周滿洪理事長周滿洪、、副會副會
長楊贊榮長楊贊榮、、元老雲偉嘉元老雲偉嘉、、馬小卿堂主及經生班馬小卿堂主及經生班

向天后娘娘祈福向天后娘娘祈福

德州天后廟會長翁作華德州天后廟會長翁作華、、理事長周滿洪理事長周滿洪、、副會副會
長楊贊榮長楊贊榮、、元老雲偉嘉元老雲偉嘉、、楊桂松楊桂松、、監事長賴文監事長賴文

海海33月月2424日九天玄女娘娘寶旦法會上香日九天玄女娘娘寶旦法會上香

德州天后廟會長翁作華德州天后廟會長翁作華、、理事長周滿洪理事長周滿洪、、副會副會
長楊贊榮長楊贊榮、、元老雲偉嘉元老雲偉嘉、、楊桂松楊桂松、、監事長賴文監事長賴文

海向九天玄女祈福海向九天玄女祈福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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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韋霓休斯頓報導) 常言道:
「有土斯有財」，中國人是喜歡有房地

產的民族，藉由土地來累積財富，無論
是買房自住或是投資，若是能找到好的
地產經紀人，不僅事半功倍，更省時、
省心，甚至因為捉住機會而致富。休斯
頓PMI JE Realty Group的總裁Jerry Yan
便是一位難得的好人選，他年輕、積極
、用心，對客戶就像是自己要買賣房子
一樣認真，並且懂得用最新的科技，加
上公司有完善的系統，使他在競爭激烈
的地產界脫穎而出，讓事業如海闊天空
般的發展開來。

Jerry Yan表示，作為新一代的地產

經紀人要有不同於過往的新思維，能夠
善用新科技與網路資源，提升格局，為
客戶提供最新的資訊、服務、與相關的
地產知識，讓買賣房屋雙方或投資人輕
鬆又如意。

PMI JE Realty Group致勝法寶
Property Management Inc. 是 美 國

500強的公司，住宅買賣、投資、商業
地產、管理、Airbnb等都做，以一條龍
服務而著稱。即使房東人不在美國，也
幫你把事情處理得妥妥貼貼。例如：跨
國投資人雖然人不在美國，依然可以放
心投資，PMI可以幫忙管理房屋、買賣
，系統非常強大且完善。

說到系統，可說是PMI的致勝法寶

，PMI在德州管理4000多套房屋，無論
是房客交房租、或是公司匯款給房東，
都由系統來完成，每月匯給房東固定的
報表。房東不需要操心瑣事，只管收錢
就行了。

同時，PMI公司有專門修理房屋的
團隊，如果房子發生任何問題的話，都
有專門的團隊幫忙修理，房東可高枕無
憂。可以說，所有雜的項目都是PMI來
管理。另外，PMI對於房東們還有額外
的服務，在年底的時候會幫房東節省，
也是吸引投資人的一個亮點。

PMI有自己發展完善的平台，也會
在不同的媒體網站上做宣傳，能以最快
的速度把房子租出去，主要就是因為公
司宣傳力度高、效果好，得到許多屋主
的青睞。

Airbnb短期出租民宿
Airbnb是提供短期出租民宿的服務

，讓旅行者或需要的人預訂世界各地的
不同房源，自2008年創立以來，發展的
紅紅火火，在國際間不斷壯大。這也是
PMI的服務項目之一。如果有人有多的
房子，卻沒有租出去，可以考慮做短期
的Airbnb，是種短期的投資。

Airbnb房屋大小沒有特別要求，其
資格是房子要有傢俱，房東不需要操心
清潔跟打掃的部分，PMI有專人會來負
責。PMI公司會負責找租客、行銷、提
醒什麼時候有人搬進搬出。若有興趣者
歡迎聯繫。

PMI 公司有很好的平台做行銷，
Airbnb就像短期的民宿一樣，無論是一
週、三天、六個月都有，一般來說和地
理位置有關。地點好的入住率是100%，
即使位置普通的也有50%的入住率。而
所謂的地點好，就是像學校的附近、

Downtown、Uptown、Medical center、
大學附近、或者是機場附近，這些都是
屬於好的地點

競爭優勢: 系統完善、資源豐富
Jerry表示，做房屋經紀數年以來，

覺得是非常棒的經驗，和客戶之間有很
好的交流，就像是多了許多朋友一樣，
很開心。公司有非常多的投資機會，可
以跟客戶分享，能分享給更多人，才能
協助他們實現有自己地產的夢想。

在地產界，其實競爭非常大，但是
PMI有很多的優勢。首先，公司有完善
的系統，發生任何問題有專門的團隊可
以來解決。其次，公司資訊豐富，每年
都有培訓，不斷提升專業知識，讓經紀
人了解如何解決各方所面臨的挑戰。同
時，作為新一代的地產經紀人，在科技
上有更多的優勢，知道如何掌握最新趨
勢與科技，工具更多、更好，在行銷方

