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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現阿根廷現22..22億年前恐龍億年前恐龍““墓地墓地”” 十余個體化石被發現十余個體化石被發現

阿富汗國寶在清華大學展出阿富汗國寶在清華大學展出
繼續在華保護性巡展之旅繼續在華保護性巡展之旅

壹名觀眾在位於北京的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內參觀阿富汗國寶壹名觀眾在位於北京的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內參觀阿富汗國寶““黃黃
金王冠金王冠”。”。當天當天，“，“器服物佩好無疆器服物佩好無疆———東西文明交匯的阿富汗國家寶—東西文明交匯的阿富汗國家寶
藏藏””展在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開展展在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開展，，展期將持續到展期將持續到66月月2323日日。。據悉據悉，，本本
次展出的阿富汗國寶出土於次展出的阿富汗國寶出土於19791979年之前年之前，，是古代多文明互匯交融的見是古代多文明互匯交融的見
證證。。阿富汗戰亂期間阿富汗戰亂期間，，這批國寶因藏於首都喀布爾中央銀行秘密金庫中這批國寶因藏於首都喀布爾中央銀行秘密金庫中
得以幸存得以幸存，，於於20032003年重現天日年重現天日。。為保護這批阿富汗國寶為保護這批阿富汗國寶，，法國法國、、意大意大
利利、、荷蘭等國的荷蘭等國的2020多家博物館自多家博物館自20062006年起先後巡展年起先後巡展，，20172017年年33月開始月開始
在中國巡展在中國巡展。。

南非攝影師拍到南非攝影師拍到
黑鰭鯊似吞食同類黑鰭鯊似吞食同類

南非41歲的鯊魚專家向導Mia Vorster在Aliwal Shoal水域拍攝到黑鰭鯊活動的畫面
，其中比較不可思議的壹幕是，壹頭黑鰭鯊看起來像正在吞食另壹頭鯊魚，只見被吞食鯊
魚的頭似被這頭黑鰭鯊整個含在了嘴裏。有些鯊魚則在捕食著沙丁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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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華15年後
亞馬遜中國電商業務大撤退

多位知情人士向記者透露，美國電

商巨頭亞馬遜即將宣布裁撤中國本地電

商業務。除雲計算、Kindle與跨境貿易

業務外，包括亞馬遜中國自營業務、第

三方賣家、保稅倉業務等在內的中國本

地電商業務將全部陸續裁撤。

隨後，亞馬遜中國就此向記者回復稱，

其將於2019年7月18日停止為亞馬遜中國

網站上的第三方賣家提供賣家服務，將保留

亞馬遜海外購、亞馬遜全球開店、Kindle和

亞馬遜雲計算等各項業務。亞馬遜中國未提

及自營電商和保稅倉業務。

2004年，亞馬遜進入中國，並迅速

占據中國電商市場壹席之地。但在此後

數年間，亞馬遜電商業務面臨水土不服

以及中國本土電商的擠壓，持續走在收

縮的道路上，市場份額也從15.4%跌至

不到1%，電商業務不斷壓縮後的亞馬遜

在中國還能走多遠？壹切尚待觀察。

“斷臂”本地電商，亞馬遜從中國
大撤退？

“我們在中國的賣家業務，是分為亞

馬遜中國網站上的賣家業務和幫助中國賣

家跨境出口的全球開店業務”。亞馬遜中

國向記者稱，本次調整的是亞馬遜中國網

站上的賣家業務，而幫助中國賣家出口的

全球開店業務將不受影響。

亞馬遜中國進壹步表示，停止為亞

馬遜中國網站上的第三方賣家提供賣家

服務後，將與賣家完成後續交接事宜，

並願意幫助在此次調整中受到影響的賣

家開展出口業務。

“亞馬遜這次業務調整相當於放棄了中

國電商市場，僅將中國賣家作為國外電商市

場的供貨商，”獨立IT分析師唐欣稱。

目前，除海外購倉儲服務外，亞馬遜中

國的物流業務也幾乎關閉。自營商品也從去年

底開始清倉。雖然在亞馬遜中國看來，這只是

戰略調整的第壹步，不過在業內看來，宣布停

止本地電商業務則是“退出中國”的表現。

值得註意的是，除了中國本地電商業

務，海外購業務也曾傳言將被亞馬遜放棄。

今年2月，有消息稱網易考拉將合並亞馬遜

中國海外購業務，該談判歷時數月，由網

易考拉主動發起並推進，雙方或采取換股

方式。但當時雙方均表示不予置評。

亞馬遜如今在中國收縮電商業務，

此事距其進入中國剛好15個年頭。

2002年左右，全球互聯網在前期泡

沫被刺破後開始復蘇，中國互聯網也開

始崛起，包括亞馬遜在內的國際電商巨

頭也盯上了這個人口眾多的大市場。

2003年，國際C2C電商eBay以1.5億

美元的價格全資收購易趣進入中國。2004

年亞馬遜創始人貝索斯在拿下了加拿大、

德國、日本等市場後，以7500萬美元從雷

軍手中收購了當時的卓越網，並壹路擴張，

占據了中國電商B2C市場的絕對份額。

對於裁撤人員的消息，亞馬遜內部人

士向記者表示，“正常業務調整會導致壹

些職位變動，大多數員工會被我們著重發

力的業務部門吸收，即使因為調整而離開

的員工也會有很好的補償。”

多年收縮，市場份額從15.4%跌至
不足1%

亞馬遜中國的業務持續收縮，與其

今昔生存狀況的強烈對比不無關系。

雖然亞馬遜在中國依托於巨頭優勢搶

占了先機，但好景不長。2003年上半年，

中國本土電商阿裏巴巴推出C2C電商網站

淘寶網，接著下半年又推出了支付工具支

付寶，業務迅速增長。另壹家電商公司京

東則更是直指亞馬遜的B2C商業模式，在

2007年獲得千萬美元融資後，迅速全品類

擴張期，並自建物流配送體系。

在阿裏、京東，以及當當等中國本

土電商的挑戰下，亞馬遜迅速失去先發優

勢，在中國市場的存在感不斷被削弱。

2007年，京東、當當、亞馬遜三家B2C

電商對壘，eBay、淘寶、拍拍三家C2C

電商三足鼎立的格局逐漸形成。

入華15年，亞馬遜中國的市場份額隨

時間流逝而不斷縮小。數據顯示，2008年

亞馬遜在中國電商市場占有15.4%的份額，

到了 2014 年下降至 2.1%，2016 年僅剩

1.3%的市場。數字媒體分析機構eMarketer

在2018年6月發布的報告顯示，亞馬遜在

中國電商的市場份額僅0.7%。

這次亞馬遜中國關閉本地電商等業

務，是其在2014年戰略轉型跨境電商後

的進壹步收縮。

2014年，亞馬遜中國不再強調傳統意

義的本土電商模式，開始了跨境電子商務轉

型，上線了“亞馬遜海外購”和“Prime會

員”服務，用戶可以通過亞馬遜中國官網購

買美國、英國、日本、德國等海外站點商品

，跨境直郵。海外購業務帶來的成效讓該業

務很快成為亞馬遜中國的核心戰略。

唐欣認為，亞馬遜中國的整體電商

體驗和業務競爭力遠遠落後於國內競爭

對手，導致了多年來壹直原地踏步，而

其他競爭對手則保持了高速增長，“其

背後的原因，可能是亞馬遜並未給中國

市場足夠的重視和支持，僅復制全球的

做法和模式，未做足本地化，這跟很多

外企在國內水土不服的原因很相似。”

