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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家 名 店
許氏蟲草皇雙龍禮盒 父親節特惠

買2盒
送1盒

許氏德州經銷專賣店
Dallas
達拉斯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Mau Phuoc Duong
Grand Prarie
香港超級市場
Plano
H&S World 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H&S World 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陽光旅行社

972-235-2288
972-496-4372
972-988-8811
972-699-1681
214-998-0977
972-758-9588

YiYiHerbs
大華超級市場(99 Ranch)
Houston Bellaire
永盛圖書百貨公司
仁安堂花旗參茸中藥行
盧林中醫診所
德信行
中國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德聖堂

972-666-8188
972-943-8999
713-271-8186
713-270-4611
713-774-5558
713-995-8530
713-988-5200
713-988-5864

參茸城
香港海味城
燕窩城
燕補堂
仁濟中醫針灸所
聯發行L&P
大中華超市
百佳超級市場
惠康超級市場

917-365-1688
713-772-2889
713-776-2888
713-772-7888
713-271-0488
713-995-9138
281-501-1820
713-270-1658
713-270-7789

Houston香港超級市場
百利草藥
NHAN HOA HERBS 仁和藥行
Houston Area
越華超級市場
萬和堂中藥行
家樂超級市場
大華超級市場(99 Ranch)
大華超級市場(99 Ranch)

281-575-7886 Austin
281-988-8500 天地人參茸行
281-776-9888 恆豐
San Antonio
832-298-9321 亞洲市場
281-988-8338 Tim's Oriental Market
281-313-8838 College Station
713-932-8899 BCS Food Markets
281-980-6699

512-467-8888
512-719-3864
210-681-8688
210-523-1688
979-695-6888

713-981-8868
21 IATAN
ARC專業

週年

2019 王朝旅遊董事長帶隊

全球郵輪★全球簽證★護照更新

旅行社 中國簽證$170★公證★認證★

$0江南游/$399機票回上海/台湾/越南
9月雙水鄉黃山武夷山雲貴純玩團$2198 美西、美東、黃石 折扣高達
22%
10月北歐冰島童話遊輪16日$1999起
德州、美国境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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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韓國12日溫泉雪岳山團$1980 (全包價)

歐洲/埃及/非洲/坎昆
馬爾代夫等全球旅遊團

太空中心門票$16

aaplusvacation.com 6918 Corporate Dr, A14, Houston(中國城敦煌廣場側)
T07_ALL AM TRAVEL王朝旅遊1234567C_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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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創校百年願景基金募款餐會
( 本報訊）臺大校長管中閔將於
臺大校長管中閔將於 7 月中再度訪問休斯頓
，這次他的目的除了要答謝此間僑社過去對他和臺大的支持
以外，
以外
，主要是募款
主要是募款。
。希望僑界朋友能一本過去的支持熱情
希望僑界朋友能一本過去的支持熱情，
，
為臺大和臺灣高等教育的前途，
為臺大和臺灣高等教育的前途
，踴躍響應捐款
踴躍響應捐款。
。以下是臺大
為這個募款活動所特別提出的訴求：
為這個募款活動所特別提出的訴求
：
臺大即將於 2028 年邁入創校百年
年邁入創校百年，
， 我們正全力投入提
升臺大國際競爭力，
升臺大國際競爭力
，朝 「亞洲旗艦
亞洲旗艦、
、世界頂尖
世界頂尖」
」的目標邁進
，期以學術領航的高度
期以學術領航的高度，
，提升臺灣整體高教水準
提升臺灣整體高教水準，
，為國家永
續發展奠基！
續發展奠基
！臺大的創校百年願景
臺大的創校百年願景，
，極需您共襄盛舉
極需您共襄盛舉！
！我們
特設 「臺大創校百年願景基金
臺大創校百年願景基金」
」，期盼匯集您的捐款與支持
，協助臺大向上提升
協助臺大向上提升，
，邁向下一個更輝煌的百年
邁向下一個更輝煌的百年!!
師資延攬
全面留才–實施彈性薪資加給，
全面留才–實施彈性薪資加給
，降低與國外薪資差距
降低與國外薪資差距，
，
活化研究與教學動能
重點攬才–積極爭取重要領域具領導地位的學者，
重點攬才–積極爭取重要領域具領導地位的學者
，增加獎勵
與研究經費補助
人才培育
爭取菁英–爭取國內外優秀高中生就讀臺大，
爭取菁英–爭取國內外優秀高中生就讀臺大
，為臺灣培
養各領域人才
擴大希望–投入資源擴大培育弱勢學生，
擴大希望–投入資源擴大培育弱勢學生
，落實臺大社會
責任
未來教育–啟動跨領域學習，
未來教育–啟動跨領域學習
，創新課程變革
創新課程變革，
，建立新型
態大學學習系統
國際連結
希望出航–締結國際一流姐妹校，
希望出航–締結國際一流姐妹校
，補助學生出國交換
補助學生出國交換，
，
拓展國際視野
聯合學位–擴大國際雙聯與三聯學位，
聯合學位–擴大國際雙聯與三聯學位
，協助學生取得跨

國認證之畢業證書
全球實習–協助學生至世界各大企業實習，
全球實習–協助學生至世界各大企業實習
，強化跨國移
動競爭力
校園發展
人文大樓–提供都市活動及社區發展的交流平台，
人文大樓–提供都市活動及社區發展的交流平台
，展現
臺大的人文美學精神與開放價值
師生宿舍–提供師生安全便利與舒適優質之住宿環境
在臺大休斯頓校友會的策劃下，
在臺大休斯頓校友會的策劃下
，一個募款餐會已訂於七
月二十日上午 11 時在珍寶樓舉行
時在珍寶樓舉行。
。 管中閔校長將蒞臨發表
演說，
演說
，闡述他對這個百年願景的執行策略和募款的計劃
闡述他對這個百年願景的執行策略和募款的計劃。
。因
為管校長希望從臺大做起，
為管校長希望從臺大做起
，發揮臺灣學術龍頭的角色
發揮臺灣學術龍頭的角色，
，為臺
灣整體高教水平與國家競爭力的提升做出貢獻，
灣整體高教水平與國家競爭力的提升做出貢獻
，所以募款的
對像不僅針對臺大的校友，
對像不僅針對臺大的校友
，同時也包括所有關心台灣高等教
育的各界人士。
育的各界人士
。
餐會的費用分為每人 100
100，
，200
200，
， 300
300，
， 500 及 1000 元；
或每桌 1000
1000，
， 2000
2000，
， 3000
3000，
， 5000 及 10000 元 。 為方便起見
，校友會歡迎有意者以認桌方式
校友會歡迎有意者以認桌方式，
，承諾餐桌並自行邀請同桌
友人。
友人
。
有 興 趣 報 名 者 請 至 https://forms.gle/nmGSV
https://forms.gle/nmGSVLtzJTitp22vR
LtzJTitp
vR66 ; 或有問題者請發電郵給 ntuaah
ntuaah22alumni@gmail.
com ; 或電詢 羅茜莉
羅茜莉((832
832-655
655-7598
7598))。 有意捐款但不參加餐
會者可將支票開給 NTUAAH, 並請附上聯絡資料以開收據
並請附上聯絡資料以開收據,,
寄到 P. O. Box 231172
231172,, Houston, TX 77223
為擴充募款的方式，
為擴充募款的方式
，餐會同時也將有無聲拍賣和現場拍
賣。有意捐獻物品以供拍賣者
有意捐獻物品以供拍賣者，
，請以上述方式與主辦人聯繫
。
敬請參閱此次募款餐會的海報。
敬請參閱此次募款餐會的海報
。