面來得更得心應手，打破傳統買賣房屋
的方式，創造休斯頓地產更新的一步。

脫穎而出之處
是什麼讓Jerry Yan這麼與眾不同？

年紀輕輕就身居總裁，不斷地開拓事業
。除了找對公司，運用強而有力的支持
系統外，更重要的是他有堅強的個人背
景經驗。

Jerry 在 美 國 大 學 畢 業 後 ， 在 念
MBA 研究生之時，同時也上了美國軍
校。他在兩年之內，同時拿到兩個文憑
。一方面學習 MBA 的商業知識，同時
在軍校中接受諸多的磨練和作為領軍人
物的培訓。他回顧那段難忘的日子，與
雄赳赳、氣昂昂的美國陸軍同袍互動，
學到非常多寶貴的經驗，同時身體也更
健康，心理素質更強，包括誠信、尊重
、領導能力、與管理能力都在那時受到
很好的鍛鍊。Jerry在軍隊裡面要管理好

幾百人，這個經驗讓他日後在管理房屋
方面也有很大的助益。

美國首位非裔國務卿柯林．鮑威爾
曾說： 「成功沒有秘密，而是準備、努
力工作、和從失敗中學習的結果。
(There are no secrets to success. It is the
result of preparation, hard work, and
learning from failure.) 」這也是Jerry的座
右銘，從中可以看出他踏實苦幹的精神
。

過戶即送阿拉斯加雙人遊
PMI公司目前正推出吸睛好禮，過

戶即送阿拉斯加雙人遊，或是去夏威夷
也可以，近期要買房子的朋友是否心動
了。PMI以系統科學管理，高效率的為
客戶經營、創造財富，詳情可洽 Jerry
Yan: 832-368-1654。Email: info@pmi-
jerealty.com。

新一代地產經紀人新一代地產經紀人Jerry YanJerry Yan
新思維大格局新思維大格局 善用新科技善用新科技

PMIPMI是美國是美國500500強的公司強的公司，，住宅買賣住宅買賣
、、投資投資、、商業地產商業地產、、管理管理、、AirbnbAirbnb等等

都做都做，，以一條龍服務而著稱以一條龍服務而著稱

JerryJerry在軍隊裡面要管理數百人在軍隊裡面要管理數百人，，領導領導
能力與管理能力都受到很好的鍛鍊能力與管理能力都受到很好的鍛鍊

Jerry YanJerry Yan以新思維開展地產事業以新思維開展地產事業

在在PMIPMI過戶就可以遊阿拉斯加過戶就可以遊阿拉斯加

若有多的房子卻沒租出去若有多的房子卻沒租出去，，可考慮可考慮
做短期的做短期的AirbnbAirbnb，，是種短期的投資是種短期的投資

PMIPMI培訓培訓，，不斷提升專業知識不斷提升專業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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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XIN LU, M.D.

Board Certified by ABIM; Affiliated wlth Memorial
Hermann Southwest Hospital 美國內科專業證書

糖尿病、高血壓、高膽固醇、心肺、胃腸、肝臟、過敏、咽喉炎、鼻炎、皮膚、
甲狀腺及風濕等疾病。現有NB-UVB機，特效治療皮膚頑症(牛皮癬/濕疹/神經
性皮炎/蕁麻疹/白癜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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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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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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月 香 港
政 府 揚 言
「為 了 彰

顯公義、避免香港成為逃犯的避風港」，故此不像過
往先例，向香港市民提供資訊期，即時修訂《逃犯條
例》，倡以單次個案式，將疑犯移交至中國澳門及台
灣。當中包涵的37項可移交罪行，雖然未見直接與
香港新聞界報道有關，但大多數香港資深新聞從業員
，包括報刊雜誌及電視台電台從業人員，咸指當中危
機處處，傳媒或因會報導及揭露中共醜聞，則會被今
次修例，被內地 「借啲意」羅織罪名，繼而移交上內
地，一經當地法院 「審判」，便會瑯璫入獄，情況十
分嚴峻！為此，歷年教育無數新聞從業員的浸大新聞
系前助理教授杜耀明表明，3 月31 號， 他跟萬多名
反對《逃犯條例》的市民上街示威，抗議香港傳媒容
易被 「砌生豬肉的修例」，會令香港社會瀰漫白色恐
怖。

杜耀明進步指出： 是次修例最關鍵問題是打開
了中港之間可移交逃犯的缺口，指內地司法並不獨立
，不可能有公平審訊， 「由大陸申請要求移交（逃犯
），到真的拉上去審訊、判決等，都不見會公道」。

對於作為第四權力的傳媒來說，杜耀明指出，修
例的影響在於內地從來分不清 「言論」和 「行動」，
以為 「講咗可能等如做咗」，例如港人視為屬言論範
疇的事，內地可能當成行動，導致 「報道、評論 『港
獨』對內地嚟講都視為直接罪行」，甚至記者的報道
或評論，都可被當成協助構成罪行，令內地可能藉此
要求移交逃犯。

