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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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江南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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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21
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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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買1送1：日本 韓國 台灣 新馬泰 泰國 港珠澳
代理Gate1旅遊 Viking/Globus遊輪 廉价机票

713-981-8868
中國簽證$170★公證★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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瀚崴文理才藝學校本周三舉行瀚崴文理才藝學校本周三舉行
第二十周年校慶文藝成果展覽暨大自然音樂會第二十周年校慶文藝成果展覽暨大自然音樂會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秦鴻鈞攝秦鴻鈞攝

幼稚園中文班的精彩表演幼稚園中文班的精彩表演 「「大自然是我們的家園大自然是我們的家園」」 吸引全場視線吸引全場視線。。中文班一年級學生表演中文班一年級學生表演 「「 一起活在大自然的樂園裏一起活在大自然的樂園裏
」」 。。

中文班二年級學生表演中文班二年級學生表演 「「湖光之歌湖光之歌 」」 。。

中文班三年級學生表演中文班三年級學生表演 「「世界一家世界一家 」」 。。 中文班四年級及以上學生表演中文班四年級及以上學生表演 「「大自然之美大自然之美 」」 。。

老師們合唱老師們合唱 「「自然處處吉祥自然處處吉祥」」 。（。（左五左五 ）） 為瀚崴學校校長梁楚宜為瀚崴學校校長梁楚宜。。 小朋友頒發結業證書小朋友頒發結業證書。。
頒發得獎小朋友合影頒發得獎小朋友合影。。

瀚崴文理才藝學校瀚崴文理才藝學校
55月月2121日日（（星期二星期二））KatyKaty校區校慶校區校慶
55月月2222日日（（星期三星期三））糖城校區校慶糖城校區校慶

（休士頓 / 秦鴻鈞報導 ）為響應中華民國衛福部發起之 「全民集萬步走入WHA 」活動，號
召休士頓僑界同心齊步，以具體行動聲援臺灣走入將於5月20 日在日內瓦召開的世界衛生大會（
World Health Assembly ),促成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早日實現 「健康是基本人
權 」的願景。一項由僑務委員鄭金蘭、陳美芬、鄭昭、劉秀美、及趙婉兒、陳煥澤等人及 「關懷
救助協會 」發起的 「休士頓僑界集萬步護臺灣走入WHA健行活動」於昨天（5月18 日，周六）
上午八時半起在Oyster Creek Park Area A( Amphi theatre )( 4033 Hwy 6 Sugar Land, TX 77478 ) 集合
，共有超過二百人參加活動，很多是糖城居民晨運時看見，臨時參加步行陣容。活動於昨天上午

11時左右結束。結束後主辦單位並贈送每位參加者中華民國及美國國旗及簡餐一份。
昨天參加對象多以認同台灣自由、民主、人權價值理念，支持台灣積極參與WHO,貢獻國際

社會的各界人士為主。他們依健行距離分為二組，步行結束後返回原點後將步行總數登錄衛福部
相關網站，並領取紀念品及簡餐。當天不少政要出席這次別具意義的健行活動,包括：福遍縣縣長
KP George, 「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及糖城市議員Carol McCutcheon等人出席，並分別在集
合現場致詞，重申臺灣加入WHA 的意義。獲得在場人士的熱烈支持。

台大校長管中閔將於七月訪休斯頓台大校長管中閔將於七月訪休斯頓台大校長管中閔將於七月訪休斯頓台大校長管中閔將於七月訪休斯頓台大校長管中閔將於七月訪休斯頓台大校長管中閔將於七月訪休斯頓台大校長管中閔將於七月訪休斯頓台大校長管中閔將於七月訪休斯頓台大校長管中閔將於七月訪休斯頓台大校長管中閔將於七月訪休斯頓台大校長管中閔將於七月訪休斯頓台大校長管中閔將於七月訪休斯頓台大校長管中閔將於七月訪休斯頓台大校長管中閔將於七月訪休斯頓台大校長管中閔將於七月訪休斯頓台大校長管中閔將於七月訪休斯頓台大校長管中閔將於七月訪休斯頓台大校長管中閔將於七月訪休斯頓台大校長管中閔將於七月訪休斯頓台大校長管中閔將於七月訪休斯頓台大校長管中閔將於七月訪休斯頓台大校長管中閔將於七月訪休斯頓台大校長管中閔將於七月訪休斯頓台大校長管中閔將於七月訪休斯頓台大校長管中閔將於七月訪休斯頓台大校長管中閔將於七月訪休斯頓台大校長管中閔將於七月訪休斯頓台大校長管中閔將於七月訪休斯頓台大校長管中閔將於七月訪休斯頓台大校長管中閔將於七月訪休斯頓台大校長管中閔將於七月訪休斯頓
圖文： 秦鴻鈞

休士頓僑界集萬步護臺灣走入休士頓僑界集萬步護臺灣走入WHAWHA健行活動健行活動
昨天早上在糖城昨天早上在糖城Oyster Creek ParkOyster Creek Park 舉行並贈送紀念品舉行並贈送紀念品

（本報訊 ）如他去年八月
來休斯頓時所承諾的，管中閔
先生將於七月二十日再度來此
和朋友們見面。這一次，他是
身負台大校長的任務，除了感
謝僑界過去對他的支持，主要
目的是募款。台大和台灣高等
教育目前面臨人才流失的挑戰
，在多元的國際環境、全球大
學的強勢競爭及科技引領的世
界潮流下，台大必須做出改變
，去吸引優秀的青年學子，延
攬人才，以成就百年樹人的大
計。

2028年將是台大創校一百
週年的里程碑，管校長為百年
台大提出治校願景，將秉持
「敦品勵學、愛國愛人」之校

訓理念，發揮台灣學術龍頭的
角色，為台灣整體高教水平與
國家競爭力的提升做出貢獻，

並以 「亞洲旗艦、世界頂尖」
為目標而奮力邁進。為達到這
個創校百年的願景，台大特
別設置 「台大創校百年願景基
金」，期盼匯集海內外同胞的
力量，一起逐夢，實現理想。
因此，這次募款的對像不僅針
對台大的校友，同時也包括所
有關心台灣高等教育的各界人
士。

管校長的執行策略包括人
才培育，師資延攬，國際連接
，校園發展等大方向。他將在
這一趟休斯頓之行發表演講闡
述具體內容。

休斯頓台大校友會正在積
極籌備接待管校長事宜和募款
的活動。募款餐會已訂於七月
二十日（星期六）中午在珍寶
樓舉行。這個餐會的目的是讓
管校長能對廣大僑界介紹他對