美南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 2019 年獎助學金得主名單揭曉
年獎助學金得主名單揭曉::
( 本報訊）今年的獎學金得獎者
總共錄取 28 名高中生及 13 名大學生
。總計發出七萬七仟元獎助學金。
1. 校聯會傳統獎學金，錄取六名
，每名一仟元。學業成績獎二名，得
獎者是: 魏若丞、於凱文。領導才能
獎取一名：王玉潔。課外活動獎三名
：徐雨晴、李子龍、蔡崇高。
2. RLC 基金會助學金，金額共計
一萬五仟元。得獎者是：劉家昕、縱
馳宇、談建亨 每名三仟元、文秋雯、
佘崇華、馬寶霜 每名二仟元。
3. 張東朝先生及夫人紀念獎學金
， NSBB Charitable Fund 提供，金額
共計一萬元。名額五名，每名二仟元
，得獎者是：黃羿翔、王敏菲、蔡怡
親、顧茗峰、周政。
4. 休士頓臺北幸安小學校友會獎
助學金, 幸安小學同學會提供，金額

共計一萬元。得獎者是：馬寶雪、李
誼瑄、王荷白，每名二仟元。杜玉玲
、林若雅、Christopher Bender、Emma Bender，每名一仟元。
5. 林瑞發先生紀念獎學金，台灣
大學校友林宗生先生為紀念父親林瑞
發先生而設，金額三仟元。得獎者是
：薛沛恩。
6. 劉楊秀鶴女士紀念獎學金，政
治大學校友劉旭強女士為紀念母親劉
楊秀鶴女士而設立的，金額三仟元。
得獎者是：Josselin Chevalley。
7. 馬驥驃博士紀念獎學金、銘傳
大學校友胡小蓮女士為紀念先生馬驥
驃博士所設，金額三仟元。得獎者是
：張舜喬。
8. 范增瑩女士紀念獎學金，台灣
大學校友蔡亞麟先生為紀念夫人范增
瑩女士所設。金額三仟元。得獎者是

：社區服務獎 陳傑仁。
9. 凌坤女士紀念獎學金，台灣大
學校友陳碧雲女士為紀念其母親凌坤
女士而設立，金額三仟。得獎者是：
Kyle Vu。
10. 顧志慧女士紀念獎學金，淡
江大學校友吳曉農先生為紀念其妻顧
志慧女士所設，金額三仟元。得獎者
是：陸冠汶。
11. 樓迪善將軍及夫人紀念獎學
金，台灣大學校友樓一中先生為紀念
父母親樓迪善將軍及夫人所設。金額
一仟元。得獎者是：學業成績獎 顏偉
宗。
12. 夏元治先生及夫人紀念獎學
金，台灣大學校友夏慧芸女士為紀念
父母親夏元治先生及夫人所設。名額
二名，每名各一仟元。得獎者是：學
業成績獎 施彥銘、社區服務獎 盧辰

。
13. 王財興先生王袁杏月女士紀
念獎學金，銘傳大學校友王慧娟女士
為紀念其父親王財興先生，母親王袁
杏月女士所設，金額一仟五佰元。得
獎者是：劉安琪。
14. 張玉瑩女士紀念獎學金，文
化大學校友黃登陸先生為紀念夫人張
玉瑩女士而設、金額一仟元。得獎者
是：社區服務獎 張以薇。
15. 台北科技大學校友獎學金，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校友劉素雲女士所
設，金額一仟元，得獎者是：課外活
動獎 田凱文。
16. 謝文治教授及夫人音樂紀念
獎學金，藝術大學校友謝家鳳女士為
紀念父母親謝文治教授及夫人所設。
金額二仟元。得獎者是：陳怡凡。
17. 石山地產音樂獎學金，石山

地產, James and Leeshan Birney 莊麗香
女士提供、金額二仟元。得獎者是：
朱浠慈。
18. 校聯會華裔青年從政獎學金
，金額二仟元。得獎者是：陳湋鎛。
19. 校聯會華裔青年領導才能/社
區服務獎學金，金額二仟元。得獎者
是：林之昫。
20. 校聯會 國際臺北大師星秀音
樂節獎學金，休士頓臺北幸安小學校
友會提供，金額三仟五百元。得獎者
是：樊世雯。
美南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三十二
週年， 年會及獎助學金頒發典禮定於
六月二十二日， 星期六，晚上六時，
在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隆重舉行
。獎學金及年會有關事誼，請洽鄭大
展 281-919-9576。

休城畫頁

佛光山中美寺2019
佛光山中美寺
2019慶祝佛誕節暨母親
慶祝佛誕節暨母親
節園遊會

小朋友表演歌唱。
小朋友表演歌唱
。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

梅路村博士（左 ）與來自山東青島的遠客陳亮
梅路村博士（
與來自山東青島的遠客陳亮（
（右
）與中美寺捐給警察局的兩匹駿馬及警官合影
與中美寺捐給警察局的兩匹駿馬及警官合影。
。

食品攤位很多是全家出動。
食品攤位很多是全家出動
。

小朋友在義賣攤位現場自得其樂。
小朋友在義賣攤位現場自得其樂
。

少林寺文化中心的弟子武術表演。
少林寺文化中心的弟子武術表演
。

義賣攤位美食十分豐富。
義賣攤位美食十分豐富
。

園遊會現場好歌表演不斷，觀
園遊會現場好歌表演不斷，
眾大呼過癮。
眾大呼過癮
。

少林寺文化中心的弟子武術表演。
少林寺文化中心的弟子武術表演
。

「少林寺文化中心
少林寺文化中心」
」 的負責人釋
延禪（右 ）被主持人特別介紹
延禪（
被主持人特別介紹。
。

現場觀眾十分投入。
現場觀眾十分投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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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鐵飯碗是專業技術 + 能力
通過 CCIE 認證找到年薪 6 位數的工作

(本報休斯頓報導) 在美國，職場隨
著政策與新技術而不斷改變，一波又一
波的大浪，讓華裔朋友在工作岡位備受
艱辛，擔心被裁員。然而，也有一些人
氣定神閒，完全不受風浪影響，仔細瞧
瞧這幫人具備什麼資格？他們身懷專業
技術，抱有頂級認證，大把的工作等著
他們，因為人才需求量高，是他們在選
工作，這些人就是具有 CCIE 認證的互
聯網專家。
據悉，有 CCIE 這張證照的人，與
全球眾多的電腦網絡工程師比起來少之