杜耀明擔心，這情況終會造成香港傳媒自我審查
，或者人人化身為 「蒙面大俠」，發表意見時不願具
名，加上內地寧枉毋縱的思維下，不排除變成白色恐

怖的社會。今次修例對社會做成 「好大嘅破口」，可
是港府從沒解釋在內地法制不健全、司法不獨立下，
「點解確保到審訊公平？點樣放心將香港嘅人引渡番

大陸呢？」
港府為解除中港不能引渡逃犯的限制，辯稱香港

法院可把關，並剔除九類商業罪行以換取商界支持。
但律政司前高級助理刑事檢控專員、現私人執業的資
深大律師白孝華，逐一反駁政府論點，批評今次修例
是 「奇怪」及 「無意義」，擔心修例後，疑犯會被移
交到法制落後的地方，對權利和自由或毫無保障。前
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和佔中三子亦對修例會損害香港
人權，為此感到擔心，呼籲港人上街反對 「送中條例
」，向法說不！

現時私人執業的資深大律師白孝華（Michael
Blanchflower），1986至2002年在律政司工作，專責
引渡、司法互助等問題。他回覆有關修例查詢時表示
，修例的影響在於容許當局把在港的人，移交到大陸
內任何一個地方，而該地的法制、奉行的價值和原則
,可以跟香港完全不同，對權利和自由更可能毫無保
障。港府自從2月拋出修例建議以來，經常以 「香港
尚有法院把關」叫市民安心，但白孝華則解釋，法院
只能判斷申請移交個案有否按條例進行，而無權質疑
特首發出證明書的決定。

回頭再看該修例建議出台後，香港商界大表憂慮
，結果港府在草案中，立刻剔除其中九類商業罪行。
白孝華形容今次港府做法 「很奇怪」，因為這些被剔
除的罪行，可以很嚴重，他舉例解釋，一個人可以違
反證券條例和盜竊，即使有關證券的罪行被剔除，要
求移交一方面，仍然可以用另一罪行提出移交，反映
港府剔除九類罪行的做法，並非有意義的保障。

港府試圖以提高引渡門檻，由只處理可判監一年

的罪行上調至可判監逾三年的罪行，游說外界接受修
例。不過白孝華指出，這門檻仍然 「非常低」，因為
除了最輕微的違法行為外，幾乎無所不包，換言之這
門檻，根本沒有意義。

民陣和民主派立法會議員3 月31 號下午發起遊
行，反對修例。日前訪美、並曾與美國副總統彭斯等
官員會面的香港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表示，今次港
府修例引起本地及國際社會很大關注，而市民還有不
少疑問未解，港府卻匆匆把草案刊憲，志在必行，令
人感到擔憂。陳太強調這次修例影響深遠，商界發出
強烈聲音後，政府願意讓步，質疑政府為何不聽取其
他市民的意見，她呼籲港人必須遊行發聲： 「我覺得
市民應該行出來，表達你們的憂慮。」

即將面對佔領案件判決的佔中三子也就修例表態
。陳健民稱，台灣已表明不接受港府這次修例，港府
仍然強推，其 「司馬昭之心」相當明顯。陳再指出，
過去有內地民間團體遭內地當局打壓時，內地未必用
上顛覆罪，而是羅織其他罪名，所以港人不能掉以輕
心。

戴耀廷也質疑當局修例的真正用意，並非解決台
灣命案，而是針對政治事件，修訂對香港法治影響深
遠，呼籲公眾上街。朱耀明則稱，港府就因應有錢人
的憂慮而剔除九類商業罪行， 「證明條法律已經並非
平等」。

我本人看近年來香港政府的處事手法，特首林鄭
月娥對即使有萬多人冒雨上街反對修訂《移交逃犯條
例》的回應，仍然是不會撤回建議，她的理由是要履
行公義，按建議安排移交涉嫌犯謀殺罪的逃犯往台灣
受審。此外，她稱修例不是為內地度身訂造，而是一
視同仁，填補法律漏洞。

有關台灣個案，我曾在港澳的報章上已說了多次
，香港政府其實可以在徵得中央政府同意後，與台灣
達成只適用於該案的移交逃犯協議。但林鄭月娥卻以
填補法律漏洞為名，完全不理會台灣反對，堅持修例
，而且範圍還包括大陸內地，豈能不令港人懷疑此舉

：是政治 措施而多過彰顯公義？
修例的條文，當然不能說是為內地度身訂造。但

實際上，令不少港人(包括港商)極度恐懼的是： 他日
他們在內地經商時，也許偶爾會跟當地人仕發生口角
爭吵，那就會被移交返內地受審的可能性。香港政府
對此心知肚明，否則近日它毋須為了取得香港商界議
員支持，火速把9項與商業有關的罪行，在條例內剔
除。林鄭月娥 「一視同仁」的說法，只是自欺欺人。