中國的消費者對亞馬遜電商的體驗

如何呢？4月18日，新京報記者做了壹

個小調查，隨機采訪了60位有過網上購

物行為的消費者。其中，96.72%的用戶

經常用淘寶，其次是京東（57.38%）和

亞馬遜（18.03%）。

超半數的受訪者有過在亞馬遜購物的

經歷，但使用頻率並不高，近八成壹年內僅

使用1-2次。用戶在亞馬遜上主要是購買圖

書（78.95%）、手機數碼（23.68%）、服裝

（7.89%）、家居用品（7.89%）等；近壹半

受訪者認為在亞馬遜購物體驗壹般。

對於亞馬遜本地電商退出中國，部

分用戶表示“很惋惜”，認為“亞馬遜

海淘做得挺好的”；也有壹部分用戶表

示“無感”、“對我沒什麼影響，只要

Kindle業務還在就行了”。

不僅在中國，亞馬遜在全球多地同樣

水土不服。根據亞馬遜財報，其國際業務

（非北美地區）的經營情況並不理想，近

年國際業務的營收增速不僅出現放緩，而

且近三年未曾實現盈利，2016年至2018年

期間國際業務經營虧損分別為12.83億美

元、30.62億美元和21.42億美元。

亞馬遜中國區總裁張文翊將卸任
4月18日，新京報記者還從亞馬遜

中國內部人士獨家獲悉，亞馬遜全球副

總裁、亞馬遜中國區總裁張文翊將卸任

中國區總裁職位，“張文翊的任期滿了，

她會在公司內部就任壹個新職位。”

張文翊為美籍華裔，2013年5月加入

亞馬遜，擔任全球副總裁，2016年4月接

任亞馬遜中國區總裁，全面接管亞馬遜中

國的電商業務以及Kindle在華業務。

亞馬遜進入中國市場後曾任命過四位中國

區總裁，分別為王漢華（2005年至2012年）、馮

思哲（2012年至2014年）、葛道遠（2014年至

2016年）以及張文翊（2016年至2019年）。

其中，葛道遠扮演著改革者的角色，

他從亞馬遜英國調任至中國區後便開始了

壹系列的革新計劃，包括積極推動亞馬遜

在中國的跨境電商業務。葛道遠認為，與

阿裏、京東等本土選手相比，亞馬遜的優

勢在於完善的全球物流網絡體系，再加上

中國對跨境購物的需求快速增長，亞馬遜

有機會在這壹賽道上實現彎道超車。

不過，葛道遠的任期僅兩年就結束，

來自Kindle中國區的總經理張文翊接替了

他的職位。據新京報記者了解，張文翊因

Kindle在華表現優異而提升至亞馬遜中國

區總經理壹職，當時她負責引進Kindle全

線產品進入中國，讓中國成為僅次於美國

的第二大Kindle消費市場。

張文翊上任後，亞馬遜中國的業務進

壹步聚焦，並對外宣傳亞馬遜中國的四大

核心戰略，包括以亞馬遜海外購和亞馬遜

“全球開店”為中心的跨境電子商務業務，

涵蓋紙書、Kindle電子書閱讀器和電子書

的亞馬遜閱讀，亞馬遜物流運營和亞馬遜

雲計算服務（AWS）。至此，亞馬遜已經

在某種程度上宣布放棄中國的B2C業務。

亞馬遜的電商業務在中國市場舉步

維艱，其中壹個重要原因是缺乏流量支

撐。有亞馬遜中國的員工向記者表示，

張文翊上任後，Kindle作為壹個黏性較

高的用戶入口，可以為電商業務帶來壹

定的流量，但事實證明這並不足以讓亞

馬遜中國的B2C業務起死回生。

如今隨著張文翊的離開，亞馬遜中

國將進入新的重組階段，在放棄B2C業

務後，跨境電商、Kindle和AWS三駕馬

車能否幫助全球首富貝索斯中國市場？

亞馬遜在中國市場還能走多遠？

不能忽視的事，雖然亞馬遜沒有啃下中

國這個市場，但它仍是全球最大的電商公

司。2018年，亞馬遜全年營收2329億美元，

同比增長31%。其中電商業務創收20729億美

元，同比增近三成，營業利潤51.14億美元。

財報顯示，其雲計算服務（AWS）取

代亞馬遜北美電子商務部門，成為2018年

運營收入最高的部門。2018年，AWS繼

續保持著高速增長，2018年收入256.55億

美元，同比增長46.95%，利潤創下新高，

規模效應逐漸顯現。這也直接導致了亞馬

遜在今年2月市值壹度超過蘋果、微軟、

谷歌，成為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

在跨境電商領域，與中國國內電商

相比，亞馬遜雖然有天然優勢，但仍面

臨著國內強勁的競爭對手。

亞馬遜上線海外購的同壹年，阿裏巴

巴上線了天貓國際，為國內消費者直供海

外進口商品，網易旗下的跨境電商網易考

拉2016年3月正式上線，新晉平臺小紅書

則收到大批年輕消費群體關註。

根據易觀監測數據，2018年中國跨

境出口電商交易規模達7.9萬億元。在國

內第三方數據中，天貓國際和網易考拉

在國內跨境電商中占據的份額靠前。

“跨境電商也是近兩年國內企業希望

重點突破的領域，”唐欣稱，“亞馬遜在中

國面臨的壓力和挑戰只會越來越大。”

網經社-電子商務研究中心主任曹磊

向記者表示，在面對國內復雜多變的電

商市場時，亞馬遜中國應對策略的執行

錯過了很多“風口”機會，對於亞馬遜

中國而言，不僅有阿裏、京東老牌對手，

同時，這幾年又冒出了拼多多、雲集、

貝店等各類社交玩法的新電商。

他表示，亞馬遜中國的自營模式太

“厚重”，自營模式具有標準化、產品質量

可控力強、交易流程體系化等優點，但是為

保證品類數量所產生的高倉儲費用、高庫存

壓力、高人力成本等缺點也相當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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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 乡 广 东
主办 : 广东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以下简称：