又少，只有 1%的比例。但是，有這張證
照後，在找工作的時候超級管用，並且
擠身公司高階之位，與之互動的都是高
層人士。
什麼是 CCIE?
CCIE 是 Cisco Certified Internetwork Expert，Cisco 互聯網專家，是網
絡界公認的最高認證。
Cisco 認證系統分為評估（Associate
） 、 專 業 （Professional） 、 與 專 家
（Expert） 三 個 等 級 ， 而 CCIE （Cisco
Certified Internetwork Expert）是最頂級

的 ， 包 括 Routing and Switching、 Service Provider、 Security、 Voice， Storage
Networking 等五大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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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單位等，在
徵求互聯網人才時常把 CCIE 列入條件
要求。
有趣的是，根據一位取得 CCIE 十
多年經驗的專家說，只要能念大學，決
心學習，即使是一張白紙沒有專業背景
的人，經過培訓，也能成功取得這張黃
金證照，其實不是那麼難， 「有人帶」
才是重點，要有方法去學這門技術。
網路技術的金領，人才缺口很大
目前全美有 CCIE 認證的人只有一

萬多，需求量高，人才缺口很大，對於
留學生而言，雇用互聯網專家的都是大
公司、或政府單位，未來能解決身分問
題，更是利多。
一位 CCIE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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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能拿到 CC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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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讓未來生活不
無聊、有極大的發展空間。
另一位剛剛考過 CCIE 證照的 Z 先
生表示，畢業後求職過程一直不順利，
好幾個月都沒有找到工作，所以決定轉
行，走互聯網的行業。慶幸的是，培訓
中心有人 「手把手」的教，理論與實務
並進，經過幾個月的耕耘與努力，他通
過 CCIE 考試，拿到這張讓人稱羨的黃
金證照。更讓他開心的是，已經順利找
到工作，薪資非常滿意。
一對一教導 手把手提攜
想要擁有 CCIE，最快的方式是由
專業培訓中心有條理的、一對一的教導

，學生從理論與實務兩方面同時做準備
。
Z 先生表示，在培訓中心，要接受
800 小時的培訓。每位學生都有三位老
師培訓，一位培訓實務操作，一位教理
論，另一位幫忙學生通過證照後未來找
工作。
為自己創造加薪的機會！如果您目
前正在找工作、不滿意現有工作、或是
在留學中，不妨考慮取得一張 CCIE 證
照，在競爭激烈的職場中，能幫助你脫
穎而出，突出專業技術，輕鬆找到年薪
十萬美元以上的工作。 詳情可洽
301-509-1137。

聯合健保亞裔資訊中心公益講座
6/6 主題 「解決人際關係矛盾的心理關鍵
解決人際關係矛盾的心理關鍵」
」
(本報休斯頓報導) 生活中，有許多方式可
以讓身心變得更健康，聽演講就是其中之一。
為了服務社區，提供更有價值的健康資訊，聯
合健康保險休士頓亞裔資訊中心陸續舉辦多場
公益演講，嘉惠民眾。在進入初夏的六月，亞
裔資訊中心將舉辦 2 場健康講座，內容非常精
彩。6 月 6 日(週四)上午 10 點邀請施慧倫博士
主講 「解決人際關係矛盾的心理關鍵」。6 月
20 日(週四)上午 10 時舉辦 「痛症纏身?認識幹
細胞疼痛新療法」講座，由陶慶麟醫師主講，
都是分享有關身心健康的知識，幫助聽眾邁向
健康快樂，歡迎踴躍參加。
在 6 月 6 日(週四)的 「解決人際關係矛盾的
心理關鍵」講座中，將幫助大眾紓暢心胸，每
個人在生活中都會遇到困難的人際關係，尤其
是在家庭和同事之間，如何面對和解決這些矛
盾呢？這是生活和諧美滿的關鍵！施慧倫博士
將與民眾共享簡單有效的心理溝通法，使您能

夠保持心理暢通，減緩矛盾和隱患。施慧倫博
士是身心靈成長專家，四月份在聯合健康保險
的演講座無虛席，甚受好評，民眾可要把握機
會。
聯合健保亞裔資訊中心的工作人員亦在講
座後協助解答相關的健保資訊。亞裔資訊中心
的經理表示，亞裔資訊中心每月會舉辦系列演
講，分享更多有關健康、理財、保險、法律、
或是其他年長者關心的議題，也歡迎居住在德
州的紅藍卡受益人、白卡持有人、和提供照護
者前來資訊中心，瞭解聯邦醫療保險計劃的選
項。
講座地點在聯合健保休士頓亞裔資訊中心
， 地 址 是 10613 Bellaire Blvd., Suite A-250( 位
於二樓), Houston, TX 77072。華語查詢專線：
1-866-868-8988 (辦公時間: 週一至週五，上
午 9 時至下午 5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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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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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願猛龍奪金冠

楊楚楓
內子對我的寫作風格，有句十分中用的句語，就
是我似 「火麒麟」，週耳癮」。我因為既專長作世事
政論分析，也對經濟歷史時有月旦。至於影壇電視、
坊間名人軼事、到球壇賭場風雲，都愛順手拾來，便
成文章發表。而每年 5 月下旬，我多會揮毫抒發一下
自己對美國籃球聯賽的看法。我比喻自己是 「一年一
度燕歸來」，我可以大半年不談籃球錦標賽賽程，不
過到了年中此刻，正是美國籃球聯賽 NBA 的冠軍爭
霸戰開始, 而自小自己己是港澳籃球迷的我，對現今
身處世界籃球頂峰的美國，又焉能失之交臂呢？
且說美國籃球錦標賽 NBA 已進行了 72 年，在這
漫長的冠軍寶座爭奪戰中，都是由美國東西兩岸的分
組勝利隊伍，在最後一刻，相互對打 7 塲後，能夠脫
穎而出者，才成為當年的美國籃球聯賽金冠人馬。在
四分之三的籃球世紀中，冠軍隊伍一向都是由美國手
執牛耳，鄰近的加拿大，墨西哥，從來都沒有打入決