林鄭聲稱，這次修例完全是由特區政府決定，不
是中央指示。假如此話當真，讓我指出，今次修例其
實嚴重損害國家利益。第一，中央按一國兩制政策尊
重兩制差異，不是承認港制優而中制劣，只是接受兩
地情況不同，各取所需而已。現在一向表演愛國的港
商出於恐懼，不斷 「唱衰」內地司法制度，而政府官
員為了推銷修例，也 「唱衰」香港是逃犯天堂。這等
行為實在有損國家尊嚴和香港聲譽。

第二，商界食髓知味，要求政府連貪污罪行也剔
除，以及修例不能有追溯效力。首先，剔除貪污罪是
跟國家反貪腐政策唱對台戲。其次，假如修例通過前
在內地犯案可以不追究，豈不是在港的內地貪官都可
以逍遙法外？不過，假如政府不接受商界的建議，有
哪個港商可以說從沒有在內地送過禮或提供過各種符
合內地潛規則的好處？其實無論政府如何再修正條例
草案，港商的頭上始終會有一把隨時可以跌下來的利
刀。令港商和外商心存惶恐，符合國家鼓勵投資內地
的政策嗎？

第三，國家對港政策包括促進社會和諧。今次修
例，市民看到政府順應商意，不理民情。這個政府一
手造成的矛盾，在立法過程中會繼續撕裂社會，激發
街頭抗議。這個情況不利香港管治 ，也打擊國家鼓
勵港人愛國愛港的政策。

既然修例會導致上述損害國家利益的後果，自作
主張修例的林鄭是否需要請示中央才作決定？因此本
人認為： 今次港府強推移交逃犯安排，實在是損害
國家利益，為中國聲譽 「倒米」！

生活在美國，每年只要夏令改鐘時間一到，不需多久
，便到了中國四大傳統的清明時節矣。今年清明節是
4 月5 號星期五，港澳友人知我有專欄文章分別在週
五及周日的休市及港澳報章上刋登。今次提早隔洋向
我挑戰： 大家分別為清明撰寫一首詩，以作紀念。

王國釗仁兄先行一着，有詩如下：
清明時節野花開，燭影香煙繞墓臺。
山徑崎嶇人不斷，賢孫孝子踏青來。

好句，勾勒出香港市民上山掃墓的熱情景像。
來而不往非禮也。我亦寫詩回敬：

縷縷輕煙繞山邊 孝子賢孫不斷源
時移世易今勝昔 一注清香念先賢
好了，今天開場白到此為止。
世界各地都有不同的思親節日，我們每到清明節

就會有大批孝子賢孫各自表達一番。自從父母先後離
去，筆者對清明節的感觸日深。以前有所謂 「清明時
節雨紛紛」，近年卻不見得真的每逢清明就必定下雨
，今年不但無雨，更是太陽高掛，其實這也無妨，天
晴正好方便大家戶外的拜山行動。因為依舊例，拜山
之後，還要就近斬燒豬咬蔗，熱鬧聚餐一番呢；若果
下起大雨的話，就真是變成 「落湯雞」行山了。

有人說過：思親不在於儀式，重點在心。說的沒
錯，你喜歡在家靜思亦是一件很好的事，但也不必妨
礙別人進行其他的思親行動。又有人拉上環保的問題
，則略嫌扯得有點遠。如果每年只是一兩次，輕輕巧
巧的行為，應該比不上日日如是的汽車尾氣問題大，

故此尚可接受。但若是大規模式的燒紙焚香燭，並影
響了他人，相信先輩們也不樂見。隨著時代的轉變，
部分的習俗也應該有所改進了。

話說回來，清明除了思親之外，也可以靜下來，
想想自己的所作所為，是否先輩們所樂見的。相信這
亦算是有少許意義吧？

一年二十四節氣中，清明最富有詩情畫意。柳綠
花紅，是它亮麗的外衣；楊柳春風，是它飄動的風采
；柳風柳俗，則是它豐富的內涵。這些有趣的風俗，
把清明裝扮得更加絢麗多姿，也更加富有魅力。

作為一個重要的傳統節日，遠古時代，清明習俗
豐富多彩，其中插柳、戴柳的柳俗不但流傳廣泛，而
且歷史久遠。據說此俗源自紀念 「教民稼穡」的神農
氏，從魏晉南北朝至唐代，逐漸形成，歷代不衰，有
的至今還在一些地區流行。

插柳有多種形式，最常見的是把柳枝插在門楣上
。據宋呂原明《歲時雜記》載： 「今人寒食節，家家
折柳插門上，唯江淮之間尤勝，無一家不插者。」大
戶人家還將燕子狀的節日食品，串在柳條上，插於門
楣，稱為 「子推燕」。還有的在清明節這天，把柳枝
插在屋簷上或馬車篷上，使得到處柳絲招展，綠意飄
飄。清代文人顧祿的《清嘉錄》中有詩讚美說︰