台大的願景，執行的策略，和
募款的計劃，並藉此答謝大家
過去對他及台大的支持。因此
歡迎僑界各方人士踴躍參加。
餐會的費用如下：
普通票: $40
贊助票: $100, $200, $300, $500,
$1000, $2000, $3000, $5000,
$10000
有興趣或問題者請發電郵給
ntuaah2alumni@gmail.com； 或
電 詢 Ms. Chienli Wu
(832-655-7598)

除了這個餐會，台大校友
會也將努力尋求個人及工商團
體的大力支持，爭取更大額的
捐助。如有願意捐助一萬元以
上者，請與以上電郵或電話聯
繫。

圖為昨天僑界參加集萬步走護台灣走入圖為昨天僑界參加集萬步走護台灣走入WHAWHA 健行活動的民眾在出發前合影健行活動的民眾在出發前合影。（。（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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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市老僑、新僑代表
四十餘人，於周五（5 月 17 日
）為即將任滿高陞返國的 「台
北經文處」林映佐副處長夫婦
（右一、右二）餞行。林將擔
任國府駐南非總領事，高陞消
息傳來，全僑都為他高興與振
奮。林副處長在席間感謝大家
撥冗來參加餐會，他表示他對
美國的認知： 要負起責任，關
心議題，並找到解決之道。他
說： 有機會他一定會回來，並
請大家別忘記，他在開普登等
大家！圖為晚宴召集人（右三
起 ）鄭昭 、趙婉兒，高嫚璘將
準備的紀念品牛仔帽，皮帶圈
給林映佐副處長夫婦。

圖為昨天在糖城圖為昨天在糖城Oyster Creek ParkOyster Creek Park 美麗公園內參加健行活動的僑胞們美麗公園內參加健行活動的僑胞們。（。（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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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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濟德州分會慈濟德州分會20192019年年 佛誕節佛誕節、、母親節母親節、、
慈濟日三節合一慈濟日三節合一 浴佛慶典浴佛慶典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經文處何仁傑組長經文處何仁傑組長、、僑教中心楊容清副主任僑教中心楊容清副主任、、
陳奕芳主任陳奕芳主任、、慈濟德州分會黃濟恩執行長慈濟德州分會黃濟恩執行長、、、、
陳家彥處長夫婦陳家彥處長夫婦、、周慧宜教育組長周慧宜教育組長、、台商會張台商會張
智嘉會長智嘉會長、、方台生前會長參加三節合一大典方台生前會長參加三節合一大典

信眾以最虔誠的心共同慶祝佛誕節信眾以最虔誠的心共同慶祝佛誕節、、母親節母親節、、
全球慈濟日全球慈濟日

信眾與佛同清淨信眾與佛同清淨，，具足智慧具足智慧、、福德福德 慈濟德州分會中文學校小朋友從小耳濡目染學慈濟德州分會中文學校小朋友從小耳濡目染學
習感念父母與天地眾生恩習感念父母與天地眾生恩

55月月1212日在慈濟德州分會活動中心日在慈濟德州分會活動中心、、信眾莊信眾莊
嚴的浴佛儀式嚴的浴佛儀式

經文處何經文處何仁傑組長仁傑組長、、僑教中心楊容清副主任僑教中心楊容清副主任、、陳奕芳主任陳奕芳主任、、慈濟德州慈濟德州
分會黃濟恩執行長分會黃濟恩執行長、、陳家彥處長夫婦陳家彥處長夫婦、、周慧宜教育組長周慧宜教育組長、、台商會張智台商會張智
嘉會長嘉會長、、方台生前會長虔誠發心方台生前會長虔誠發心，，共同慶祝佛誕節共同慶祝佛誕節、、母親節母親節、、慈濟日慈濟日

慈濟德州分會師兄們以莊嚴步調一致步伐展開慈濟德州分會師兄們以莊嚴步調一致步伐展開
莊嚴的浴佛典禮莊嚴的浴佛典禮

慈濟德州分會師姊們以莊嚴步調一致步伐展開慈濟德州分會師姊們以莊嚴步調一致步伐展開
莊嚴的浴佛典禮莊嚴的浴佛典禮

慈濟期盼透過莊嚴的浴佛儀式慈濟期盼透過莊嚴的浴佛儀式，，啟發人人心中啟發人人心中
善念善念，，知恩知恩、、報恩報恩、、利益群生利益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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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休斯頓報導) 不少在求職的朋
友都發現，美國的熱門求職網站如In-

deed、Simply Hired 上，許多高薪的工
作都在互聯網領域，而在這個領域中，
如果具備一張稱為CCIE的證照，更是
有大把的工作機會等著你去選。在互聯
網時代，有CCIE證照代表擁有珍稀專
業技術，而這種技術人才目前市場上非
常缺乏，熱門的不得了!

如同律師有律師證照，醫師有醫師
證照，互聯網界的最高證照就是 CCIE
。CCIE專家是Computer領域最需要的
職位之一，成了“香餑餑”。擁有
CCIE 的人，全美只有一萬多，需求量
高，人才缺口很大。如果擔心失業，或
是正在找工作的朋友，若想把工作與生
活層次提高，藉由CCIE找到高薪工作
絕對是個明智之選，有這張證照後，在
求職時超級管用，立馬 「勝人一籌」。

什麼是CCIE?
CCIE 是 Cisco Certified Internet-

work Expert， Cisco 互 聯 網 專 家 ， 是
Computer界公認的最高認證。

Cisco認證系統分為評估（Associate

） 、 專 業 （Professional） 、 與 專 家
（Expert）三個等級，而CCIE是其中最
頂級的，包括 Routing and Switching、
Service Provider、 Security、 Voice，
Storage Networking等五大領域。

CCIE認證價值高居金字塔之頂
眾所周知，Cisco 是網絡設備大廠

，全球約有80%的公司使用Cisco網絡設
備，這樣的網絡龍頭地位，讓CCIE認
證價值高居金字塔之頂。

CCIE 需要上機考試，通過考試者
，證明他具備了真實能力，已經具有完
整的網絡問題解決的功夫，專業上已得
到認可，因此，能得到各大企業的青睞
，像是500強公司、銀行、保險公司、
電信公司、航空公司、政府單位、跨國
大公司等，需要CCIE互聯網專家。