《纲要》) 日前正式发布实施以来，持续引发各

界关注和热议。部分在粤港商、侨商近日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纷纷看好大湾区巨大潜力。

　  “《纲要》对于吸引广大港商、侨商到大湾

区投资兴业具有非常大的作用。”惠州市侨商会

会长、宝星集团 ( 香港 ) 有限公司董事长朱浴龙说。

《纲要》出台不久，不少到访惠州侨商会的海外

侨商就向商会咨询、寻求合作机会。

　　产业园区开发是近年来朱浴龙在惠州投资的

重点之一。“大湾区建设对我们招商引资有很大

促进作用，我们原有物业价值将进一步升值，投

资机会也会增加。”朱浴龙说，“很多到大湾区

的外商会在惠州等地设生产基地、甚至研发中心，

也可能到惠州生活、居住、旅游。对我们港商来讲，

这都是待发展的机会，大湾区潜力无限，我们必

须把握机遇，增强信心，加大投资。”

　　朱浴龙认为，《纲要》从国家层面对整个大

湾区进行规划，势必加快大湾区同城化、一体化，

将有力促进香港青年到内地创业、就业。“现在

香港到惠州还要两个小时，以后的发展可能是半

小时、四十分钟就可以到达。”朱浴龙说，这将

大大增强惠州对香港青年的吸引力。

  　《纲要》明确提出港澳穗深是大湾区建设的

四个中心城市，广东省侨商会监事长、深圳市

政协历届港澳委员联谊会会长孙启烈认为，在

社会制度和法律制度不同、处于不同关税区、

市场互联互通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的情况下，

粤港澳三地要全面对接，共同努力，形成一个

便捷流通的良好局面，为大湾区谋发展，切不

可各自为政。

　　孙启烈指出，《纲要》为区域空间布局、科

创中心、基建交通、产业体系等作出了一些明确

的指引，具体到各个城市，就要全面解读好《纲

要》，找准自身定位。

　　港资祈福集团董事长、祈福医院院长彭磷基

 《纲要》描绘发展路线图 
 在粤侨商、港商赞大湾区潜力无限

特别关注《纲要》中“健康湾区”相关内容，“医

疗卫生和健康是大湾区优质生活圈构建的基石之

一，也意味着我们祈福医院将迎来更大发展空间

和机遇。”

　　港澳与内地医疗卫生领域合作已开展多年，

而《纲要》进一步支持港澳医疗机构在珠三角

九市可独资、合资或合作开医疗机构、养老机构；

开展跨境转诊合作试点；建港澳医疗人员广东

创业就业基地等，对医疗卫生行业都意味着巨

大商机。

　　彭磷基介绍说，祈福医院自 2001 年创办以

来，前来就诊及享受医疗服务的香港人比例不

小，随着《纲要》的出台，大湾区内合作将更紧密，

定居内地的港澳居民会越来越多。( 中新社记者 

郭军 )

    图为港珠澳大桥资料照片。
中新社记者 张炜 摄

      第 125 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以下简称“广

交会”）4 月 15 日在广州开幕。本届广交会展览总

面积为 118.5 万平方米，展位总数 60651 个，境内外

参展企业 25496 家。本届广交会有逾 2.1 万家民营企

业参展，占 85.03%，已成为广交会最大的参展主体。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自主营销网络的参展

企业和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绿色低碳的参展产品

显著增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企业为进口

展最大参展主体，共有 21 个沿线国家和地区的 383

家企业参展，占比达六成。( 中新社记者陈骥旻 摄）

 picture
说侨乡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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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人化蝶去 梁祝猶繞梁
追憶中國第一代鋼琴家巫漪麗：

據報道，巫漪麗在音樂會的下半
場突然開始冒冷汗，感到不

適，在走向廁所的中途，體力不支而
暈倒。在場工作人員立刻將她送往中
央醫院急救，但在晚上10點宣告不
治。

上海師範大學原音樂系主任金聲
介紹，巫漪麗對他們這一代來說是非
常景仰的前輩。金聲的兄長、著名鋼
琴教育家金石曾在北京與巫漪麗有過
接觸，對她當時的盛名記憶深刻。如
今聽聞她去世，他表示深深的惋惜。

盛名遠揚但為人謙遜
1930年，巫漪麗出生於上海一個

書香世家。她6歲開始習琴，後師從
李斯特再傳弟子、著名的鋼琴大師梅
百器，也是大師唯一一個兒童學生。
中國老一輩鋼琴家吳樂懿、朱工一、
周廣仁、傅聰等都是她的同門。1949
年，巫漪麗在上海蘭心大戲院首次和
上海交響樂團合作，一曲貝多芬《第
一鋼琴協奏曲》轟動全場，從此成為
上海灘奪目的鋼琴演奏家。

1954年，她北上加入了中央樂
團，成為中央樂團第一任鋼琴獨奏
家。1962年被評為國家一級鋼琴演奏
家。上世紀五十年代時在北京的音樂
人都還記得，巫漪麗曾多次代表國家

赴海外演出。她還曾受到周恩來總理
接見，被譽為“中國最好的鋼琴伴
奏”。但盛名之下的她私下裡卻始終
謙遜和低調，對於讚譽，她表示，
“那只是在一段時間之內的事，而且
我只能說是‘最好的鋼琴伴奏之一’
吧。”

1983年，巫漪麗赴美深造，1993
年定居新加坡。儘管在人生中，她有
過坎坷遭遇，晚年身邊也沒有親人，
但是對於鋼琴和音樂的熱情始終沒有
停歇。在新加坡，她會每天在僅僅11
平方米的臥室兼琴房彈琴、準備音樂
會。可以說，鋼琴是她名副其實的終
身伴侶。

國內音樂界都知道，今年是著名小
提琴協奏曲《梁祝》誕生60周年，巫漪
麗親自參與了這部作品的首創及首演的
鋼琴部分。香港文匯報記者通過朋友聯
繫到了《梁祝》作者之一、著名作曲家
陳鋼，雖然他本人與巫老師沒有直接接
觸，但他仍然表示，巫老師的精神令人
欽佩。

年邁無阻對藝術的熱情
除了《梁祝》外，巫漪麗改編的

廣東音樂《娛樂昇平》更是廣為流
傳。她擅長西洋古典及浪漫派音樂的
演奏，她的演奏熱情細膩、音色優

美。更讓人動容的是，她即使處耄耋
之年，藝術熱情卻仍然不息。

雖然巫漪麗闊別祖國多年，曾在
國內鮮有人知，但近兩年，她彈奏
《梁祝》的視頻在網上走紅，指法乾
淨利落，琴聲淒婉動人，讓無數年輕
人忘記了她的年紀，卻記住了她的名
字。去年，88歲高齡的她還曾飛越
4,000公里到北京參加央視節目，與著
名小提琴家呂思清同台演奏《梁
祝》，讓更多觀眾感受到了西洋樂器
與中國民族音樂碰撞出的魅力。