新火才從竹屋分，綠煙吹作雨紛紛。

柳枝最是無情物，也逐春風上鬢雲。
清代詩人楊韞華在《山塘棹歌．插柳條》中寫道︰

清明一霎又今朝，聽得沿街賣柳條。
相約比鄰諸姊妹，一枝斜插綠雲翹。
清明的另一深受人們喜愛的習俗是盪鞦韆。而盪

鞦韆的佳趣，也常與楊柳相伴。
據說鞦韆為春秋時北方山戎族所創，齊桓公北征

時才將這種遊戲帶回中原，以後慢慢演化為兩根繩索
繫踏板的形式，至漢武帝時已經成為宮中慶壽的娛樂
活動。到唐代，鞦韆已從宮廷走向民間，清明盪鞦韆
的習俗也在民間廣泛流行。這方面的詠誦詩詞已有很
多，但寫得最為傳神的，要數唐代詩人韋莊。他在
《丙辰年鄜州遇寒食城外醉吟五首》中寫道：

滿街楊柳綠絲煙，畫出清明二月天。
好是隔簾花樹動，女郎撩亂送鞦韆。
清代詩人王蘋在《寒食一首》中寫道：
東風無數日初斜，滿目春田綠鵲華。
破屋半間飛燕子，荒村幾樹放桃花。
酒渾社後風光在，客少吟邊興會差。
只有今年作寒食，柳條折盡不思家。
清代詩人董元度在《濟南雜詩》中所寫：
濟南春好愛新晴，樓外鞦韆柳外鶯。
彷彿江南金粉地，穿街只少賣花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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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酪的天堂奶酪的天堂 荷蘭最古老奶酪市場迎來首個交易日荷蘭最古老奶酪市場迎來首個交易日

荷蘭阿爾克馬爾奶酪市場迎來今年首個交易日荷蘭阿爾克馬爾奶酪市場迎來今年首個交易日。。 阿爾克馬爾奶酪阿爾克馬爾奶酪
市場是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奶酪市場市場是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奶酪市場，，也是荷蘭保留下來的最古老的奶酪也是荷蘭保留下來的最古老的奶酪
交易方式交易方式。。

馬來西亞熱氣球嘉年華吸睛馬來西亞熱氣球嘉年華吸睛

兩年壹度的馬來西亞普特拉賈亞國際熱氣球嘉兩年壹度的馬來西亞普特拉賈亞國際熱氣球嘉
年華落幕年華落幕。。本次嘉年華共吸引來自本次嘉年華共吸引來自1414個國家和地個國家和地
區的區的2020個熱氣球參展個熱氣球參展。。圖為來自斯洛伐克的小醜圖為來自斯洛伐克的小醜
熱氣球尤其吸睛熱氣球尤其吸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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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制造連接工廠與未來

今年的漢諾威工業博覽會展館內，

壹眾專業人士身影中不時也會看到壹些

小孩饒有興致地跟著父母來參觀展商推

出的各類機器人產品。這些孩子眼中的

巨型“玩具”正是未來工廠中的重要組

成部分，如今的各種技術概念很可能會

成為他們長大後的人類生產方式。

未來工廠
全球領先的傳動與控制技術供應商

之壹德國博世力士樂如此描述未來工廠

的場景：墻壁、地板、天花板是固定的

，其他物品都是可移動的。生產線將模

塊化組件和各種加工設備移動並重組為

新的生產線，以滿足新的生產目的。它

們將通過5G(第五代移動通信技術)網絡

與其他機器和流程設備進行無線通信，

並通過感應式充電系統從地板充電。

實現這個願景還要應對不少技術挑

戰。在這屆工博會上，許多廠商現場展

示的智能制造方案提供了初步思路。比

如在壹些德國廠商的展臺上，搬運機器

人將零部件準確地從貨架上搬下來，然

後配送到裝備機器人的工作站臺上，機

械臂快速抓取零部件並開始裝配，整個

過程基本無需人工幹涉就能快速完成。

隨著5G技術的逐漸成熟，機器與機

器之間更容易實現高效交互。比起讓機

器人單獨發揮作用，這種機器間的協作

可以完成更多復雜任務，讓自動化提升

壹個臺階。5G、人工智能、雲計算等技

術的應用將使未來的生產場景改造更加

深入。

漢諾威工博會負責人約亨· 科克勒

說：“我們現在處於機器學習的時期，

機器開始了解工業生產的日常。未來生

產將變得更加自動化，人工智能給我們

提供了基於數據做出生產決定的可能

性。未來工業的趨勢是國際化和數字

化，其中數字化就是基於數據和連

接，讓生產變得更加靈活。”