賽範圍。直至 3 年前，加拿大
多倫多的猛龍隊，曾於 2016 年
打進東部決賽，但很快便輸給
了美國騎士隊。所以有位球評
家表示： 美國籃球員是一隻手
拿著金杯，另一隻單手拍球來比賽的。
幸好世情總會有變。 5 月 25 日晚，多倫多猛龍隊
自建隊 24 年以來，首次打入 NBA 總決賽。猛龍隊當
晚的勝利來之不易。之前猛龍隊在與雄鹿隊的 6 場對
決中，首先就輸掉了 2 場比賽，週六晚的第 6 場比賽
對猛龍隊而言，生死攸關。而在當晚上半場中，猛龍
隊以 43 比 50 落後。第三節中段，雄鹿隊更領先 13 分
。
不過就在這危亡時刻，比賽卻出現戲劇性改變，
猛龍隊開始發力。第三節結束時，猛龍隊縮小比分差
距至 5 分。在比賽還剩 6 分 46 秒時，雷納德一陣猛攻
，把猛龍隊比分提高了 8 分，觀眾頓時瘋狂。
猛龍隊最後在比賽后半段鎖定勝局，以 100 比 94
擊敗雄鹿隊，以 6 場比賽 4 比 2 的成績獲得東部冠軍，
並晉級總決賽。
猛龍隊成立於 1995 年，在 NBA 球隊中，是最年
輕的一支球隊。 20 多年來，猛龍隊表現並不出色，
但自 2014 年以來，猛龍隊在多倫多開始復興。 50 勝
賽季已經成為常態，球隊的紀錄不斷刷新，球迷們期
待猛龍隊在常規賽能取得勝利。
雷納德於去年才來到猛龍隊效力，表現非常出色
。多倫多球迷們對他的熱愛與日俱增。此次，他帶領
猛龍隊打進 NBA 總決賽，給球迷們留下了終生難忘
的回憶。 2014 年，雷納德曾在德州聖安東尼奧馬刺
隊效力，該隊當年獲得 NBA 總冠軍，雷納德被評為
總決賽最有價值的球員。

政
政海
海 韓國瑜大型造勢 蔡英文四大皆空
楓
楓聲
聲 楊楚楓

今年 5 月
，台灣總
統蔡英文
執政滿三週年，中國國民黨日前舉行記者會，黨主席
吳敦義表示，民進黨在政治、經濟、對外及兩岸、社
會四大方面，全都不合格，促蔡英文在明年一月十一
日前，將功贖罪，讓給國民黨重返執政，必建立和諧
社會。國民黨在“蔡當局執政三週年施政總檢討”的
記者會，智庫及台灣立法機構黨團成員皆有出席，大
家針對政治、經濟、對外及兩岸、社會四大方面進行
總評。
國民黨表示，民進黨三年執政下，多個部門機
關都淪為政治打手，獨立機關成為笑話。蔡英文推動
針對性、選擇性軍公教年金改革，違反法治原則，打
擊軍公教士氣。
國民黨更提出兩黨執政的重要經濟數據比較。
國民黨二○○八年至二○一五年執政時，經濟增長率
平均百分之二點八三，世界競爭力平均排名為十一點
五名；而民進黨執政的二○一六年至二○一八年，經
濟增長率平均百分之二點四，二○一八年世界競爭力
跌至十七名。經濟與競爭力雙跌。
觀光方面，國民黨執政時來台人數增長率平均
為百分之十四點○六，二○一五年觀光外匯收入四千
五百八十九億元（新台幣，下同）、觀光總收入八千
二百億元；但民進黨執政後，來台人數增長率平均僅
百分之一點九七，二○一七年觀光外匯收入剩三千七
百四十九億元、觀光總收入七千八百億元。
此外，對外關係方面，國民黨執政八年才損失
一個“邦友”，民進黨執政三年己損失五個“友邦”
吳敦義指出，國民黨用客觀、實際的數據向外界說明
，民進黨執政三年來在各方面都交出不合格的成績單

。明年一月十一日領導人“總統大選”以前，促請蔡
英文能將功贖罪，不要讓公司倒閉的數量那麼多、不
要宣稱維持兩岸現狀卻變成僵局、不要讓國際空間繼
續萎縮。
吳敦義強調，在上半場“九合一”選戰中，國
民黨打得不錯，現在下半場非常重要；國民黨若重返
執政，將建立公益和諧、繁榮均富的社會，希望民眾
用選票讓民進黨下台。
回顧一下自蔡英文當局上台以來，拒不承認代表
一個中國的 「九二共識」，在 「去中國化」的道路上
，越走越遠。 5 月 22 日，島內深綠智庫發佈的最新民
調顯示，蔡英文支持度僅為 34.5%，不滿意度達 53.9%
，同時，多達 55.5%的民眾不支持其連任。
大陸國台辦發言人多次指出，堅持一個中國原則
，是國際社會的普遍共識，是人心所向，大勢所趨。
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神聖領土的一部分
。任何企圖製造 「兩個中國」、 「一中一台」、搞
「台灣獨立」的行徑都是沒有任何出路的，也必將遭
到全體中國人民的堅決反對。
近期蔡英文似乎放棄市場，改而攬住戰場，客觀
上引台沉淪。何以見得？
且看美軍兩艘軍艦於五月廿二日，再次通過台
灣海峽，這是美艦不足一個月內第二次、今年以來第
五次，以及自去年七月以來，第八次公開高調通過台
海。在台灣地區即將迎來“大選”、民進黨蔡英文當
局民望低落下爭取連任，以及中美貿易爭端懸而未解
，美國封殺華為等一系列事件疊加之際，美艦頻密高
調過台海，挑戰中國大陸的一中原則.
就在美軍和台灣防務部門高調公佈兩艘美國軍
艦通過台灣海峽當日，台軍亦出動廿二艘水面艦艇、
廿二架次戰鬥機，在台灣東部海域執行所謂“戰備訓

JY家庭全科及急症
主 治
高 血 壓

急 症

婦 科 病

感 冒

尿 路 炎

糖 尿 病

兒 科 病

咽喉痛

關節注射

高 血 脂

老年癡呆

鼻竇炎

動物抓咬傷

常見皮膚病

骨質疏鬆

腹 瀉

清創縫合

皮膚活檢

憂 鬱 症

角膜異物清除

移 民 體 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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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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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832)433-7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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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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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龍隊此次打進總決賽，也是 NBA73 年以來，
首支非美國球隊進入決賽。不過絕大多數的球評家表
示： 不管金州勇士有沒有主將杜蘭特，（他因傷已
停戰大半月）都是今年 NBA 冠軍的大熱門，大多數
球評家都說，勇士可以六場或七場擊敗恐龍。勇士大
熱,奪冠機率 57% ，而恐龍 只能爆大冷，僅得 43%勝
選。大多數球評家都說，勇士可以六場或七場擊敗恐
龍。
NBA 總決賽己定於 5 月 30 日(週四)開打，（本文
週日刋出時，首塲結果己公開了。）由於勇士常規賽
只贏 57 場，而恐龍贏 58 場，所以恐龍有主場之利，
第一和第二場先在多倫多舉行。勇士雖說是作客多倫
多，但勇士連勝兩仗的機會仍然濃厚。基本上，球壇
普遍看好勇士，美國馳名的統計和預測網站 「
538」
，及賭城拉斯維加斯的賭盤也一致認為，勇士無可避
免是大熱門。 Sportsbook 的勇士賠率是，下注 320 元
買勇士奪冠，如果勇士真的勝出，才可以贏到 100 元
；恐龍的賠率則是：下注 100 元買恐龍贏，如果恐龍
意外勝出，就可以贏到 160 元。可見兩隊的不同盤口
。
有綫體育電視 ESPN 邀請的大多數球評都預測，
勇士可以擊敗恐龍，但對恐龍沒有對拓荒者時那麼輕
鬆，可以四場橫掃，可能要六場甚至七場才能擊退恐
龍。
對於杜蘭特能否上場的問題，ESPN 多數球評都
認為，勇士有沒有杜蘭特都可以擊敗恐龍。杜蘭特在
勇士對火箭的第五場受傷，第六場沒有上陣，對拓荒
者的四場也沒有上陣，但勇士卻打出杜蘭特沒有加盟
勇士前的招牌快攻，不但對火箭的第六場殺退火箭，
而且四場橫掃拓荒者，重拾水銀瀉地和銳利的快攻，
看得球迷大呼過癮，讓不少球迷認為， 「沒有杜蘭特