解決身分問題
對於留學生而言，如果有 CCIE 這

張證照，雇用你的都是大公司、或政府
單位，未來能解決身分問題。

一位取得 CCIE 十多年的專家表示

，取得CCIE證照其實不是那麼難，重
點是要有方法，有人帶。只要能念大學
，決心學習，即使是沒有專業背景的人
，經過培訓，也能成功取得這張黃金證
照。

CCIE 互聯網專家劉老師表示，即
使非電腦相關科系出身，憑著毅力，肯
踏踏實實的學，拿到CCIE不是問題。
中間不可避免的需要付出與努力，只要
有人能好好教你，你真心願意學習，除
了能找到高薪工作，更讓未來生活有極
大的發展空間。

如何取得CCIE證照?
想要擁有 CCIE，最快的方式是由

專業培訓學校有條理的、一對一的教導
，學生從理論與實務兩方面同時做準備
。

在培訓學校裡，學員要接受800小
時的培訓。每位學員都有三位老師培訓
，一位培訓實務操作，一位教理論，另
一位幫忙學員通過證照後未來找工作。

如果您目前正在尋尋覓覓的找工作

、不滿意現有工作、或是在留學中，不
妨考慮取得一張CCIE證照，在競爭激
烈的互聯網時代，能幫助你脫穎而出，
輕鬆找到滿意的工作。

Lanecert.com 是經政府認證的專業
培訓機構，定期舉行講座說明，分享如
何成為CCIE互聯網專家，帶領有心走
這條路的朋友找到入門鑰匙。我們曾協
助許多徘徊在就業之門的朋友，一旦取
得 CCIE，生活全然提升，找工作如魚
得水。欲參加講座者請事先報名，詳情
可洽301-509-1137。

失業是轉機失業是轉機 有專業技術才是勝出之道有專業技術才是勝出之道
如何取得如何取得CCIECCIE證照證照 成為互聯網專家成為互聯網專家

One World BankOne World Bank提供卓越服務提供卓越服務
推出推出Money MarketMoney Market特惠專案特惠專案

若想成為美國大公司青睞的對象若想成為美國大公司青睞的對象，，
需要具備特殊專業的稀缺技術需要具備特殊專業的稀缺技術

CCIECCIE是是Cisco Certified InternetworkCisco Certified Internetwork
ExpertExpert，，CiscoCisco互聯網專家互聯網專家，，是網絡是網絡

界公認的最高認證界公認的最高認證。。

(本報訊) 位於糖城的 One World Bank，近日
推出Money Market Business & Personal account特惠
專案，貨幣市場（Money Market）其優點是具有

高度的本金保障、以及出色
的流動性，常常作為投資人
短期資金停泊、或調度運用
的工具，歡迎民眾予以了解
與運用。

One World Bank 成 立
於2005年4月，營運的目標
是為客戶提供滿意和尊重的
服務，滿足客戶的需求，為
客戶的財務規劃開發解決方
案。

自 從 One World Bank
開業以來，致力於為客戶提
供個性化、和定制化的金融
服務，希望讓客戶的銀行體
驗變得非常愉快，利用各種
資源，提供客戶所需的產品

和服務。無論客戶的需求是個人還是商業，One
World Bank都會定制產品和服務以滿足需求。

貨幣市場（Money Market）
貨幣市場是短期資金市場，是指融資期限在

一年以下的金融市場，是金融市場的重要組成部
分。一個有效率的貨幣市場應是一個具有廣度和
彈性的市場，其市場容
量大，信息流動快，交
易成本低，交易活躍且
持續，能吸引眾多的投
資者參與。

貨幣市場發展的動
力是為了保持資金的流
動性，它藉助於各種短
期資金融通工具，將資
金需求者和資金供應者
聯繫起來，既滿足了資
金需求者的短期資金需
要，又為資金有餘者的
暫時閑置資金提供了獲
取盈利的機會。

One World Bank 地

址: 14090 Southwest Freeway #300 Sugar Land, TX
77478

電話: 832-802-0900 Bernie。營業時間:周一至
周五9 a.m.至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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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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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4月
15 日 ， 中
共 前 總 書

記胡耀邦心髒病發逝世。 4月19日，數万學生聚集在
北京天安門廣場向他悼念。

“30年了，他的離世開啟了一個時間，也結束了
一個時代“。 ”這是清華大學社會學教授郭於華日
前在微博中寫下的一段話。這個他，指的是中共前總
書記胡耀邦，上月4月15日是他30週年忌日。

對這位中共前最高領導人，中共沒有組織任何紀
念活動，官媒也幾乎沒有任何紀念文章。但是像郭於
華這樣的眾多知識界人士、網友和自媒體，卻自發在
社交平台上發帖，悼念這位80年代的領導人。還有
專程從全國各地不遠千里趕到江西的幾百名各界人士
，在胡耀邦的陵墓前鞠躬。

對胡耀邦忌日30年 ，出現官民冰火兩重天的反
差如此之大，引發了許多人的思考。為什麼中共官方
對胡耀邦諱莫如深、隻字不提，而民眾卻在他離世30
年中，從未間斷對他的祭拜？胡耀邦究竟是什麼樣的
人？

年長的朋友應該清楚，胡耀邦是中共歷史上一位
很有影響的領導人。文化大革命期間，他遭受過迫害
。文革結束後，1982年9月到1987年1月，他擔任中
共總書記 。

胡耀邦主政時期，平反了大量文化大革命造成的
冤假錯案。他主張推行更加民主與開放的政治改革，
在知識分子和年輕人當中非常受歡迎。用趙紫陽的政
治秘書鮑彤的話說，胡耀邦的精神“就是思想解放”
，“從毛澤東思想中解放出來”。用實踐檢驗對錯，

這實際就是否定“毛思想”，因為所有出
來的問題，都是毛的決策。

大家知道，毛專政時期，製造了太多的
冤假錯案。而胡耀邦的主要政績就是“撥

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把毛製造的那些問題糾正
過來。平反了毛時期冤假錯案

鮑彤指出，胡耀邦處理的所有冤假錯案“涉及幾
百萬”，這個數字是“有根據、有統計”的。

鮑彤指出，廬山會議定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全部平反了，“反右派”中除了鄧小平不同意的幾個
人之外，也都平反了。再往前，地富子女、AB團也
都解放平反了。 AB團涉及到1949年以前的，地富子
女也不限於中共黨內和乾部子女，連社會上的冤假錯
案都平反了。也就是說，胡耀邦把毛專政下對中國社
會多年來的摧殘、破壞，通通作為平反的對象，這是
一個“很大的社會解放”。