應用場景
要實現工業4.0，塑造未來工廠，只

有完全自動化壹條路嗎？

“我認為這還要取決於應用的場

景。在壹些場景中，我們可以使用全自

動的解決方案，但在許多其他場景中，

完全自動化不但過程復雜、成本高昂，

且最終仍離不開人類的靈活性……我的

看法是工業4.0與人本身有很大的關聯。

”德國弗勞恩霍夫機床和成型技術研究

所機器人技術部門負責人穆罕默德· 巴迪

韋告訴記者。

這個場景或許能更好地解釋巴迪韋

的觀點：技術工人移動手臂，汽車生產

線上的大型機械臂也隨之將大型的車身

部件上下移動到壹個更合適的角度進行

焊接，簡單的手勢就能讓復雜的機器人

靈活完成任務——這是巴迪韋所在部門

開發的人機交互系統。

通過影像傳感器、智能算法等技

術，人與機器可以在生產車間實現更

高效的合作。機器與人並非是競爭關

系，而是讓機器學會理解人的意圖，並

在人的指導下完成更多復雜的任務。巴

迪韋說：“人機交互並不是壹個新概

念，其主要挑戰是如何開發出適合工業

生產應用的技術解決方案。”

據巴迪韋介紹，他們正與德國大眾

汽車公司合作，嘗試將這壹系統應用到

這家公司的汽車生產線上。

就業影響
普華永道此前發布的壹份分析報告

說，人工智能、機器人技術以及其他形

式的智能自動化技術有潛力帶來更大的

經濟效益，這部分新增的財富會產生許

多新的工作崗位需求，但同時也讓不少

人擔憂現有的工作崗位會在自動化浪潮

中消失。

這份報告預測，到本世紀30年代

中期，多達 30%的工作都可以實現自

動化。報告認為，不僅是制造業，短

期內金融服務行業受到的影響可能更

大，因為算法可以帶來更高效的分析

和評估；長期來看，隨著自動駕駛車

輛的發展，運輸行業受到的沖擊也會

很明顯。

工人們在自動化面前就真得沒機會

了嗎？報告認為，這種沖擊在短時間內

對工人的影響有限。但隨著時間推移，

那些教育水平較低的工人預計在自動化

浪潮面前就會顯得更脆弱，工作被這類

新技術取代的可能性較大。

不過，報告並沒有給出壹個悲觀的

前景，而是建議各國政府和商業機構合

作，幫助更多人提升技能和知識水平，

以便適應未來的自動化浪潮，最終讓更

多的人能夠從事人工智能和機器人技術

催生的新技術工作。

全球經濟再遇“逆風”
多個國際組織下調今年增長預期

綜合報導 在復蘇道路上跌跌撞撞的全球經濟

再度遭遇“逆風”。隨著各種不確定性有增無減，

近期多個國際組織下調今年全球或部分區域經濟增

長預期。

亞太地區是近年來全世界最具經濟活力的

地區。但亞洲開發銀行當地時間3日在馬尼拉發布

《2019年亞洲發展展望》報告表示，受全球需求放

緩等因素影響，今明兩年亞太地區發展中經濟體增

速將小幅放緩。

報告顯示，2019年和2020年亞太地區發展中經

濟體增速預計分別為5.7%和5.6%，低於2018年的

5.9%。除去韓國、新加坡等亞太新興工業化經

濟體，今明兩年亞太發展中經濟體增速預計分別為

6.2%和6.1%，低於2018年的6.4%。

亞行首席經濟學家澤田康幸表示，本地區大多

數發展中經濟體內需依然旺盛，在壹定程度上抵消

了出口放緩的影響。但全球貿易的不確定性、發達

經濟體增速放緩和金融波動仍將影響本地區發展中

經濟體。

世界經濟版圖中的新興動力亞太地區經濟增速

放緩，作為“傳統勢力”的西方發達經濟體亦不容

樂觀。

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最新發布的壹份展望報

告中，歐洲經濟放緩受到關註。這份報告預計，

2019 年德國經濟增速將只有 0.7%，低於法國的

1.3%；而意大利今年將面臨經濟衰退。經合組織呼

籲歐元區國家采取措施刺激經濟增長。

此外，英國經濟受到懸而未決的“脫歐”