獨立要強不願意麻煩人
家裡與巫漪麗是世交的上海大學

音樂學院院長王勇博士在接受香港文
匯報記者專訪時介紹，對於巫漪麗的
記憶起自兒時，那時候她已經盛名在
外，但是對他們這群小孩來說，她只
是一個非常友善的“阿婆”，會給他
們帶玩具，陪他們玩。

後來因為專門研究音樂史，王勇
一直與巫漪麗保持聯繫，還曾到新加
坡看過她幾次，也曾聽她聊起過以前
的事情。印象中，巫漪麗最大的特點
是富有新女性的獨立精神，個性要
強，任何事情都不願意麻煩別人。她
初到新加坡時，經濟狀況並不好，直
到後來逐漸為人所知，學生也多起來
才有所改善，但直至逝世都過着簡樸
的生活，也從未向學生和粉絲提出過
任何要求。王勇至今還記得巫漪麗唯
一一次請他“幫忙”，是一起去傢具
店買一張板凳，並幫她搬回家。

她唯一一件不將就的事情，就是
每天都要練琴，對於各種音樂會也堅
持參加。聽聞巫漪麗逝世，王勇略帶
傷感地說，或許倒在舞台上也是上天
對她的眷顧，符合她不給人添麻煩的
個性，在外人看來她物質生活簡樸，
甚至沒有想過請一個保姆，但是“還
有誰能像她這樣幸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帆上海
報道）巫漪麗之名在國內長期鮮為人
知，但她在音樂上的激情和指尖流露
出的家國情懷則讓很多音樂人動容。

2008年，78歲的巫漪麗曾在國
內出版了專輯唱片《一代大師——
巫漪麗》，收錄了蕭邦《搖籃曲》、
《革命練習曲》、李斯特《匈牙利狂
想曲第12號》、《松花江上》、
《平湖秋月》等15首中外名曲，高
超的造詣轟動了音樂市場。83歲之
時，《一代大師2》、《松花江上》
等9首鋼琴曲再次風靡中國，透過這
些中國風的鋼琴樂曲，人們看見了一
顆中國心。據了解，每次彈奏《松花
江上》，她都會熱淚盈眶。手指下的
音符此起彼伏地流出，聲聲入耳是愛
我中華，一句話都不用說，所有人都
懂得其中的情懷。

2018年，巫漪麗應邀赴京錄製
《經典詠流傳》節目，總導演田梅通
過微博講述了當時的故事：“我把巫
漪麗老人從舞台上攙扶下來，好像什
麼也說不出來。當那雙蒼老的手，彈
奏出那麼靈動的音樂時，我淚流滿
面，一想到老人家的生平就控制不住
自己的情感。她在新加坡居無定所，
現在還帶着六個學生，靠公益組織照
顧她的生活起居，一心只想回到中
國，重新拿到中國國籍。這樣一位老
人，告訴我：她的輝煌還在明天！我
們還有什麼理由不去努力！”

巫漪麗專輯的策劃人李運賀在
聽聞巫漪麗逝世的消息後也透過媒體
表示，她熱愛的黑白世界裡，可以感
受到她對音樂的無比熱情，柔弱中帶
有剛強。你可以感受到她曾經的“紅
勝火”，當下的“銀似錦”，“深淺
兩般皆是藝”的獨特精神，她是當代
世界鋼琴音樂史上最具有傳奇性的華
裔女性。

■2008年，
已經78歲高
齡的巫漪麗
出版了首張
個 人 專 輯
《 一 代 大
師－巫漪
麗》，在業
界引起了強
烈反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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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帆 上海報道）據新加坡當地媒體

的消息，中國第一代鋼琴家巫漪麗，20日晚上出席維多利亞音

樂廳的一場音樂會時暈倒，急送中央醫院後宣告不治，享年89

歲。這位早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就成名的音樂家曾在2017年獲得

“世界傑出華人藝術家大獎”，近年來還多次來到國內演出。

2018年初曾參加央視文化節目《經典詠流傳》。今年初，她還

曾在港珠澳大橋畔與國內諸多音樂家一起演出《我愛你中

國》。

(1930-2019)
巫漪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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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寧丁寧（（左左））//樊振東首次拍檔參加國際賽樊振東首次拍檔參加國際賽。。 新華社新華社 短說
長話

中國女排抵達寧波北侖封訓
中國女排22日在總教練郎平的帶領下

抵達北侖，將在北侖體育訓練基地展開為期
20天的封閉集訓，全力備戰世界女排聯賽。
2019年世界女排聯賽將在今年5月21日正
式開打，中國隊將在第一周參加巴西站的比
賽，同組對手分別是東道主巴西女排，多米
尼加以及老對手俄羅斯隊。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桌球世錦賽 丁俊暉晉16強
世界桌球錦標賽當地時間21日在英國

謝菲爾德結束第二天的爭奪，中國球手丁俊
暉以10：7擊敗蘇格蘭選手麥克吉爾晉級16
強，首次參賽的田鵬飛在最後時刻喪失領先
優勢，以9：10不敵馬奎爾遺憾出局。19歲
的中國小將羅弘昊與2005年的世界冠軍墨
菲結束了第一階段的較量，結果一局未勝，
以0：9大比分落後。 ■新華社

棍網公開賽 港男女隊飲恨
“香港棍網球公開賽2019”22日於香港

大學何鴻燊體育中心進行最後一天賽事，港
男子隊先在準決賽以6：4擊敗Team JJ，但
於決賽最後關頭失守，最終以6：7憾負日本
球隊FOGO，未能達成三連霸目標。至於港
女子隊的命運亦相似，22日先於準決賽以
10：4輕取慶應義塾大學二隊殺入決賽，但
決賽再遇慶應義塾大學一隊時卻以8：9落
敗，1分飲恨同樣來自日本的球隊。今屆賽
事共有21支球隊競逐，是歷屆最多隊伍參賽
的一年。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黎永淦

據中國田徑協會消息，第23屆亞洲田
徑錦標賽卡塔爾當地時間21日在多哈開
幕。中國田徑隊在首日憑藉世界排名第一的
鞏立姣和呂會會的穩定發揮，收穫2金、1
銀、2銅。

當晚率先進行的女子標槍比賽中，亞洲
紀錄保持者、世界排名第一的呂會會第一輪
就以64米92的成績打破賽會紀錄，第二投
又以65米83的成績再次刷新該紀錄，並憑
藉這一成績最終鎖定勝局。在另一名中國選
手劉詩穎因傷退賽的情況下，呂會會的奪冠
成績超過亞軍5米多。

