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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INT National Bank  
A SBA PLP Lender 
Recently Closed Loans 

SBA Loan-Motel SBA Loan-Gas Stations 
Loan Amount: $3,300,000 

Term: 12 Month Interest Only /  
25 Years Straight payout 

Purpose: Construction/ Term 
Start Up 

Loan Amount: $4,055,000 (Total Five Loans) 
Term: 12 Month Interest Only / 2 

5 Years Straight payout 
Purpose: Purchasing & Working Capital 

Conventional-Gas Station SBA Loan-Motel 
Loan Amount: $1,880,000 

Term: 20 Years Straight payout 
Purpose: Purchasing 

Loan Amount: $2,500,000 
Term: 12 Month Interest Only /  

25 Years Straight payout 
Purpose: Construction/ Term 

Start Up 

Conventional: Retail Condominiums Conventional: Gas Stations 
Loan Amount: $4,350,000 

Term: 8 Month Interest Only /  
25 Years Straight payout 

Purpose: Tenant Improvement/ Term 
CRE Investor Program 

Loan Amount: $3,450,000 (Total 2 Loans) 
Term: 20 Years straight payout 

Purpose: Refinance & Extra Equity for Gas 
Stations purchasing 

 

Conventional: Gas Stations Conventional: Builder line of credit 
Loan Amount: $3,780,000 

Term: 20 years straight payout  
Purpose: Refinancing and Extra Equity for 

Land Purchasing 
 

Loan Amount: $1,700,000  
Term: 12 Month Interest Only 

Purpose: SFR Construction 
Builder Line 

For your Commercial Loan inquiry and SBA Loan inquiry, please contact, 

Ringo Kwan President of International MINT LPO  

Cell Number: 713-560-1588   Office Number: 281-568-8888 ext. 1118    
Email: Ringo.Kwan@themintbank.com  
Address: 10333 Harwin Dr., Suite 630, Houston, TX, 77036 
Headquarters: 1213 Kingwood Dr., Kingwood, TX, 77339 

*優惠至2019年8月31日止。申請費用減免僅適用SBA 7(a)貸款並於放款時抵扣。申請資料必須於2019年8月31日前送達華美銀行，撥款日期最晚為2019年11月30日。可能收取其他費用。貸款產品需遵守華美銀行的申請、核保、

評估及信用審核要求。所有費率、期限、規範及產品如有變動或終止，恕不另行通知。可能適用其他限制。

華美中小企業方案

助您再創事業高峰
不論您需要營運資金或計畫購置商用地產，

讓我們的SBA小型商業貸款為您提供助力，

邁向成功。  

限時優惠

2019年8月31日前申請SBA 7(a)貸款，可獲得高達 

$2,500 的申請費減免優惠。*

詳情請上網 eastwestbank.com/offer19 

或致電 888.245.1756。

SBA小型商業貸款的優勢：

商業地產僅需10%頭款

貸款期較長 = 每月還款額較低

用途廣泛

可用於指定類型的商用地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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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台灣同鄉聯誼會代表一行九人休士頓台灣同鄉聯誼會代表一行九人
前往舊金山參加第前往舊金山參加第4242屆全美台聯會年會屆全美台聯會年會

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

各州各州，，市的台聯會代表持會名看版出列市的台聯會代表持會名看版出列。。圖為休士頓台聯會代表在全美第圖為休士頓台聯會代表在全美第4242屆年會晚宴上屆年會晚宴上。。

休士頓台聯會代表一行休士頓台聯會代表一行（（左起左起））前會長王曉明夫婦前會長王曉明夫婦，，前會長李迎前會長李迎
霞霞，，會長馮啟豐夫婦會長馮啟豐夫婦，，理事郭蓓麗理事郭蓓麗，，前會長陳煥澤前會長陳煥澤。。

休士頓台聯會代表攝於大會現場休士頓台聯會代表攝於大會現場（（左起左起））
理事郭蓓麗理事郭蓓麗，，前會長李迎霞前會長李迎霞，，會長馮啟豐會長馮啟豐
夫婦夫婦,,前會長王曉明夫婦前會長王曉明夫婦，，前會長鄭長祥前會長鄭長祥。。

休士頓台聯會長馮啟豐休士頓台聯會長馮啟豐
在台聯會全美年會上致在台聯會全美年會上致

詞詞。。

休士頓台聯會會長馮休士頓台聯會會長馮
啟豐夫婦啟豐夫婦（（左左，，右右 ））
與大會貴賓與大會貴賓，，國民黨國民黨
籍立委江啟臣籍立委江啟臣（（中中 ））

合影合影。。

休士頓台聯會會長馮啟豐夫婦休士頓台聯會會長馮啟豐夫婦（（右右，，左左
），），與大會貴賓與大會貴賓，，國民黨籍立委陳宜民國民黨籍立委陳宜民

（（中中））合影合影。。

休士頓台聯會會長馮啟豐夫婦休士頓台聯會會長馮啟豐夫婦（（右右，，中中
一一），），與大會貴賓與大會貴賓，，國民黨籍立委童惠國民黨籍立委童惠

珍珍（（左左 ））在年會上合影在年會上合影。。

代表休士頓台聯會的全美繪畫比賽作品代表休士頓台聯會的全美繪畫比賽作品，，在少年組在少年組
獲得第三名獲得第三名。（。（右一右一 ））為休士頓台聯會會長馮啟豐為休士頓台聯會會長馮啟豐
是各地台聯會得獎代表中唯一得獎的男生會長是各地台聯會得獎代表中唯一得獎的男生會長。。