八九民運學生領袖之一王丹指出，今天在位的
“紅二代”，他們的父母如果沒有胡耀邦給平反，直
到現在可能還是戴罪之身，被壓在社會的底層，根本
就是死無葬身之地。

眾所周知，毛的眼裡只有兩種人。一種是必須打
倒的“敵人”，另一種是必須利用的“朋友”。凡是
跟毛走的就是“朋友”，利用的工具。凡是走一段路
之後走不下去的，就變成了新敵人，包括他的戰友和
他親自指定的接班人劉少奇和林彪。

而胡耀邦所做的恰好與毛完全相反，他“把人當
人”，不是當作“鬥爭的對象”和“利用者”。雖然
胡耀邦從沒說過他的改革就是改掉毛澤東，但是從他
做的事中可以得出這個結論。
在 無數人看來，胡耀邦是“罕見的開明寬厚人士”
。他的“寬厚”與“人性”，給中國人帶來了一段相
對寬鬆自由的年代。

但是大家知道，中共是一黨專制極權，顯然容不

得“人性”存在。就是說，胡耀邦這種“人性”與中
共專制是格格不入、完全不能兼容的。所以在1987年
，胡耀邦被指責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而遭到
罷黜。在“靠邊站”的兩年後，1989年的4月15日鬱
鬱而終。

胡耀邦之死，引發了大規模的悼念活動，引發大
規模的舉世矚目八九民運，也成了中共製造舉世震驚
的“六四”大屠殺引線。
走筆至此，容我引用當年香港文滙報記者劉紹銘在北
京的所見所聞所寫所思的回憶：

「人生有多少個三十年？如今又是三十年！三十
年前的昨天，我仍然身在北京。大清早就收到一個不
想收到的消息，是胡耀邦的親友打來的電話：耀邦去
世了。

我在一九八七年年初長駐北京採訪時認識胡耀邦
，雖然兩人屬於不同的世界，但他卻是少有的 「平民
領導」，對我這個小記者十分照顧。在日後有限的接
觸中，他還給我幫了很多忙，而且都是關節上的忙。
對於他的逝世，我也感到痛惜。在此之前，已聽說胡
耀邦發病入院的消息，但我有點奇怪：中共領導人患
的多是慢性病，因為他們平時都有禦醫大夫照護身體
；而胡耀邦患的是心臟病，八九年春節期間，他在湖
南休息時曾因心臟病發而入院搶救。再向他的家人打
聽，方知胡耀邦的心臟是最近兩年才有問題的。

最近兩年？那就是他在一九八七年 「反對資產階
級自由化」的政治旋風中被趕下台之後。雖然他仍是
政治局委員，但心情的壓抑可想而知。他的家人說，
不能讓耀邦再受刺激了。

可是，在八九年四月八日的政治局會議上，胡耀
邦心臟病突發，延至十五日上午逝世。中共的訃告證
實：耀邦是 「突發大面積急性心肌梗塞，經全力治療
，未能挽救」。

那天，有沒有發生了甚麼事？我後來採訪他的家

人和親友，發現了一些問題，但礙於當時的環境，加
上有些消息還須核實，不能直接寫出來。於是，我用
曲筆的方法，寫了一篇 「北京專電」《發病．搶救．
不治──胡耀邦的最後日子》，反映了他的抑鬱心情
和病情的來龍去脈。

不久，他的生前好友、前《人民日報》社長秦川
送來一張很有意思的胡耀邦照片，還告訴我一些情況
。此照攝於四月五日，即政治局會議前三天，顯示他
的精神仍然不錯。我後來把照片發回《文匯報》，成
為胡耀邦生前拍攝的最後一張照片。

轉眼又是三十年了，很多當年未能說的話，如今
三十年後一朝說，記錄在我的新書之中。這些當年舊
事，還有後來的 「六四」鎮壓，都不是我想記憶的，
但更重要的是不能忘記。我不是停留在 「六四」的悲
情，而是要探索一個問題：中國怎樣才能避免政治悲
劇呢？ 」

30年過去了，“六四”的影響依然在中國社會存
在。中共想用各種方法讓人們忘掉“六四”，忘掉那
場在天安門廣場製造的大屠殺。但令中共相當尷尬的
是，“六四屠城”的起因就是胡耀邦，中共自己的總
書記。

這也就是說中共對胡耀邦不敢提，而民眾 30 年
來從未間斷追思的原因。一方面是因為“六四大屠殺
”與胡耀邦無法分割，只要紀念胡耀邦，人們就會想
到“六四”。另一方面中共現在實行的體制就是“毛
體制”，而且比毛時代“更完備”、“更嚴厲”了
。 “連批評都不能批評”，在不斷用“最新的科學
技術”強化。

鮑彤強調，“六四並沒有結束”。 30年來，類
似的群體訴求事件此起彼伏，從來沒停過。但都跟
“六四”一樣，遭到了中共國家機器的鎮壓。

4 月 14 日第 38 屆
香港電影金像獎隆
重舉行，時隔本文
見報之日，已有 35
天。再以這個題目
來向美南地區讀者
介紹，仍有事過境
遷之感。不過今屆
金像獎的生，有著
不同意義，為的是
今屆金像獎影帝，

是一度熱議為中國內地政府封殺的黃秋生，但他竟然會以《淪落人》一
片榮登影帝寶座，實際令人意想不到，因而促使我作 「秋後見捐」，借
助黃秋生的際遇，順便一談香港電影的前世今生。

黃秋生奪影帝，香港網民及內地網民都好奇，大陸會否河蟹秋生得
獎片段，然而其他國內媒體一樣照報道秋生獲獎，甚至把他獲獎的圖片
照刊在微博及網站內。唯獨愛奇藝在公佈完整名單時，就把秋生的名字
刪掉。究竟愛奇藝為何這麼怕秋生呢？連內地網民都看不過眼，留言鬧
爆。

而第九屆北京國際電影節上，有《淪落人》的名字。因此微博有不
少人指出，秋生根本沒有被人封殺，央視也有播出他的電影，甚至《淪
落人》也獲安排在 「第九屆北京國際電影節」上播出，而且反應熱烈。
之前秋生說過很多人以他被河蟹一事，壓他片酬，但最後往往秋生的鏡
頭也可以如常播出，令他覺得人搵笨及侮辱，直言以後不會再上當。