女子鉛球比賽中，中國隊派出老將加新
人的組合出戰。世界冠軍鞏立姣憑藉第二投
19米18的成績毫無懸念地獲得冠軍，小將
宋佳媛以17米70的成績獲得銅牌。銀牌被
巴林選手賈西姆以18米的成績獲得。

男子撐桿跳高比賽中，菲律賓小將奧貝
納大爆冷門，他以5米71的成績獲得冠軍，
不僅將個人最好成績提升了10厘米，同時
創造了新的賽會紀錄和菲律賓全國紀錄。中
國選手張偉和黃博凱成績均為5米66，分獲
銀牌和銅牌。 ■新華社

丁寧 樊振東
晉世乒賽混雙正賽
2019世乒賽當地時間21日在布達佩斯開

賽。樊振東/丁寧兩輪資格賽均以3：0橫掃對
手成功晉級混雙正賽。在下午舉行的混雙抽籤
儀式上，樊振東抽中3號位。國乒兩組雙打組
合因此同處上半區，與會師決賽的理想擦肩而
過。

在當日的混雙資格賽中，樊振東/丁寧先
以3：0橫掃美國組合庫馬爾/張安，又在下午
資格賽次輪僅耗時16分鐘就以3：0戰勝馬來
西亞組合阿什拉夫/HoYing，成功晉級正賽。

“今天主要鍛煉心態，我們配合時間不
長，但目前溝通做得不錯。”對於兩場資格賽
的發揮，丁寧表示，“預賽還不是真正的開
始，很多對手還不強，我們主要是適應。”

“他倆實力很強，尤其是多板的相持和銜

接。雖然配合時間不長，也是第一次正式參
賽，但每場都認真去打。不過兩人剛開始很想
把狀態和質量打出來，但還是要慢慢來，只要
投入，把銜接過程跟上就行。”坐鎮混雙教練
席的王皓賽後總結時表示，“我經常鼓勵兩人
場上相互溝通，雙打必須主動溝通。混雙是奧
運項目，我們很重視，隊員的精力分配應該混
雙佔4成，單打佔剩下6成。樊振東和丁寧第
一次在比賽中出場，會全力以赴打好。”

當日下午舉行了混雙抽籤儀式，樊振東抽
中3號位。由於國乒另一對混雙組合劉詩雯/許
昕作為種子處在32位，國乒兩對混雙組合同處
上半區，極有可能在準決賽相遇，未能實現乒
協主席劉國梁賽前所期望的分處上下半區的理
想籤運。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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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鞏立姣以鞏立姣以1919米米1818的成績奪冠的成績奪冠。。 新華社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淦）“2018/19香港足球明星選舉”公眾

投票時段已差不多過了一半，截至22日，足總網頁顯示和富大埔各候選人

在選舉中都名列前茅，其中伊高沙托尼得票率更接近50%，加上其表現獲

得圈中人一致認同，“香港足球先生”獎座勢成囊中物。

■■南區的謝德謙有望膺最佳守門南區的謝德謙有望膺最佳守門
員員。。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 攝攝

■■伊高沙托尼伊高沙托尼（（上上））是今屆是今屆““足球先生足球先生””的大熱人選的大熱人選。。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 攝攝

■■陳肇鈞陳肇鈞（（右右））
與哈利分別領跑與哈利分別領跑
最佳中場及最佳最佳中場及最佳
青年球員青年球員。。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黎永淦記者黎永淦 攝攝

今屆球星選舉於本月12日開始接受公
眾投票，截止時間為5月9日晚上

11時59分。根據足總網頁資料，第一個星
期已收到超過4,000張選票，得票最多的是
和富大埔巴西射手伊高沙托尼，比同得1,
208票、暫時並排第二位的隊友陳肇鈞及艾
華度多出800多票，“最受球迷歡迎球星”
一獎已無懸念。

謝德謙有望當選最佳11人
雖說公眾投票部分只佔“球星選舉”總分

的27%，但綜合圈中人意見，伊高沙托尼也是
“足球先生”一獎呼聲最高一個。冠忠南區門
將謝德謙早前在記者會上這樣說：“一定投
‘伊高’啦！雖然他是爭標對手，但他場上表現
很具說服力，很難不投票給他。”上季選舉不敵

王振鵬的謝德謙，今季憑着出色演出，目前在門
將投票中領先，有望首次入選最佳11人。

和富大埔教練李志堅也力撐愛將，他周日見
證伊高沙托尼為球隊絕殺冠忠南區後說：“即使
沒有這個絕殺入球，足球先生也會由伊高當選，
他實在是不二之選。”

李志堅在“最佳教練”中也與佳聯元朗的郭嘉
諾叮噹馬頭，是今屆選舉中競爭最激烈的獎項。根
據賽例，球星選舉得分將來自評審委員會
（35%）、公眾投票（27%）、登記傳媒
（20%）、香港體育記者協會（10%）、港超每月
最佳球員（8%）。最佳教練一獎則由評審委員會
（40%）、公眾投票（25%）、登記傳媒
（15%）、香港體育記者協會（10%）及港超球隊
主教練（10%）選出。選舉結果將於5月22日的頒
獎禮公佈。

香港足球明星選舉投票形勢（截至4月22日總投票人數：4,096）

守門員（前2名）

謝德謙 1,187票

曾文輝 959票

後衛（前5名）

艾華度 1,208票

馮慶燁 1,025票

法比奧 1,016票

翟廷峰 842票

李家豪 813票

中場（前5名）

陳肇鈞 1,208票

黃威 1,179票

勞高 741票

費蘭度 728票

鞠盈智 583票

前鋒（前5名）

伊高沙托尼2,031票

陳廣豪 706票

辛祖 637票

盧卡斯 521票

慕沙 287票

青年球員（前3名）

哈利 1,186票

孫銘謙 597票

李藹軒 591票

最佳教練（前2名）

郭嘉諾 1,290票

李志堅 1,221票

明星選舉公眾投票過半 大埔列前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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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深編輯】2019 年 4 月 21 日下
午3時，在北京著名的藝術地標馬奈草
地美術館，一場別開生面的畫展，在
幾曲撼人心扉的鋼琴曲《我和我的祖
國》、 《阿里郎》及悠揚宛轉的即興
演奏中拉開維幕。

中共中央統戰部原副部長樓志豪
，原全國總工會書記處書記李濱生，
國務院參事室原副主任、北京畫院院
長王明明，國防大學教授吳玉琦，我
國資深海洋與絲路文化學者、政府有
突出貢獻專家李二和，中國亞洲經濟
發展協會執行會長權順基等百餘名各
界代表，以及眾多的粉絲和觀眾共同
出席了開幕式。