進程拖累。經合組織預計，今年英國經濟增速

僅為 0.8%，如其最終無協議“脫歐”就有可能

陷入經濟衰退。

這份報告認為，歐洲等地經濟放緩以及全球貿

易增長疲弱是影響世界經濟的主要因素，進壹步的

貿易限制和政策不確定性可能對全球增長帶來額外

不利影響。因此，經合組織將2019年全球經濟增長

預期從3.5%下調至3.3%。

對今年全球經濟持悲觀態度的還有國際貨幣基

金組織(IMF)。今年1月，IMF曾預測2019年和2020

年全球經濟增長率約為3.5%。但IMF總裁拉加德在

最近壹次講話中透露，自1月以來全球經濟已失去

進壹步增長的動力，因此在即將發布的報告中，

IMF將下調全球經濟增長預期。

拉加德說，IMF預計今年70%的全球經濟體將

出現增速放緩，2018年下半年貿易緊張局面的出現

以及金融收緊現象是出現這壹局面的主要原因。

全球經濟增速放緩，貿易亦將承壓。在最新壹

期《全球貿易數據與展望》報告中，世界貿易組織

將今年全球貿易增長預期由此前的3.7%大幅下調至

2.6%。該組織稱，受貿易摩擦升級和經濟不確定性

加劇等因素影響，今明兩年全球貿易增長仍將面臨

巨大壓力。

“逆風”勁吹，全球經濟將如何擺脫困境？世

貿組織總幹事阿澤維多直言，全球經濟正面臨諸多

方面挑戰，解決眼下的貿易糾紛並保證未來貿易增

長積極態勢，是越來越緊迫的任務。

中國銀行國際金融研究所發布報告稱，展

望未來，全球經濟面臨的風險在於保護主義、

資產泡沫、地緣沖突等。在整體復蘇動力弱化

的情況下，預計主要經濟體貨幣政策正常化節

奏開始放緩，部分經濟體可能結束加息或開啟

降息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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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的訓練課在一場特殊的激勵儀式中開
始，球員們一字排開每人面前放了一瓶1.5

升的礦泉水，代表着女籃姑娘們願意用更多的汗
水來實現自己的夢想。此次公開課只有15名隊
員參加，其中更是有很多新面孔。許利民透露，
目前有5名集訓隊員暫時無法報到。韓旭、孫夢
然、李夢、楊力維正在準備WNBA選秀，其
中，韓旭已經開始為球隊試訓，其他三名隊員還
處於交涉階段。此外，黃思靜在日前賽事中出現
腿傷，目前正在北京進行治療和康復。

四人準備WNBA選秀
許利民告訴記者，由於這五名隊員的缺

席，中國女籃臨時從國奧增調了部分隊員。許利
民特別提到了肖桐和張茹兩位年輕隊員，兩人分
別出生於2000年和1999年，並表示其實這幾名
隊員都具有入選國家隊的潛力，有着很強的個人
能力，只是因為國家隊人數有限制，所以之前暫
時在國奧。

許利民說，具有身高優勢的球員如郭子瑄
和馬雪茹也是重點培養對象，就是為了將來可以
與世界強隊進行抗衡。去年中國女籃先後參加了
亞運會、世界盃兩項大賽，湧現出了像李月汝、

韓旭、李緣等一大批優秀年輕球員，在許利民看
來，這種用大賽培養人才的方式是可行的。目前
這支中國女籃正逐步實現老中青的搭配，以老帶
新，以新促老，球隊也逐層確立了近期中期遠期
的任務和目標。

需三個窗口期的較量
許利民說，今年的備戰任務就是要完成奧

運的資格賽。但是新改制以後想要獲取奧運資
格，需要打三個窗口期的資格賽，首先要在亞洲
盃上獲得前8名，之後要在亞太區資格賽預選賽
上力爭小組前二，最後在各大洲共16支隊伍
中，要晉級12強才可以獲得奧運會資格，競爭
非常激烈。

對於球隊今年的備戰目標，中國女籃隊長
邵婷則表示目前隊伍過於年輕化，現在要做的就
是提升各個方面的能力，才能應對更強的對手。
前不久獲得WCBA總冠軍並榮膺FMVP的李月
汝則表示今年的比賽很重要，自己也會進行針對
性訓練，“今年的目標其實就是狀態能有一個好
的延續，不要再有去年那種起起伏伏的狀態。希
望今年能夠保持一個平穩的發揮，能夠成為一個
穩定的得分點。”李月汝如是說。

願以更多汗水實現夢想

中國女籃添新血
爭奧運資格爭奧運資格

馬來西亞羽毛球公開賽5
日繼續進行。中國羽隊大滿貫
球手林丹4日躋身8強後曾表
示，之所以到了35歲還這麼
拚，其中一個原因是李宗偉還
未退役，他希望再有機會與對
方交手，最好的結果是二人都
能參加2020年東京奧運會。

對此，李宗偉在facebook
深情回應林丹的“表白”，他
以“英雄所見略同”和“人生
有多少個20年”來表達自己與
林丹對明年東京奧運會相同的
期盼，並形容林丹為“這輩子
最偉大的對手”。

李宗偉在fb上以中英文雙
語寫道：“明年是我和這輩子
最偉大的對手林丹的第5次奧
運，他的想法和我早前接受訪
問時候透露的心聲一樣，如果
身體情況允許，我希望我們可
以來個圓滿的20年‘終極考
驗’。”

因鼻癌治療曾離開賽場大
半年的大馬“一哥”李宗偉，
原計劃在馬來西亞公開賽上復
出，但上月聽從醫生的建議推
遲了復出時間。

至於5日的8強賽，中國
羽隊（國羽）的諶龍、陳雨菲
分別戰勝對手晉級男女單打準
決賽。大滿貫球員林丹也以
16：21、21：17、21：10挫日
本的常山幹太打入4強。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陳曉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理）中國女籃日前在國家體育總局訓練局進行了一