微博上有不少人指黃秋生根本沒有被人封殺，中央廣播電台及央視
，也有播出他的電影，怒批愛奇藝多此一舉，行為欠缺尊重。在 「第九
屆北京國際電影節」的播放名單上，《淪落人》不但列入視野環節一行
，而且反應非常熱烈，三場的門票已經賣光。

秋生獲獎之後在其Facebook寫道︰ 「我想話俾大家知，只要不放棄
，唔好將心力放喺啲無謂人，無謂事上面。爭取時間增長自己。終有一
日可以企番起身。你唔可以選擇唔坐喺輪椅上面，但係你可以選擇點樣

坐喺上面。」
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禮電視直播三小時的過程，總的來說
是有心思的節目設計，當中，盡遣一批年輕演員擔任司儀
，年輕人活力十足，在一眾老前輩面前，專業水準毫不遜
色。

當晚焦點之一是謝賢獲得終身成就獎。謝賢拍片甚多，若論深刻印
象，個人而言，當推1967年的《英雄本色》。謝賢在片中飾演釋囚李卓
雄，改過自新後面對威逼利誘，堅拒重投匪幫。今天重看，或會有人說
社教味道甚濃，但在六十年代的香港，電影有此角度很不簡單。不過，
謝賢當晚台上講得不多，畢竟他是香港戰後電影的重要人物，一言一句
，足為香港電影史注腳。

頒獎禮主題是 「香港電影Keep Rolling」，上台的嘉賓和得獎影人
，不少都強調 「香港電影」這四個字。惠英紅憶及當年香港電影年產四
百多部，莊文強得最佳電影獎後強調《無雙》是一部香港電影。看了這
些發言，一時之間，令我感慨萬千。

香港於上世紀五十年代，已是世界華語電影的製作中心，中間經歷
多個時代，既有七天拍成一部電影的 「七日鮮」時期，也有中聯公司影
帝影后級演員承諾推動優秀粵語片的日子，這還未計邵氏國泰的國語片
進入台灣巿場。惠英紅說的 「一年拍片四百部」，絕非虛言。

可惜香港電影當下的現狀，是本地生產上畫的不多，一年四百部已
不復見。不過，總是覺得，香港這塊電影創作之地，不可能就此凋零。
毋須說遠，粵語片在六十年末一度式微，可是楚原執導的《七十二家房
客》一舉為粵語片扭轉頹勢，其後有許冠文、冠傑兩兄弟，亦為香港電
影加添姿彩。八十年代新藝城和德寶等影片公司相繼崛起，新浪潮影人
帶來另一重風格，多元化的本色，為香港美好年代畫上七色彩虹。現在
一批又一批新一代影人破土而出，我手寫我心，粵語對白香港情懷，作
為願意購票的消費者，沒有理由不給他們一個機會。

令人矚目的“第38屆香港電影金像獎”，不負眾望，給黃秋生捧走
了他人生中的第三座“最佳男主角”獎杯。他在獲獎感言中直呼，“原
來這個世界真有奇蹟！”

黃秋生對給予他經濟支持的英皇集團董事長楊受成表示了感謝，沒
有了經濟上的後顧之憂，他才可以“不收片酬”拍這部戲。他還特別感
謝了一路相伴的家人，儘管自己“經常失踪”，但是太太很包容。
而他的媽媽在生命最後階段，教育了他“生命是短暫的，（如果）不開
心就很笨了”。最後他還感謝了上帝，“我雖然走過死蔭的幽谷，也不
怕遭害，因為你與我同在。”

黃秋生是憑藉著《淪落人》中的演技，擊敗了不少強勁的對手，才
走上了最高領獎台的。在他的對手中，除了資深影帝周潤發之外，還有
郭富城、吳鎮宇和姜皓文等。

在這些強對手面前最終封帝，黃秋生認為，這是“好人有好報”。
全世界香港人眾所周知，在2014年發生的雨傘運動中，黃秋生表達

了支持的態度，所以一直遭到中國政府的封殺。 5年當中，他沒有出演
過任何一部“中港合拍片”，只是偶爾出演一部舞台劇，或者一些小電
影。他前不久在受訪時還表示，儘管收入拮据，但“暫時不去想其它的
事，大不了賣房還債”。被主流電影圈子放逐的秋生曾經感慨，“再也
不會有大電影敢找我了。自己就像已經被人們遺忘了，“基本上不覺得
自己是這個圈的一份子”。他把自己看作是已經退了休的人，做別的工
作。

這樣的心境，很契合《淪落人》男主角，新銳導演陳小娟看到了秋
生的狀態，與片中的角色很像。秋生稱讚陳小娟，“她居然能看到我眼
睛內的憂鬱”秋生也認為現實的自己跟角色很像，“的確是，他（電影
主角）是明癱，我是暗癱”。

零片酬飾演《淪落人》秋生飾演的角色是一個半身不遂的建築工人
，這對演技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挑戰。因為在這部戲中，秋生只是靠著
頭部在演戲，頭以下基本上不動。

（建築工人）在和菲律賓女傭的朝夕相處下，產生了介於主僕和男
女間的感情，於是決定傾其所有，幫助女傭圓夢。兩個淪落的香港底層
人，一起在逆境中重新找回了生活的信心。

這部電影的所有成本，就是香港政府資助的300萬港幣，經費十分
有限。明知道接演這部戲會沒有片酬，但他仍然願意接下這個角色，目
的就是扶助新秀，“支持新導演”。黃秋生認為，新一代的電影人更像
是當年的“新浪潮”，從演員到導演，都很“有膽識”，讓人欣賞。對
於這部電影的前途，黃秋生開始認為，能在電影院裡放映也就不錯了，
有幾十萬的票房，算得上“心安理得”。可是沒想到，現場觀眾的反應
很熱烈，而且影片連連獲獎，這讓黃秋生有點“受寵若驚”。

黃秋生坦言，“第一次拿獎，覺得自己很聰明；第二次獲獎，覺得
是很多人同情我；第三次拿獎的時候，覺得自己太走運了。”到了這次
拿獎，秋生說，“這不是我的東西，是上天的安排，不是我個人的能力
可達的了。” “人虧天補” 黃秋生：上天的安排