畫展在莊重親切的民族情氛圍中
進行，主持人王京忠和國防大學書畫
院於宏院長爭相告訴記者：在我們舉
辦的無數次中外知名藝術家作品展中
，這是最簡約、最富特色、反響最熱
烈的一次。李紅霞院長的愛人、世界
華人保釣聯盟主席吳軍先生說：“關
於畫展的消息，儘管我們守口如瓶並
極力簡化程序，但前來祝賀的領導及
各界人士仍絡繹不絕，觀眾和粉絲如
潮。 ”

中國亞洲經濟發展協會執行會長
權順基表示：“這不僅是我們用心呈
現的一場藝術佳宴，更是朝鮮族人民
的一次簡樸但意義深遠的和諧盛會。
” 根據李德洙先生的意見和囑咐，畫

展一切從簡，領導、嘉賓、觀眾和網
友，共賞佳作、共話藝術與民族和諧
，歡聲笑語、其樂融融。

“問花鳥逗引誰的心事？聽流水
輕風訴說誰的心聲？” “四月北京，
高樓和小巷共譜和諧旋律，玉蘭花與
原野同織春天的夢。” “墨韻有約，
與時代同行。” 台上台下，嘉賓與觀
眾妙語互動，不時引得陣陣掌聲和笑
聲。

父親畫的是水彩，女兒畫的是油
畫。寫實與寫意裡，濃淡與疏密間，
他們以各自的情懷各自的畫筆，一起
追溯、回味、咀嚼延邊故鄉祖國—-山
與水的故事。

李德洙年逾七旬，繁忙的工作，
極少能有空寫字畫畫。茶餘飯後和枕
邊的銖積寸累，成為他追尋藝術的夢
想時空。 2012 年 8 月，以《山水情韻
》為主題的李德洙畫展在延邊大學舉
行。此次北京展出了他的28幅水彩精
品：《藍色的河》（79cmx120cm）、
《金色樂章》（56cmx76cm）、《冰河
》（56cmx76cm）等多幅作品，是從各
地收藏者或收藏單位臨時藉出的。國
務院參事室原副主任、北京畫院院長
王明明說：“能在馬奈草地看到李德
洙先生的這些優秀作品，實屬不易；
能看到他在藝術個性上的如此嫻熟的
自由表達更令我驚訝。”

李紅霞就職中央民族大學並任國

家民族畫院副院長，由於工作原因，
使她得以能經常潛心畫畫。她曾在中
外多次舉辦個人畫展，多次參加國內
和國際各種邀請展和重要賽事。她的
作品多次入選全國性美展，《新娘》
、《藏女》等十六幅作品曾一舉斬獲
“韓國·國際女子畫展金獎”。其《佤
族》、《苗族少女》等，無不給中外
讀者和觀眾都留下深刻印象。這次共
展出了她20餘年精心創作的50餘幅重
要作品。海洋與絲路文化學者李二和
說：“她的畫細膩、質樸，作品湧動
著一股民族的泥土芳香。” 全國政協
常委、國家民族畫院院長王林旭曾著
文稱：“紅霞是當代實力派女畫家，
她善於用柔美的線條和鮮明的色彩描
繪一幅幅天使圖。”

“小時候，鄉愁是一枚小小的郵
票，我在那頭，父親在這頭；長大後
，鄉愁是一枚薄薄的車票，我在這頭
，故鄉在那頭。” 李紅霞說到。

此次畫展由國家民族畫院、中國
亞洲經濟發展協會、遠行部落共同主
辦，馬奈草地具體承辦。得到了中央
民族大學美術學院等單位的支持。原
公安部副部長田期玉，原全國政協副
秘書長張秋儉，原中央統戰部二局局
長趙學義，原國家民委辦公廳主任王
福臨，中央民族大學美術學院院長李
貴男等也出席了開幕式。

馬奈草地攜手遠行部落，放飛“和諧之翼·故鄉情”
李德洙李德洙李紅霞父女精品畫展受熱追李紅霞父女精品畫展受熱追



BB77美南電視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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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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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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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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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V15.3 Hou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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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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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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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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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V15.3 Hou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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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華時間》

《新聞面對面》

展示風貌建築、特色美食、傳統文化，探尋人文故事

▲ 節目截圖

節目介紹：
CCTV4“城市1對1”欄目是全球唯一一檔固定的城市交流訪談欄目
，每期節目選擇中外兩個城市，通過小片展示以及演播室嘉賓講述
，展示風貌建築，特色美食，傳統文化，探尋人文故事，展現城市
魅力。
本期主題： 尋寶之旅 中國 撫松—秘魯 庫斯科

▲ 節目截圖

《城市一對一 》精彩
節目介紹

播出時間：
播出時間為晚上7:30-8:30，重播時間次日下午1:00-2:00. 敬請關註。

星期三 2019年4月24日 Wednesday, April 24,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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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癌癥康復中心國際癌癥康復中心
名中醫王淑霞教授專欄名中醫王淑霞教授專欄66----癌症是不是傳染病癌症是不是傳染病？？

《《周師傅專欄周師傅專欄1414》》周師傅告訴周師傅告訴你你：：几种特殊情形几种特殊情形
在美國，不開車沒法生活！尤其是

在我們大德州，地方大，到哪裏都得開
幾十分鐘半個小時的車，所以，不管你
是新移民還是青少年，當務之急是考上
駕照，自己開車！

周師傅告訴你，要在美國開車，不
是駕駛技術好就行，還要熟悉各種交通
規則、知道怎麽超車，否則容易出事。
今天我們來說一說幾種特殊情形。

一，車頭燈的使用。當不能清楚看
到1000尺內物件時，在日落30分鐘後
或日出30分鐘前，這幾種情況下都可以
使用車頭燈。

二，遠光燈的使用。記住：遠光燈
在以下情形時要轉變為低燈。1，接近對
頭車500英尺內；2，接近前車300英尺
內；3，大霧中或嚴酷天氣。

三，限駛道路的優點：1，承載較大

的車流量；2，撞車率和車禍率低於其
他類型道路；3，用屏障隔離反向車流
；4，行人、自行車和慢速車輛不準許
進入高速公路；5，其設計能幫助司機
預期前方狀況。

四，何為公路催眠。1，長途駕駛需
要註意力幾種而發生的遲鈍和困倦狀態
；2，路面標線引起視野狹窄而產生催
眠狀態；3，註視前方道路或下方標線
而忽視四周環境；4，每駕駛2小時或
100英裏休息一次，疲憊時進入安全區
域休息，每天駕車不超過8小時。

五，通過淺水區。1，近50%的洪災
死亡事故與車輛有關；2，易遭受洪水
危害區域有公路低窪路段、橋梁；3，
水深6英寸可引起失控；4，水深12英寸
（1英尺）會浮起大多數轎車；5，水深
24英寸（2英尺）能夠浮起貨車，SUV