場對媒體公開的訓練課， 主教練許利民一下子拖堂了25分鐘。事實上，在中國

女籃拖堂並不鮮見，如果隊員們在某一個環節做得不好，那就一定要把問題解決

才能進入下一個環節，即便訓練結束得再晚也要完成訓練質量，這也是許利民指

導對隊員們的高要求。

2019年乒乓球亞洲盃5日在日本橫濱開
打，港將黃鎮廷、杜凱琹、李皓晴分別獲得
男女子單打參賽資格，其中在首日的小組賽
中，黃鎮廷與杜凱琹分別取得2勝1負的戰
績躋身男女單打8強。

上月底在卡塔爾公開賽與何鈞傑合作奪
男雙冠軍的黃鎮廷，仍然氣勢如虹，5日的
小組賽分別以兩個3：1戰勝韓國的張宇鎮
與哈薩克選手，雖以0：3不敵國家隊勁敵
樊振東，但仍以小組次名晉級8強。今日將
戰日本的丹羽孝希。

而港隊女單球手杜凱琹同樣表現出色，
以3：2勝日本名將平野美宇，3：0勝泰國
選手，儘管0：3負國手朱雨玲，但同樣以
小組次名進入8強，今天將對另一日本名將
石川佳純對壘。

不過，另一港將李皓晴卻分別以1：3
負國手陳夢、1：3負中國台北的鄭怡靜及
1：3負韓國的田志希，連輸三場無緣出線。

國家乒隊方面，朱雨玲、陳夢、馬龍、
樊振東均取得小組全勝，齊齊挺進8強。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黃鎮廷 杜凱琹
晉亞洲盃八強

■■杜凱杜凱琹琹躋躋
身亞洲盃女身亞洲盃女
單單88強強。。
ITTFITTF圖片圖片

■■李月汝李月汝（（中中））進行帶進行帶
球過人訓練球過人訓練。。 新華社新華社

■■邵婷邵婷（（中中））進行個人進行個人
突破訓練突破訓練。。 新華社新華社

■■中國女籃主教練中國女籃主教練
許利民指揮訓練許利民指揮訓練。。

新華社新華社

港隊兩連勝 提早入八強

■■港隊小組兩戰兩港隊小組兩戰兩
勝鎖定八強席位勝鎖定八強席位。。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正謙郭正謙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今屆香港國際七
人欖球賽繼續大收旺場，門票一早售罄下，首個比賽
日晚上已經接近全場爆滿，現場球迷特別熱情為主隊
打氣。挾着亞運金牌之名回歸主場的港隊表現亦沒有
讓球迷們失望，小組兩戰兩勝鎖定八強席位。

今年國際七人欖球賽首日適逢公眾假期，雖然
日間天氣炎熱不過中午過後已經有接近八成入座率，
至於以瘋狂見稱的南看台到下午則需要排隊入內，有
首次入場的觀眾表示特意來感受這項本地體壇盛事的
氣氛以及支持香港隊。

亞運歷史性奪金後港欖人氣急升，5日兩度出場
均將現場氣氛帶至高峰，在全場“Let's go Hong
Kong”的打氣聲下，港欖首戰對菲律賓已顯示其奪冠
決心，以33：17擊敗菲律賓旗開得勝。

次戰面對實力更強的津巴布韋，港欖一度陷於苦戰
半場落後0：7，不過換邊後港隊成功上演一場精彩的絕
地反擊，把握多打一人的機會由李卡度達陣及韋兆新的
罰球扳平。

愈戰愈勇的港隊最後兩分鐘再次達陣成功，摩理臣

中央突破成功加上韋兆新再入罰球，助港隊最終以14：7
反勝對手，兩戰兩勝下晉身八強，今日上午將與湯加爭
奪首名資格。

亞運奪金後首度在主場出戰大賽，李卡度表示
每次在大球場比賽均有與別不同的感受：“香港七欖
的氣氛與別不同，像置身欖球派對當中，球迷亦特別
熱情，這裡的熱烈氣氛在其他地方感受不到，尤其今
次是我們奪得亞運金牌後首次在大球場比賽，更想在
主場球迷面前顯示實力。”

對津巴布韋一戰贏得驚險，李卡度認為這場反
勝顯示球隊現在更有信心、心理質素更好：“賽前已
預料今場是硬仗，對手打法十分體力化而且速度很
快，不過我們落後下未有自亂陣腳，做好防守等到機
會來臨，將對菲律賓的進攻和對津巴布韋的防守加起
來，就是我們的最佳水平。”

至於香港女欖在外圍賽八強則以7：27不敵日
本，雖然未能晉級但能夠一圓在大球場作賽的夢想已
是有所交代，而女子外圍賽最終由巴西以28：19擊
敗蘇格蘭奪冠，來年升班出戰世界系列賽正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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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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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