導演陳小娟指出，黃秋生的動人演技，得益於他的親身經歷。秋生
曾經一直照顧只能坐輪椅的母親十年，讓他很理解殘疾人的狀態。這些
經驗都幫助了他的表演，讓他“演起來特別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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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猶他州舉辦美國猶他州舉辦““金釘節金釘節”” 多個環節致敬鐵路華工多個環節致敬鐵路華工

紀念美國太平洋州際鐵路接軌紀念美國太平洋州際鐵路接軌150150周年的周年的““金金
釘節釘節””在美國鹽湖城舉辦在美國鹽湖城舉辦。。來自周邊的美國居民來自周邊的美國居民
以及包括華人華僑在內的嘉賓萬余人以及包括華人華僑在內的嘉賓萬余人，，來到來到150150年年
前洲際鐵路接軌的地方前洲際鐵路接軌的地方，，紀念這壹歷史時刻紀念這壹歷史時刻。。主主
辦方在多個環節向遠涉重洋參與修建洲際鐵路的辦方在多個環節向遠涉重洋參與修建洲際鐵路的
中國工人表達了敬意中國工人表達了敬意。。圖為作為慶典道具的火車圖為作為慶典道具的火車
頭駛入現場頭駛入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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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舉行佛誕節活悉尼舉行佛誕節活

5月份以來，多家外資機構接連釋放

出看好中國經濟的信號。渣打銀行、澳洲

聯邦銀行、摩根大通分別將中國今年GDP

增速預期上調至6.5%、6.5%和6.4%；在國

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近期發布的《世界

經濟展望報告》中，中國成為全球唯壹被

上調增長預期的主要經濟體。

分析人士普遍認為，中國持續縮短

負面清單、制定外商投資法、降低金融

業準入門檻、提升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

(QFII)投資額度等壹連串紮實有效的開放

舉措，進壹步優化了中國營商環境，也

進壹步激發了外商投資熱情，“中國機

遇”更加真切而實在。

開放之門越開越大
“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

越開越大。”年初以來，中國在對外開

放領域推出的實招可謂亮點紛呈。

在負面清單方面，最新實施的市場

準入負面清單與之前相比，事項減少了

177項，具體管理措施減少了288條；在

投資額度方面，為滿足境外投資者擴大

對中國資本市場的投資需求，中國將合

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總額度由1500

億美元增加至3000億美元；在法律環境

上，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表決通過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法》，成為

新時代中國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基

礎性法律之壹……

不久前在京召開的第二屆“壹帶壹

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上，中國宣布更

廣領域擴大外資市場準入、更大力度加

強知識產權保護國際合作、更大規模增

加商品和服務進口、更加有效實施國際

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更加重視對外開放

政策貫徹落實等五大領域的最新開放措

施，贏得全球廣泛認可。

在美國德匯律師事務所北京管理合

夥人劉思銳看來，中國擴大服務業、制

造業的開放，對汽車制造業、金融業實

行開放過渡期制，同時放寬農業和能源

資源領域的準入，這些聚焦重要產業的

標誌性動作，集中體現了中國的改革誠

意和對外開放的實質性重大進展。

“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是

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之壹。廣闊的

市場、穩定的投資環境，為每壹家企業

提供了發展的舞臺和機會。我們高度贊

賞中國的開放政策以及長期以來為跨國

企業提供商業機遇和有利環境的舉措。中國

拓寬對外開放的領域，加大對外開放的程度

，意味著進壹步向世界開放市場，享受自由

貿易的紅利，並向世界展示壹個更為自信、

開放、負責任的大國形象。”法國路易達孚

集團北亞區首席執行官周學軍表示。

外商投資熱情高漲
值得註意的是，外資投資中國的力

度正在加大。

埃森哲全球副總裁、大中華區主席朱

偉表示，埃森哲進入中國市場30多年，從

最初的100名員工發展到今天的1.5萬多名

，在華業務發展緊跟中國經濟轉型步伐，

實現了與中國本土企業的共同成長。“數

字化時代蘊藏高質量增長機遇，我們正積

極幫助中國企業在其數字化轉型的進程中

發掘更多潛在價值。埃森哲今年上半年將

在深圳正式啟動全球研發中心，該中心將

聚焦人工智能、機器人等領域的應用研發

，幫助企業重塑互聯軟件和實體產品。同

時，我們也將進壹步加大對中國市場的創

新投入，更積極地參與本地商業和技術生

態圈的建設。”朱偉說。

來華10多年，全球領先的物流業巨

頭普洛斯實現了快速發展。目前，普洛

斯在中國擁有和管理著336個綜合性物

流園、產業園及科創園，中國業務比重

占其全球業務的近壹半。談及中國市場

機遇時，普洛斯資產中國區聯席總裁趙

明琪表示，中國始終是壹個重要的市場，

普洛斯會繼續加大對華投資。“在中國，

越來越多的科技創新成果得以應用，推

動了各個行業快速發展；同時，也有壹

些領域自動化程度有待提高。對此，我

們致力於構建智慧物流生態平臺，利用

規模和效率將資金、資產、設備連接在

壹起，給行業提供又好、又快、又低成

本的解決方案。”趙明琪說。

國家外匯管理局數據顯示，今年壹

季度，直接投資凈流入214億美元，證

券投資項下凈流入約150億美元，同比

繼續增長。商務部數據也顯示，壹季度

全國新設立外商投資企業9616家，實際

使用外資同比增長6.5%，其中高技術制

造業實際使用外資同比增長14.8%，高

技術服務業實際使用外資同比增長88%。

這些數字背後，都承載著外資搶搭“中

國號”快車的熱情與期盼。

外企擁有更大舞臺
開放帶來了發展，而發展孕育著更

高層次的開放。世界銀行發布的《全球

營商環境報告》顯示，2018年中國營商

環境較2017年大幅提升32位，位列全球

第46名。如今，中國經濟正為外資提供

更寬廣的舞臺。

“中國經濟社會發展近年來的變化

可以用‘再平衡’和‘對外開放’這兩個

詞概括。這意味著外企在華發展迎來更好

的機遇。”英國年利達律師事務所中國聯

營夥伴、昭勝律師事務所管理合夥人劉堅

中說，中國已經決定在進壹步擴大經濟開

放方面采取壹系列重大的新舉措，這些將

對外商在華投資環境帶來根本性的改變。

劉堅中認為，對於能夠及時適應新

經濟、新社會特點的外資企業來說，經

濟結構轉型將為其帶來更大的機會和發

展空間。外國投資者如能充分利用其在

國際上的先進經驗和優勢，就可以在中

國經濟轉型升級過程中抓住更好的發展

前景和商機。“如何及時把握中國經濟

的發展趨勢，調整投資策略和經營重點，

對於外國企業來說將是壹個挑戰。”