和大型車輛。
六，與摩托車同行要註意的是，以

下情況最可能發生與摩托車相關的撞車
事故：左轉彎、盲區、大風、在大車附
近、摩托車群、道路受災、天氣不好。
記住，任何與開車有關的問題都請來找
王朝駕校！王朝駕校經驗豐富，針對不
同需求的個人，可以設計不同的教學計
畫，適應不同學生的需要。學員可以在
王朝駕校內考筆試，不用去交通局排隊
浪費時間，6小時就可以拿到學車證，
輕松上路。王朝駕校的教練Alison是交
通局的路考官員，她可以直接給學員考
路考，王朝駕校是中國城唯一可以直接
考路考的駕校。所以，如果您英文不好
，如果您初來乍到不熟悉情況，請找王
朝駕校學習開車，邁出您美國生活的第
一步。

王朝駕校A K Driving School
地址：9600 Bellaire Blvd, #120,

Houston, TX77036
周師傅電話：832-633-5555

多年來，通過大量的研究，已經證明30多種
動物癌癥是由病毒引起的。人所患的腫瘤（癌癥
），如伯基特氏淋巴瘤、鼻咽癌、乳腺癌、白血

病、宮頸癌、黑色素瘤等病體內也發現了病毒和
病毒顆粒。有人將患有濾過性肉瘤雞的脾臟血註
射到健康雞身上，結果健康雞也得了同樣的肉瘤
。還有研究者讓跳蚤去吸患有乳腺癌小鼠的血，
然後又讓跳蚤去咬健康的小鼠，結果健康小鼠不
久也得了乳腺癌。但此種實驗在人身體並沒有得
到證實。這可能是人體免疫力有排斥和消滅異己
的作用吧。將患惡性腫瘤的動物與同類動物一起
飼養，並未見到健康動物傳染上惡性腫瘤。在腫
瘤醫院和腫瘤研究所裏工作的許多醫護人員，經
常與病毒或腫瘤病人接觸，這些人群癌癥發病率
並不高於綜合住院人群。

綜合上述說明，與癌癥病人的一般接觸並不
會像接觸麻疹、肝炎、乙型肝炎、腮腺炎患者那
樣，很容易被傳染上，而使病毒有致癌作用，那
也要通過人體的內因和外因，兩者的綜合作用才
會患腫瘤。因此，關於癌癥會不會傳染，用不著
過多的擔心。因內外所有從事癌癥防治研究的機
構，並沒有把癌癥病人當成傳染病進行隔離。

腫瘤的發病率為什麽在增高？
據世界衛生組織統計，全世界近60多億人口

中，每年因惡性癌癥而死亡者，在700萬-1000
萬左右，相當於每秒鐘就有1人死於癌癥。根據
中國死亡回顧調查來看，全國每年死於惡性腫瘤
的就有150萬左右，平均每20秒就有1人死於惡
性腫瘤。根據統計資料表明，近30年來，美國和

大多數國家惡性腫瘤的發病率明顯增高。其中以
男性癌癥病人更為明顯，可能由以下幾種原因：

1， 世界老年人口比重增加，大部分腫瘤的
發病率隨著年齡的增加而升高，特別是人到35歲
以後，腫瘤的發病率較高（在35-70歲年齡組中
，每死5個人中大約有1.5個人死於惡性腫瘤）。
隨著科技的迅速發展，健康水平的提高，人群的
平均壽命有很大延長。老年人的壽命比重比較明
顯，惡性腫瘤的患病率趨於年輕化。

2， 癌癥的診斷和治療，現代醫學發展較快
，但治療方法幾十年來沒有太大的改進，還是手
術、放療、化療。但中醫自然醫學發展較快，先
後發現了蛇精抗癌註射液、蛇精神康01膠囊。蛇
精療法除化療、放療外，對惡性腫瘤的抑制率高
達67%。40年來，蛇精療法使無數臨近死亡的癌
癥病人又生存5-20年不等。中醫自然療法在未
來抗腫瘤的事業中，將為人類做出卓越的貢獻。

例如，紐約腸癌患者吳先生，2008年被病理
診斷為結腸直腸癌，淋巴轉移，結腸有2.5cm X
3.7cm病竈，直腸發現有1.8cm X 2.5cm大小腫物
，左鎖骨淋巴轉移，已不能手術，大便梗阻、大
便困難，化療十五次之多，化療期間療效顯著。
腫瘤特別是淋巴縮小明顯，可是因化療的副作用
，身體越來越差，體重一年內消瘦減重27磅。住
院通過化驗後各種指標較低，醫院拒絕再進行化
療，吳先生說，他不願意等死。化療結束不到3

個月，發現左側股骨頭轉移，這樣活動很困難。
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在醫院遇到一個病友齊女
士在CT拍片復查，齊女士告訴吳先生，她一邊化
療一邊采取蛇精療法，她是肺癌淋巴轉移，經著
名腫瘤專家王淑霞博士治療後，現已生存10年之
久，並且沒有任何發展。吳先生找到王淑霞教授
後，采取了口服、外用相結合的蛇精療法後，治
療8個多月，病情穩定後，沒有采取過任何其他
療法，全身5處轉移的吳先生當年醫院告訴生命
期只有6-10個月，用了中醫自然療法後，現已存
活近11年之久。不能不說蛇精療法起到了抑制癌
癥、延緩生命的作用。他逢人就說，選擇正確的
治療方案和治療方法就等於選擇了生命。

（本文由國際癌癥康復中心提供，國際癌癥
康復中心由著名資深中醫腫瘤權威王淑霞醫學博
士主診。此專欄未經國際康復中心同意，不得轉
載。）

國際癌癥康復中心招聘助理，有醫療經驗者
優先，綠卡和公民待遇優，有意者面談。

國際癌癥康復中心
預約報名電話：702-526-6288；聯系電話：

281-818-7928.
地址：7505 Fannin St, ste 120, Houston,

TX77054（德州醫療中心）
網址：www.icrc-houston.com

周師傅周師傅

溫馨的五月即將來臨，為迎接一
年一度的佛誕節暨母親節，佛光山中
美寺訂於5月12日（週日）舉辦浴佛
節暨母親節祈福法會。

2500 多年前的 4 月 8 日，印度迦
毘羅衛國的王后摩耶夫人，在藍毗尼
花園無憂樹下，生下悉達多太子，也
就是後來出家成道的佛陀。太子誕生
後，行走七步，一手指天，一手指地
，說道： 「天上天下，唯我獨尊」，
意思是說： 「普天之下，唯有了解自
己本具的佛性，才是最尊最貴的。」
隨即有四天王及九龍從天瀉下香湯，
沐浴在王子的身上。

悉達多太子年輕時，享受人間的
榮華富貴，29歲時遊四門，看到老、
病、死等世間無常，他決心要找出擺
脫輪迴生死苦痛的方法，離開皇宮修
6 年苦行後，在菩提樹下證悟世間真
理，佛陀說法49年，教導眾生離苦得
樂之法。