的勇士更強」。
ESPN 多數球評認為， 「沒有杜蘭特的勇士更強
」是不對的，有杜蘭特才使勇士更強；當然多數球評
也認為，有沒有杜蘭特，勇士都足以擊敗恐龍，勇士
的 「四人幫」，即柯瑞、湯普森、格林和伊戈達拉，
已足夠殺退恐龍。恐龍主將是 2 號的雷納德，伊戈達
拉擅長防守，由他守雷納德，恐龍的威脅將可減少。
寫到這裡，我個人的直覺，似乎聽到有讀者在坊間問
我： 「既然猛龍是輸梗，你楊某人又為什麼在今次文
章的題目上，偏偏一下 「我願猛龍奪金冠」的標題呢
？問得好。請諸君細聽我的根由。
但 凢一樣體育運動競賽，我最不喜愛的便是年年冠
軍都是同一隊、以至同樣一個人。因為這樣會做成球
迷一種厭惡性、一種失落感。勇士己取勝了 4 屆。加
州球迷當然希望年年如此。但廣大的他市球迷 ，就
希望有所突破，所以中國古人早有建地地說： 「江山
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五百年」。
另一個叫我支持猛龍的更重要的原因，是台灣人
林書濠是猛龍的球員。林氏雖說不是正選，但他是唯
一一個隊中的華人，我跟他同文同種，支持他的球隊
猛龍奪冠，理所當然，一如早年中國 「移動長城」姚
明出現在我休市火箭隊一樣，為火箭吶喊歡呼，順理
成章！
最後一個偏幫猛龍的因素，是跟休市賴清陽律師
有關。本人跟賴律師相識於上世紀八十年代，林書濠
能夠出戰 NBA, 是賴律師慧眼識英雄，早在林書濠在
哈佛大學唸書時，賴律師己看出林氏不是池中物，早
晚可在 NBA 揚名立萬。現今林書濠所屬的猛龍正欲
攀登高峰，若能得償所願，我與賴清陽律師，當然飲
得杯落矣！

練”，並實施實彈射擊。是次軍演除了去年剛入列
、購自美國的二手“佩里級”雙艦外，台空軍三型
主力戰機也實施“雲母”、“魔法”、“劍一”等
實彈射擊。這也是五年來台軍最大型的海上公開演
習。一時之間，台灣週邊海域艦影幢幢，炮聲轟鳴，
硝煙瀰漫。
台灣民進黨蔡英文當局，上台三年政績乏善可
陳，借改革之名行鬥爭之實，所作所為，致令民生凋
敗，社會動盪，民怨四起，民望持續探底。蔡英文目
前不但面臨國民黨有意參選的高雄市長韓國瑜、鴻海
集團董事長郭台銘的強勁挑戰，更面臨黨內“獨派”
逼宮要求放棄連任，以及前台灣行政機構負責人賴清
德的纏鬥，爭持不下，深陷初選規則爭議泥潭，內外
交困，爭取連任之路舉步維艱。
面對困境，蔡英文當局透過展示武力，挑釁大
陸，不斷升高兩岸對抗，甚至為了討好美國、爭取支
持，主動配合美國打壓大陸的動作，更不惜工本，大
張旗鼓地搞大規模的海空聯合軍演，利用軍事效應，
博取政治資本，以期藉此塑造“強有力”的政治形象
，鞏固深綠陣營選民的支持，掃除民進黨內提名的障
礙。
然而，蔡英文當局配合美軍打壓大陸，升高兩
岸對抗，必然招致大陸維護領土和主權完整的維權行
動進一步升級。近年大陸解放軍軍艦、軍機頻繁繞台
飛行、遠海航訓，織密維護領土完整、反分裂和反外
力干擾主權的軍事網，短時間內分別在南海和青島舉
行大規模的海上閱兵，解放軍軍機早前更罕有地在台
海巡航期間靠近台灣飛行，即是明證。五月五日至十
日，解放軍更在台灣海峽附近的浙江三門至南麂列島
以東海域, 進行為期六天的年度實彈射擊演習，展示
遏制“台獨”、反分裂和維護兩岸和平統一的決心。
蔡英文當局為一黨一己選舉之私，置台灣民眾
求和平、打造兩岸共同市場拼經濟的良好願望於不顧
，漠視民意，罔顧台灣民眾生命財產安全，甘心淪為
美國打壓大陸的棋子，窮兵黷武，引狼入室，搞亂台

海和平，製造地區軍事緊張局勢，恐將斷送“九合一
”選舉以來台農產品銷往大陸熱絡、陸客增加、兩岸
城市交流回暖的良好勢頭。蔡當局與美對抗大陸，棄
市場攬戰場，必將台灣推入沉淪險境。
然而 「台灣要和平 人民要幸福 。」此乃不爭事
實。幸好際此台海風雲變色之際，天降韓國瑜驟然出
現，為民請命，今有挺韓團體於六月一日下午二時，
舉辦一個大型造勢大會，“決戰二○二○、贏回台灣
” 。當天，高雄市長韓國瑜預計下午五時也將以未
來的“庶民領導人”身份，在二千支氣笛喇叭助陣下
大進場，為高雄市民、為台灣島民，發表重要演說。
之前韓國瑜在接受中外傳媒訪問時證實，他一定會親
自出席這場活動。
這場活動被視為韓國瑜首場台灣地區領導人初
選造勢，預計動員十萬人要塞爆凱達格蘭、景福門前
造勢現場。據了解，此活動由財團法人博愛文化基金
會申請路權，希望為韓國瑜造勢，訴求“台灣要和平
、人民要幸福”，警方已核准該場活動路權申請。
據知情人士表示，韓國瑜預計將發表半小時懇
託致詞，屆時除會說明這幾個月來決定參選領導人的
心路歷程，以及具體未來規劃，也會就各界關心的問
題正面回應。
主辦單位目前規劃，活動將會由台北市議員戴錫
欽、王鴻薇、王欣儀與新北市議員唐慧琳主持，屆時
預計將有黨籍民代、企業代表、社團代表與基層支持
者輪流上台為韓助講，助講前還會播放十分鐘三山造
勢影片，讓現場韓粉重溫去年韓流盛況。
據了解，下週六的造勢活動動員已近完成，知
情人士表示，屆時場面絕不會讓韓國瑜漏氣，人潮一
定塞爆景福門前凱達格蘭大道造勢現場。
韓國瑜今受訪證實，有多個民間團體自發組織
後援會，發起這場活動，並且希望他參加，對於有媒
體質疑韓國瑜曾允諾高雄市議會總質詢期間，不會參
加大型政治造勢活動，韓國瑜回應，他本人會親自出
席這場活動，同時分享自己近日的心路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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繽紛悉尼燈光音樂節揭幕