在安盛中國執行主席兼首席執行官衛

澤韋看來，中國市場最大的優勢在於龐大的

規模、巨大的增長潛力。衛澤韋分析，中國

已是世界第二大保險市場，但保險滲透率仍

遠低於許多成熟市場，這為保險公司帶來了

難得的機會。與此同時，隨著大眾對優質醫

療保健的需求不斷增加以及人口老齡化，醫

療保險將是增長最快的領域。

“在金融服務領域，我們看到中國

擴大開放的趨勢，例如逐步取消外資進

入部分行業的限制等。同時，中國也有

許多相應措施，使得市場運作更加透明

化。事實上，我們非常歡迎這些改變，

並且願意參與其中。”衛澤韋說。

機遇多預期好
外資搶搭“中國號”

去年中國城鎮單位人均工資增長加速 信息軟件等行業居首
綜合報導 中國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顯示，

2018年中國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較快增長，

當年平均工資最高的行業為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

技術服務業。

當日發布的數據顯示，2018年，中國城鎮非私

營單位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為82461元(人民幣，下

同)，比上年增長11.0%，增速比上年加快1個百分

點，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8.7%；城鎮私營單位

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為49575元，比上年增長8.3%，

增速比上年加快1.5個百分點，扣除價格因素，實

際增長6.1%。

去年年平均工資最高的三個行業分別為：信息

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金融業(主要是各

種保險代理、典當行和投資咨詢公司)，科學研究

和技術服務業。例如。在非私營單位，去年上述三

個行業的平均收入分別為約14.77萬元、12.98萬元

以及12.33萬元，分別為全國平均水平的1.79倍、

1.57倍和1.5倍。

年平均工資最低的三個行業分別是農、林、牧

、漁業，住宿和餐飲業，居民服務、修理和其他服

務業。以私營單位為例，這些行業的收入分別為全

國平均水平的73%、80%和83%。

從區域來看，城鎮私營和非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年平

均工資由高到低依次是東部、西部、中部和東北地區。

國家統計局人口和就業統計司副司長孟燦文指

出，2018年，在復雜嚴峻的國內外形勢下，壹系列

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防風險政策措

施效果不斷顯現，中國國民經濟運行穩中有進，就

業形勢總體穩定，企業效益較快增長，激發重點群

體活力的收入分配政策開始發力，為城鎮單位就業

人員平均工資繼續保持較快增長奠定了堅實基礎。

孟燦文表示，2018年，中國城鎮單位就業人員

平均工資顯現出三大特點：壹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深入推進，重點傳統行業平均工資增長加快。二是

新興行業平均工資較快增長。三是部分服務行業工

資穩步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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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澤濤晒合照 疑公開戀情
前100米自由泳世界冠

軍寧澤濤，16日在社交媒
體發了一張照片，相中是
寧澤濤與一名女子在陽光
下的身影的合照（ 見
圖）。一夜之間，很多粉
絲心碎，但是，更多的粉
絲還是表達了自己的祝
福。“我就猜到你戀愛
了！你幸福快樂就好！”
“老寧要幸福啊！”“含
淚祝福！”今年3月6日，
寧澤濤在26歲生日當天宣
佈退役。隨後這兩個多
月，寧澤濤處於休息的狀
態。

邵婷替補 助山貓勝中國女籃
中國女籃和邵婷（見圖）

効力的WNBA明尼蘇達山
貓隊進行了一場熱身賽，
最終中國女籃53：94大比
分不敵對手，熱身賽兩連
敗。邵婷替補出場，表現
出色，獲得山貓隊官網的
讚揚：“邵婷的表現不
錯，她在訓練營的狀態很
好。邵婷的假動作非常厲
害，很容易晃開對手獲得
進攻空間。”在5月10日
進行的第一場熱身賽中，
中國女籃71：89不敵韓旭
所在的紐約自由人隊。

2019年蘇迪曼盃世界羽毛球混合
團體錦標賽開賽在即。包括丹麥、馬來
西亞、英格蘭等勁旅的多支球隊已陸續
到達廣西南寧。本屆蘇迪曼盃將於5月
19至26日在南寧市舉行，共有31支球
隊報名參賽。

中國隊與印度隊、馬來西亞隊同
分到D組。根據賽程，中國隊將在19
日晚6時迎來小組賽首個對手馬來西
亞，隨後在22日上午11點對陣印度。

馬來西亞隊領隊黃宗翰接受媒體
採訪時，只說“爭取進入前八”。他認

為這次他們是抽到了死亡之組，跟中國
隊和印度隊在一起，比賽很難打。中國
隊實力強，只能拚印度隊，爭取小組出
線。當問到李宗偉是否隨隊來南寧時，
黃宗翰答，李宗偉已恢復訓練，但醫生
說他身體條件還未達到參賽要求，所以
此次未到南寧。

丹麥隊是本屆蘇盃的奪冠熱門隊
伍之一，此次南寧之行備受關注。丹麥
隊領隊邁博姆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
丹麥主力安賽龍目前競技狀態良好，中
國隊與日本隊是丹麥隊在蘇盃面臨的最

大障礙。
丹麥隊在抽籤時被分在B組，與英

格蘭和印尼隊先後對陣。邁博姆說，
“我們有信心戰勝英格蘭隊。但如果在
小組賽中負於印尼隊，就很可能在第二
階段比賽中遭遇中國或日本隊，這兩支
隊伍都很難纏。因此我們要盡力爭取最
有利的小組出線形勢。”

印度尼西亞隊領隊王蓮香表示，
印尼隊這次想把蘇盃帶回家，但中國隊
很強大，印尼隊只能拚了。

■中新社

自港超成立後，聯賽神射手都由洋將壟斷。雖然
傑志今季戰績並不亮麗，惟上季以15球當選的

盧卡斯，目前仍能以12球成為球隊首席射手，並與東
方龍獅的洛迪古斯並列第一。然而盧卡斯季尾因為受傷
關係，已連續缺席了5場賽事，加上要留力準備月底的足
總盃決賽，明天未必會冒險上陣，與洛迪古斯正面交鋒。
洛迪古斯季尾便會與東方龍獅約滿，圈中傳聞他來季將會
轉投死敵傑志旗下，這位西班牙鋒將若能在這場煞科戰入
球，相信會別具意義。