為了感恩佛陀的慈悲，寺院每年
於此時都會用甘草及木甘茶煎成甘茶
，舉行浴佛儀式，慶祝佛陀誕辰。當
我們手持淨水，向悉達多太子像沐浴
時，內心應當誠懇祝禱，願此浴佛功
德，淨化自己的煩惱塵垢、貪欲瞋恨
，祈願社會清淨安寧，永無暴力、詐

欺、邪惡等事。願大眾共同創造自心
和悅、家庭和順、人我和敬、社會和
諧、世界和平的 「五和」人生，這就
是浴佛的真正意義。

5月12日舉辦浴佛法會外，也特
別為為小朋友們舉行第一屆佛光寶寶
祝福禮，讓寶寶在菩薩的護佑下，健
康快樂的成長，智慧通達，福慧圓滿
，都能擁有一個幸福美滿的未來。希
望藉由浴佛的殊勝功德，回向祝禱天
下所有的母親身體吉祥安康，寶寶快
樂成長，大衆身心自在，社會安和樂
利，世界祥和歡喜。

當天的園遊會有深受大眾喜愛的

素食攤位，油飯，餃子，糕餅，冷飲
熱食--多樣性供大衆選購。還有多個
精彩的節目表演和摸彩。期盼您闔家
光臨，歡度佳節。園遊券每張$10，
現正熱賣中，歡迎踴躍購買。

活動日期：5月12日(週日) 10:
30 am～3:00pm

活動內容：浴佛祈福法會 / 佛光
寶寶祝福禮/ 園遊會/節目表演及摸彩

活動時間：10:30am -12:00pm 浴
佛節暨母親節祈福法會
佛光寶寶祝福禮

報名資格：0～7 歲 （頒發證書
） 7～11歲 （不頒發證書）

典禮時間：12:00pm （11:
00am 報到）

報名費：$10 （0～7 歲並繳交照
片1張 ）

活動地點： 12550 Jebbia Lane；
Stafford, TX 77477

電話 ：281-495-3100
網 址 ： www.houstonbuddhism.

org, email:chungmeitemple@gmail.
com

佛光山中美寺慶祝佛誕節暨母親節園遊會

（本報訊／石麗東）萊斯大學趙氏
亞洲研究中心為紀念 「五四運動」一百
週年，特別邀請三位來自北京的知名學
者陳平原、夏曉虹、楊聯芬，匯合該中
心的三位教授司馬富、錢南秀、沈允，
分別以新的視角、回顧該運動發軔于晚
清的歷史和時代意義。五四運動一如中
國的辛亥革命和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遷
播台灣，三者在中國近代史上佔據分水
嶺的地位，但它們在本質上的差別是：
後二者立即造成政治上的鉅變，相對而
言，五四運動仍舊綿延不斷地對近代中
國人的精神和文化生活發生影響。更由
於五四的起端肇因于中日關係，它對現
今東亞地區人民的政治、社會、文化生活引動跨國界的波瀾。

依照圓桌學術講壇的發言先後，六位擔綱的講題依序是:
一、《五四運動的前因後果》，這是該中心前主任 Richard J.
Smith 司馬富講座教授的開幕詞（錢南秀代為宣讀）。
二、 《 日本明治時期 「列女傳」書寫與晚清婦女楷模由列女、
賢媛、至女傑之演变》，由錢南秀教授主講。
三 、《 清末旅日知識女性的 女学思想分歧》由夏曉虹教授主講
。
四 、《新文化运动中“偏師”的意义及价值》 由陳平原教授主
講。
五、 《從數位人文角度省察陳獨秀在五四運動中與中國共產黨
創立時期的作用 》由沈允教授主講。
六、《激進與自由：從女性主義思潮進行的反省》由楊聯芬教授

主講。
綜觀十八日的圓桌會議透露

十分重要的兩點特色；首先，五
四運動啟端于北京大學校園，遠
道赴會的陳平原和夏曉虹教授都
是知名的北大中文系教授，專攻
中 國 現 代 文 學 ， 陳 教 授 自
2008-2012 年擔任該校中文系主
任，曾受邀前往德、日、香港、
台灣等地講學、做研究，本月十
三、四日自北京受邀前往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參加紀念五
四百年的學術研討會，並發表主題演說，套用今下的流行語，休
士頓的這場圓桌學術講壇和五四的發源地連接了地氣。

其次，萊斯大學的中國文學教授錢南秀教授，當她獲悉三位

北京學者應允南下到萊斯赴會時，為籌備會議並撙節即席中英翻
譯的周折，錢教授決定配合雙語ＰＰＴ的幻灯圖片，使得數十位
不諳華語的學生能夠瞭解座談內容，並于演講結束後提問發言，
使得這場討論不僅貫穿百年，同時也跨越國境和不同的語文，溝
通無阻。

萊斯大學十八日邀請學者舉行 「五四運動」 百年圓桌講壇

萊斯大學趙氏亞洲研究中心萊斯大學趙氏亞洲研究中心 「「五四圓桌講壇左起五四圓桌講壇左起：：沈允沈允
、、錢南秀錢南秀、、陳平原陳平原、、夏曉虹夏曉虹、、楊聯芬五位教授合影楊聯芬五位教授合影。。硯硯
青攝青攝。。

(休士頓社區報導) 4月20
日週六、下午在休士頓中國
人活動中心禮堂、擠滿人群
、各人為觀看(汝楨藝苑·言雪
芬戲曲之家)舉辦的''敬老同祝
三笑緣"節目、三小時多的演
出、看到台上演出者之賣力
投入、台下欣賞者亦感滿足
。

演出開始、由言雪芬藝
術指導介紹、先由容健民領
導幾位精英的音樂名家奏出
三首動聽的廣東音樂[得勝
令·娛樂昇平·花間蝶]、接著
演出折子戲[唐伯虎點秋香之
求神]、繼有多首名曲: 錦江詩
侶、牡丹亭之倚鞦韆、月明
林下故人來、黛玉離魂、導師言雪芬.葉婉珍
唱出(任劍輝·白雪仙)名曲、三年一哭二郎橋為
壓軸。

汝楨藝苑·言雪芬戲曲之家 為非弁利業餘
團體、以研習粵劇曲藝、及推廣中國傳統藝術
為宗旨、並以廣東粵劇曲藝服務社群。

汝楨藝苑·言雪芬戲曲之家
敬老演出 全場滿座


	0424WED_B1_Print.pdf (p.1)
	0424WED_B2_Print.pdf (p.2)
	0424WED_B3_Print.pdf (p.3)
	0424WED_B4_Print.pdf (p.4)
	0424WED_B5_Print.pdf (p.5)
	0424WED_B6_Print.pdf (p.6)
	0424WED_B7_Print.pdf (p.7)
	0424WED_B8_Print.pdf (p.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