繽紛悉尼燈光音樂節(Vivid
繽紛悉尼燈光音樂節
(Vivid Sydney)揭幕
Sydney)揭幕。
。這是南半球規模最為龐
大的音樂、燈光
大的音樂、
燈光、
、概念性藝術節
概念性藝術節，
，活動將持續到 6 月 15 日。圖為悉尼歌
劇院現場。
劇院現場
。

韓國民眾接受海難逃生訓練

德國海象寶寶亮相動物園 呆萌可愛

韓方組織駐韓外國媒體探訪位於麗水的韓國海警教育院。
韓方組織駐韓外國媒體探訪位於麗水的韓國海警教育院
。近年來
近年來，
，
韓國加強了面對公眾的海上安全、救護教育
韓國加強了面對公眾的海上安全、
救護教育。
。

綜合經濟

制造業加快創新融合
為高質量發展賦能
作為實體經濟的主體，制造業是立
國之本、興國之器、強國之基。它既是
技術創新的主戰場，也是供給側結構性
改革的重要領域。中國經濟要實現高質
量發展，必須有高質量的制造業作為支
撐。當前，盡管外部環境不確定性因素
增多、經濟面臨下行壓力，但在巨大的
國內市場和完整的產業體系支撐下，我
國制造業加快轉型升級，加大創新力度，
推動融合發展，積極提質增效，持續提
升韌性和抵禦外部風險能力，為中國經
濟高質量發展不斷註入新的動能。
2019 年 2 月 14 日，江西旭昇電子有
限公司（吉水）生產車間員工在高度自
動化生產線上監控生產。該公司是壹家
專業從事 PCB（集成線路板）生產的企
業，擁有目前國內最長的 468 米自動化
壹體 PCB 生產線。
加快轉型升級促進優勝劣汰
高質量發展是以質量第壹、效益優
先為原則的發展，而先進制造業是制造
業中創新最活躍、成果最豐富的領域，
也是價值鏈上高利潤、高附加值的領域
，代表著高質量發展的方向。

數據顯示，今年 1-4 月份，高技術制
造業增加值同比增長 8.7%，高於全部規
模以上工業 2.5 個百分點；占規模以上工
業的比重為13.6%，同比提高1個百分點。
高技術制造業投資增長 11.4%，高於全
部制造業投資 8.9 個百分點。新產業發展
的同時，傳統產業技術改造也在加速。
今年以來，制造業技術改造投資保持良
好增長態勢，1-4 月份增長 14.9%，增速
高於全部制造業投資 12.4 個百分點。這
些數字背後，是中國制造業加快轉型升
級的積極行動。
舊產能的淘汰也為新動能騰挪出巨
大空間。2016 年以來，我國各地區紮實
推進重點領域化解過剩產能工作，累計
壓減粗鋼產能 1.5 億噸以上，退出煤炭落
後產能 8.1 億噸，淘汰關停落後煤電機組
2000 萬千瓦以上，均提前兩年完成“十
三五”去產能目標任務。
為了引導企業加快轉型升級，今年
以來，國家政策也在加速落地。4月起，制
造業增值稅下調3個百分點。4月底，固定
資產加速折舊優惠又擴至全部制造業。
在政策的有力支持下，通過積極穩妥騰
退化解舊動能、優化空間布局等多方面

舉措，制造業在“破”與“立”上同時 備、生物醫藥、新能源汽車、新材料等 導的經濟發展階段。經濟增長從主要依
發力，提質增效步伐正在加快。
新興產業集群正在培育。
靠工業帶動轉向工業和服務業共同帶動
數據顯示，今年 1-4 月份，具有較高 ，這種結構性的變化大大增強了中國經
加大創新力度打開發展空間
技術含量和較高附加值的工業新產品產量 濟的韌性和穩定性。推動先進制造業和
創新是中國制造轉型升級的主引擎。 保持快速增長。其中，3D 打印設備、移 現代服務業深度融合，是加快產業結構
積極促進技術創新，是推動制造業高質 動通信基站設備、新能源汽車、城市軌道 轉型升級、實現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轉
量發展的根本動力。今年以來，制造強 車輛、太陽能電池等產品產量增長較快， 變的關鍵，而互聯網則在其中扮演著至
國重點工程深入推進，重大短板裝備、 同比分別增長 358.9%、159.4%、41.1%、 關重要的角色。
關鍵新材料、工業互聯網等補短板工程 32.1%和 17.1%。近 14 億人對美好生活的
隨著數字經濟的蓬勃發展，大數據、
開始實施，人工智能突破關鍵核心技術 “剛需”，是做大蛋糕的不竭動力。制造 人工智能、物聯網等先進技術賦能傳統
“揭榜掛帥”新機制探索建立。目前， 業高質量發展與促進形成強大國內市場有 行業轉型升級，無人倉儲、全場景刷臉
國家制造業創新中心已達 10 家，各地認 機銜接，不斷打開發展新空間。
支付、線上線下壹體的社區生鮮等新業
定並培育了90余家省級制造業創新中心。
態不斷湧現。在服務業供給能力不斷增
加大創新力度，既要以先進制造業
推動融合發展重塑制造模式
強的同時，我國服務業的增長質量也顯
為牽引，也要在傳統產業轉型中找到機
互聯網是中國制造轉型升級的催化 著提升，突出表現在服務業結構不斷優
遇。自 2015 年工信部開展智能制造試點 劑。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物聯網等 化，新興服務業引領作用增強。
示範專項行動以來，已遴選出 305 個智 新型基礎設施建設步伐加快，讓制造業
數據顯示，今年 4 月份，信息傳輸、
能制造試點示範項目，覆蓋 92 個行業類 從以機械化、自動化為主向數字化、網 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生產指數同比增
別、31 個省級行政區；在此基礎上初步 絡化、智能化轉變，重塑了制造業生產 長達到 25.0%，增速比壹季度加快 3.8 個
建成 208 個具有較高水平的數字化車間 和商業模式。今年以來，制造業與互聯 百分點；增速快於全國服務業生產指數
或智能工廠。這些項目智能化改造前後 網融合發展和試點示範持續推進，兩化 17.6 個百分點。新興服務業發展迅速，
對比，生產效率平均提升 37.6%，運營 融合標準體系建設紮實推進。截至 3 月 有力促進新動能加快培育。
成本平均降低 21.2%。
底，工業互聯網平臺數量快速增長，工
推動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既是當前
當前，我國智能制造工程全面實施， 業企業數字化研發設計工具普及率達到 穩增長的重要依托，更關系到增強中國
工業強基工程穩步實施，制造業數字化 69%，制造業“雙創”平臺普及率超過 經濟發展後勁、拓展未來發展空間的大
轉型步伐加快。我國先進制造創新已從 80%。
局。堅持新發展理念，發揮市場在資源
跟跑為主，進入跟跑在加快、並跑在增
推動制造業高質量發展，不僅要從 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引導傳統產業加
多、領跑在湧現的新階段。集成電路、 制造業本身出發補齊短板，還要充分發 快轉型升級，做強做大新興產業，中國
新能源汽車、大型飛機等領域取得壹批 揮現代服務業尤其是生產性服務業的支 制造業將不斷突破瓶頸制約，在實現高
標誌性成果。新壹代信息技術、高端裝 撐作用。當前，我國已經進入服務業主 質量發展的路上行穩致遠。