傳洛迪古斯將投傑志
其實東方龍獅也早已為洛迪古斯物色繼任人選，盛傳接班人就

是今季為佳聯元朗射入7個聯賽入球的巴西射手慕沙。慕沙今季首度
亮相港超，表現令人眼前一亮，連同各項盃賽，他在港首季更已攻入
13球，入波數字甚至在另一位東方龍獅前鋒艾華頓之上。

富力R&F的利安高及基奧雲尼，目前分別以11球及10球排在聯
賽射手榜第3、4位，只要19日再在香港飛馬身上取得入球，更有機
會後上奪得神射手名銜。然而有消息指富力R&F與為和富大埔取得8
個入球的伊高沙托尼已達成協議，基奧雲尼也極可能轉會他投。

此外，為香港飛
馬貢獻9個聯賽入球的
查維斯，因提早離隊關
係已無力競逐神射手
獎，盛傳他的下一站將會
是冠忠南區。香港飛馬也
已看中有一定入球能力的馬
高斯，這位為夢想FC在聯賽
射入7球的“鬥牛國”中場，
因球會前途未明，來季轉會也
已成定局。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黎永淦）

今季香港超級聯賽

19日煞科，在冠軍

及降班球隊均已提早

落實之際，神射手之爭似乎成為了

唯一懸念。巧合的是，目前排射手榜

前列的洛迪古斯、基奧雲尼、查維

斯、慕沙及馬高斯，盛傳來季均會轉投

新球會，意味着明天一戰將成為各射手

在現役球會的最後探戈。

中銀人壽
香港超級聯賽射手榜

（截至5月17日）

球隊 球員 超聯入球

傑志 盧卡斯 12

東方龍獅 洛迪古斯 12

富力R&F 利安高 11

東方龍獅 艾華頓 10

富力R&F 基奧雲尼 10

香港飛馬 查維斯 9

佳聯元朗 慕沙 7

冠忠南區 夏志明 7

傑志 費蘭度 7

夢想FC 馬高斯 7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
謙）夢想FC今季成績平穩，聯
賽暫列第7之餘足總盃亦殺入四
強，不過球隊早前傳出欠薪的消
息令外界擔心這支年輕球隊步上
散班之路，幸好球會17日發出
聲明大派定心丸，表示已着手
物色具級數的外援，下季會以
冠軍為目標。

夢想FC今季表現令人驚
喜，陣中小將如林樂勤及林
衍廷等均進步不少，加上外
援馬高斯及希堅奴亦有一
定質素，在聯賽及盃賽均
有不俗成績，惟球隊早前
有欠薪問題傳出，令人
擔心這支以年輕球員為
骨幹的球隊來季面臨散
班，連主帥梁志榮亦坦
承球隊前途未卜。

不過夢想FC 17
日發出聲明讓疑慮一
掃而空，表示來季除
會留在港超角逐
外，更會物色具質
素的外援，配合年
輕球員們組成一
支具競爭力的球
隊，下季會以爭
取冠軍為目標。

“夢想”不滅 尋強援爭冠軍

蘇迪曼盃將開戰 各路勁旅抵邕
林書緯訪港挑機東方龍獅
剛於台灣超級籃球聯賽（SBL）帶

領富邦勇士首次贏得總冠軍的Red Bull
運動員林書緯17日旋風式訪港，與香港
東方龍獅的球員吳松峻、劉子禮及徐遠
成進行3對3賽事，為7月開打的Red
Bull Reign 3人籃球賽拍攝短片、教授3
打3秘技。Red Bull Reign 3人籃球香港
區賽事將暫定於7月27至28日舉行。更
多資訊可瀏覽https://www.redbull.com/
hk-zh/events/red-bull-reign-hk 。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蘇寧宣佈與拉美利斯解約
中超球隊江蘇蘇寧17日發佈公

告，稱與外援拉美利斯解約。公告稱：
經俱樂部與球員協商一致，自即日起江
蘇蘇寧足球俱樂部已與拉美利斯解除運
動員工作合同。感謝拉美利斯為俱樂部
的付出和貢獻，祝福他未來一切順利！
目前俱樂部正在根據球隊技戰術和團隊
要求，進行新外援的挑選工作，進一步
增強球隊實力、提升球隊成績。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長話短說

新華社日內瓦16日電 在16日
進行的瑞士女排精英賽A組最後一場
比賽中，波蘭隊以3：1戰勝德國，
前者也因此擠掉中國隊，晉級準決
賽。

按照本次比賽的規則，小組賽階

段，3：0或者3：1取勝的球隊能獲
得3個積分，而3：2獲勝則只能得2
分。中國隊小組賽兩勝一負，共積5
分。在前兩場比賽過後，波蘭隊積3
分，與德國隊一役，波蘭隊只要在四
局以內戰勝德國，即可闖入4強。

當天的比賽，波蘭隊接應斯馬澤
克拿下全場最高的27分，幫助球隊
以3：1拿下德國，波蘭隊也因小分
優勢超越日本獲得A組頭名。B組兩
場比賽，意大利以3：1擊敗瑞士，
土耳其3：1戰勝泰國。

準決賽中，意大利對陣日本，波
蘭隊則將與泰國隊交鋒。中國隊和土
耳其爭奪第五名。

中國女排無緣瑞士賽四強

■■ 夢 想夢 想 FCFC
小將林衍廷小將林衍廷
（（右右））今季今季
進步不少進步不少。。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李宗偉李宗偉（（紅衫紅衫））已恢復訓練已恢復訓練，，但仍缺席但仍缺席
蘇盃蘇盃。。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瑞士女排精英賽瑞士女排精英賽，，中國隊無緣出線中國隊無緣出線。。

■■現時並列射手榜榜首的洛迪古斯現時並列射手榜榜首的洛迪古斯（（藍衫藍衫））下季可能會轉會至傑志下季可能會轉會至傑志。。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 攝攝

■■盛傳慕沙盛傳慕沙（（橙衫橙衫））將成為洛迪古斯的繼任人將成為洛迪古斯的繼任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 攝攝

■■飛馬的查維斯飛馬的查維斯（（左左））在聯在聯
賽取得賽取得99個入球個入球。。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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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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9日 Sunday, May 19,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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