海內外專家共話“人工智能”：世界將因 AI 產生新壹輪競爭
綜合報導 “世界將因 AI（人工智能）產生新
壹輪競爭。”法國人工智能中心總裁顧海（Antoine Couret）在 2019 中國國際大數據產業博覽會
“人工智能”高端對話上如是表示。
2019 中國國際大數據產業博覽會“人工智能”
高端對話在貴陽舉行，中外與會專家圍繞“AI 賦能
引領未來”為主題展開研討，分享人工智能熱議話
題，對人工智能發展的未來方向提出意見和建議。
隨著人工智能支撐技術的不斷發展，人工智能
從技術平臺走向場景應用，在語音交互、智能制造

、城市出行、醫療教育、智慧家居等越來越多的領
域引發重大變革，但也給未來帶來了壹系列挑戰，
如擔心人工智能“不可控”。
國際計算機學會會士、電氣電子工程師學會會
士裴健認為，雲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已經成為
現在發展最快、最具活力的朝陽產業。人工智能核
心價值是可以通過有效的預測來提高人類駕馭不確
定性的能力，這對企業、對社會和對人類生活都會
產生根本性的影響。
“未來的人工智能技術絕對不會是孤立的、某

個國家的技術，它的發展壹定離不開全世界共同的
努力。”顧海表示，隨著人工智能在工作場所和實
際應用中扮演的角色越來越多，它需要的數據支撐
和技術支持要求也更高。
華為公司副總裁、華為雲業務總裁鄭葉來表示
，以前是人和人產生數據，未來是機器和人交互產
生更大的數據。希望未來能真正實現“機器比妳更
懂妳”，通過提升跨設備、跨場景從整個多場景實
現無縫連接，讓 AI 更好服務人類需求。
小 i 機器人創始人、董事長袁輝則認為：“人

工智能的未來絕對不是在過去，所以現今的理論框
架體系需要去突破和變革，這是至關重要的，”否
則，我們未來會看到相似的應用遍地都是。
國際合作對於人工智能未來的成功是非常重要
，未來 AI 研究，人才也是重要的領域。顧海現場
拋出“橄欖枝”，非常歡迎中國的 AI 人才來法國
工作，並希望能和中國進行合作，創造壹個“以數
據為中心”的數據交換平臺，也希望能與貴州貴陽
加強大數據、人工智能等各方面的合作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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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精彩
節目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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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輿論場》
美南廣播電視台

看電視聽廣播

國內首檔“融媒體＂新聞評論節目，給你不一樣的新聞體驗。

美南國際電視STV15.3為方便觀眾收看，
節目介紹： 「電視廣播合為一體」
《中國輿論場》是CCTV4推出的國內首檔“融媒體”新聞評論節目
不需任何付費，
觀眾可24小時直接收看及收聽該頻道，
。最新輿情，最熱話題，明辨是非，凝聚共識。借助大數據，每天
行車間也可方便收聽，輕鬆獲取美南電視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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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各類國際、社區重大資訊。
，給你不一樣的新聞體驗。
本期主題：挥舞关税大棒，搞科技霸权，美真能独善其身？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播出時間： 1. 掃二維碼(QR code)：
觀眾只要掃描報上的二維碼，
每周日中午12:30首播，重播時間為每周日晚上9:30，
就可連結到美南國際電視，
以及周一早晨8：30 直接在手機上觀看STV15.3。

▲ 節目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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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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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Google搜尋：觀眾只要在Google網站搜尋

「Southern TV- STV15.3 Hou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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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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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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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華時間》

「Southern TV- STV15.3 Hou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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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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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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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節目截圖

《新聞面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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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女排經港珠澳大橋抵港 郎平盛讚宏偉
中國女排香港站 14 人名單：
主 攻：朱婷、張常寧、劉曉彤、李盈瑩
副 攻：顏妮、袁心玥、胡銘媛、楊涵玉
接 應：龔翔宇、曾春蕾
■中國女排
中國女排5
5 月 31
31日抵港
日抵港。
。

大會圖片

二 傳：丁霞、姚迪
自由人：林莉、王夢潔

剛在澳門奪冠的中國女排，5 月 31 日抵港
備戰“國際排聯世界女子排球聯賽”香港站賽
事，主教練郎平日前亦宣佈了今次香港站的 14
人名單，結果國家隊將選擇以澳門站原班人
馬，出戰 6 月 4 至 6 日在香港體育館舉行的賽
事。
在澳門站比賽不失一局奪冠的中國女排，
5 月 31 日早上經港珠澳大橋由澳門抵港，大讚
大橋建設宏偉，車程又快的主教練郎平表示，
希望球隊配合能進一步增強：“香港站的對手
皆非常強，我們要專注於自己；國家隊之前也
訓練了接近兩個月，希望球員間可加強各自的

配合，並達成技術每一場也有所提升方面的目
標。”
在日前對韓國的比賽才首次在今屆世聯賽
正選上陣的朱婷，則談論到今次香港站的三個
對手日本、荷蘭及意大利：“三支球隊均有不
同的打法，例如日本隊防守出色，速度也高；
荷蘭隊則是一支十分全面的隊伍；至於意大利
則屬於個人特點較突出的球隊。”
中國女排 1 日會舉行一個簽名會。至於其
餘三支參賽隊伍，亦會於 1 日陸續抵港及進行
訓練。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浩然

助中國隊獲奧運馬術團體賽資格

■ 華天穿
上馬靴準
備訓練。
備訓練
。
新華社

從法國征戰奧運會預選賽歸來，中國馬術三項賽運動員華天第
二天就回到了訓練場上，開啟征戰東京奧運會的“夢想之旅”，但比
起剛剛獲得奧運資格時的興奮，他心中更多的是憂慮。

“幫助中國隊獲得（馬術三項賽）
奧運會團體賽門票是我多年來
的夢想，這是不可思議的成績，任何話
語都無法描述這樣的歷史性時刻。”坐
在曼徹斯特附近的馬場裡，華天告訴記
者。但是當問到這是否意味着中國隊肯
定會出現在東京奧運會賽場時，他說：
“答案很簡單，不！”

更加豐富的隊伍和馬術運動中比較有發
言權的專業人士。”
華天認為，現在已經到了考慮這
件事情的時候了。“我認為保持選拔的
公開和公正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從長遠
來看，想參與馬術和投資馬術的人越來
越多，如果隊員的選擇看上去有問題，
會給這項運動的發展帶來負面影響。”

有資格未必能參賽

金牌是永遠的夢想

他說，5 月 26 日獲得奧運會資格是
第一步，這只是讓中國隊得到了參賽指
標，就是說，中國隊可以選擇 3 名騎手
參加奧運會，但前提是這三名騎手必須
在四星級賽事中達到國際馬聯規定的最
低參賽標準（MER），達標的最後期
限是明年的 1 月 1 日。“MER 的標準並
不高，但要知道我們上周參加的奧運會
資格賽是三星級的，四星級比賽對騎手
和參賽馬匹有了更高要求。”華天說。
他說：“我們現在需要更多的投
入，更多的馬匹。拿我本人來說，我已
經有足夠數量的馬匹，但其他人不能一
人一騎戰奧運會。”另外，馬術運動出
現意外的可能性太大了。華天的好友、
意大利著名選手彭德爾圖就在里約奧運
會開賽前兩周墜馬骨折，被迫退出了比
賽。“我們全隊經常討論這個問題，也
互相分享參賽的經驗，到目前為止，我
們做得很好。但我們必須保持冷靜的頭
腦，否則一旦達不到最後的要求，後果
將是災難性的。”華天說。
受制於國際奧委會要求增加參賽
國家和地區數量的壓力，國際馬聯去年
對奧運會資格賽做了很大調整，將團體
賽每隊的人數從以前的四人減少到三
人，個人項目每個代表隊最多只能派兩
人參賽。“如果沒有這樣的規則改動，
我們中國隊不大可能有機會獲得參賽資
格。我們非常幸運，但現在機會在手，
我們不能再憑藉運氣前進了。”華天表
示。
由於每隊只能有三名騎手參加奧
運會，而中國隊現在有五名隊員，如何
選拔出最後的騎手對中國馬協也是個挑
戰。華天坦言：“以前我參加的是個人
項目，選拔過程相對簡單，現在獲得了
團體賽資格就有些複雜。從五名騎手中
選三人，我們應該徵求一下國際上經驗

2008 年，18 歲的華天成為歷史上
參加奧運會馬術三項賽的最年輕
騎手，可惜在越野賽中不慎落
馬。華天說，他用了 8 年時間才
能從那次失敗的陰影中走出來。
“北京奧運會之前，我既年輕又
天真，我並不知道我其實什麼都不懂。
我在越野賽第八道障礙落馬，人們眼中
的童話毀滅了，我很久都無法說服自
己。8 年之後，直到里約奧運會，我才
最終走了出來。”
3 年前，華天與坐騎“堂熱內盧”
獲得奧運會第八名，他一直認為進入前
20 就完成了目標。那次比賽一切都非
常順利，運氣也很好。談到東京奧運會
目標，他仍然非常低調。“比起里約奧
運會，我現在信心更足。如果一切都很
順利，再加上一點運氣，也可能會獲得
夢想的成績。”
華天的偶像是英國老將、里約奧
運會場地障礙賽冠軍尼克斯凱爾頓。
“每個騎手的夢想都是贏得奧運會冠
軍。你看一下尼克，他曾摔斷過脖子，
他的臀部做了置換手術，他曾經在多屆
奧運會上距離金牌只有一步之遙，但直
到 58 歲他終於實現了（個人項目奧運
奪冠）夢想。”
“我同樣期待有一個漫長的職業
生涯，將來還會參加很多屆奧運會，如
果上天垂青我，給
我一個奪冠的機
會，那就太好
了。但即使拿
不到奧運會金
牌，我仍然不
會放棄自己熱
愛的事業。”
華天說。
■新華社

愉園升超 主場或遷小西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淦）今季力
壓港會捧走港甲冠軍的老牌球會愉園，已
正式向足總繳交文件及參賽費，來季將首
度參加香港超級足球聯賽。
1950 年成立的愉園是香港其中一間歷
史最悠久的球會，惟 2014 年 1 月有球員涉
嫌收受利益被捕，及後被足總以財政不健
全為理由禁賽，季後被迫降班。1 年後愉園
重組，2016 年球會重新起步，短短 3 年內連
贏丙組、乙組及甲組冠軍，來季得以重返
頂級聯賽。雖然季尾一度傳出球會因資金
問題放棄升班，但據知純屬流言。新一季

班費預算不會少於 1,000 萬（港元），大部
分會由班主陳志實負責。
愉園相隔 4 季後重返職業球圈，會沿用
岑國培、陸冠邦、鮑家耀及甄堅強組成的
教練團，並保留大部分年輕主力，包括潘
文俊兒子潘沛軒等，惟香港五人代表廖億
誠，以及老將李志豪和王景華等將會離
隊。外援方面亦會再作取捨，估計以摩域
治及馬希卡歷留用機會較大。球隊將於 7 月
開操迎接首個港超球季，由於升班球隊沒
有選用球場優先權，有可能被迫以小西灣
運動場為主場。

■華天與坐騎
華天與坐騎“
“巧
克力”。
克力
”。 新華社

■ 華天填
寫當天的
訓 練 日
程。
新華社

■華天在訓練中
華天在訓練中。
。 新華社

黃鎮廷 杜凱琹晉中乒賽混雙決賽
香港乒乓球混雙組合黃鎮廷/
杜凱琹，5 月 31 日於深圳舉行的中
國乒乓球公開賽表現出色，先後在
8 強及 4 強戰擊敗日本和朝鮮組合
殺入決賽，並將於 1 日與中國台北
組合林昀儒/鄭怡靜爭奪冠軍。
黃鎮廷/杜凱琹於5月31日早上
的8強戰，在兩度被追平下先以11：
8、3：11、11：8、10：12、12：10
擊敗日本組合張本智和/石川佳純殺
入4強。到下午的準決賽，黃鎮廷/杜

凱琹的對手為朝鮮組合咸有成/車孝
芯，結果港隊以11：7、7：11、4：
11、12：10、11：4順利勝出，將於
1日與中國台北組合林昀儒/鄭怡靜爭
冠，後者在準決賽以13：11、6：11、
11：8、4：11、11：8擊敗日本組合
丹羽孝希/伊藤美誠晉級。
其餘港隊成員戰果，李皓晴/
蘇慧音在 5 月 31 日早以 3：11、4：
11、5：11 不敵朝鮮的車孝芯/金南
海，在女雙 8 強出局。至於黃鎮廷

則在 5 月 31 日晚男單 16 強戰，以
11： 4、 9： 11、 11： 7、 11： 6、
11：9 擊敗法國球手 Simon Gauzy
過關。
■綜合外電

■黃鎮廷
黃鎮廷//杜凱
杜凱（
（右）
慶祝勝利。
慶祝勝利
。
新華社

廣 告
星期日

2019 年 6 月 02 日

訂座
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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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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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號出口

送$10 元或$12 餐券
請注意：

新開 11:00AM 班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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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7 7 7-9988

所有賭場需21歲以上者才可以上車，需持有帶照片的身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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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四
9：00AM

4 號出口

星期日
10：30AM

送$5 元或$10 餐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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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07_GREATLAND COACH八達旅遊567C_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