圖為休士頓台聯會會長馮啟豐夫婦在圖為休士頓台聯會會長馮啟豐夫婦在
大會上大會上。。

(本報訊) 7 月 30 日下午，正在 westheimer
與 Kirkwood 路口 HEB 超市購物的休士頓華人
治安聯防自衛隊義工偶然發現一夥長期在中國
城流竄作案砸車窗偷竊搶劫的黑人嫌犯正在停
車埸伺機作案。在進行了一段時間監控後，及
時聯絡警方。休士頓警察局出動了六七臺警車
，十幾名警員對這個犯罪團夥進行了抓捕。一
時在westheimer 和kirkwood 交差口上演了一埸

緊張激烈的埸面。不知情的行車人竟然誤以為
是在拍攝大型警匪追逐電影！
休士頓華人治安聯防自衛隊發起人Hunter 表示
，正是因為休士頓華人的犯罪防範意識的提高
和華人治安聯防微信群及時的信息傳遞，讓警
民合作制止犯罪的工作深入人心。
為了休士頓華人的生命財產安全，歡迎大家加
入 「休士頓華人治安聯防自衛隊」微信群！

如何應付槍擊事件暨休斯頓如何應付槍擊事件暨休斯頓““社區安全社區安全””研討會研討會
今天下午國會議員今天下午國會議員Al GreenAl Green 及休市警察局副局長將出席及休市警察局副局長將出席

（（休士頓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由於在過去幾週由於在過去幾週，，
休斯頓休斯頓，，德州和全美各地連續發生幾十起槍擊德州和全美各地連續發生幾十起槍擊
事件事件，，直接導致超過直接導致超過4040人死亡人死亡，，超過超過100100人受傷人受傷
，，加上近期休斯頓中國城鎮暴力搶劫等犯罪事加上近期休斯頓中國城鎮暴力搶劫等犯罪事
件有上升的趨勢件有上升的趨勢，，休斯頓華人社區的多個社團休斯頓華人社區的多個社團
決定在今天決定在今天（（88月月1111日日））下午二時至四時在美南下午二時至四時在美南
新聞新聞 「「國際貿易中心國際貿易中心」」（（ITC )ITC )二樓二樓（（1111011110
Bellaire Blvd. )Bellaire Blvd. )召開休斯頓召開休斯頓““社區安全社區安全””研討會研討會。。
邀請國會議員代表邀請國會議員代表，，休士頓市政府代表休士頓市政府代表，，休斯休斯
頓國際區和西南區代表頓國際區和西南區代表，，警察代表警察代表，，社團代表社團代表
和廣大市民一起研討如何增強社區治安和廣大市民一起研討如何增強社區治安，，有效有效
防止暴力搶劫防止暴力搶劫，，槍擊等犯槍擊等犯，，扭轉休斯頓華人社扭轉休斯頓華人社
區及中國城治安狀況區及中國城治安狀況。。

研討會程序和主題包括研討會程序和主題包括：：
（（一一））國會議員國會議員Al GreenAl Green 發言發言。。
（（二二））休士頓國際區和西南區代表發言休士頓國際區和西南區代表發言。。
（（三三））休斯頓警察局副局長休斯頓警察局副局長 Henry GawHenry Gaw 發言發言：：
如何在槍擊事件中保護自己如何在槍擊事件中保護自己，，如何正當如何正當
防範防範。。
（（四四 ））社團代表發言社團代表發言。。

免費報名參加免費報名參加 ！！座位有限座位有限，，只接受前只接受前6060名名
報名報名。。

共同主辦單位包括共同主辦單位包括（（排名不分先後排名不分先後 ））
休士頓國際區休士頓國際區 International DistrictInternational District

全 美 華 人 協 會全 美 華 人 協 會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ese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ese
Americans(NACA )Americans(NACA )
美中友好促進會美中友好促進會 US China FriendshipAssociationUS China FriendshipAssociation
(UCFA )(UCFA )
華夏學人協會華夏學人協會
中國聯合校友會中國聯合校友會
美好家園聯盟美好家園聯盟
武漢大學休斯頓校友會武漢大學休斯頓校友會
美中經濟教育文化交流中心美中經濟教育文化交流中心
美南河南同鄉會美南河南同鄉會
美南天津同鄉會美南天津同鄉會
美南山東同鄉會美南山東同鄉會
休斯頓江西同鄉會休斯頓江西同鄉會
東北同鄉會東北同鄉會
湖南同鄉會湖南同鄉會
美南浙江同鄉會美南浙江同鄉會
美南江蘇總會美南江蘇總會
福建同鄉會福建同鄉會，，福建總商會福建總商會
川渝同鄉會川渝同鄉會
瀋陽同鄉會瀋陽同鄉會
休斯敦中華總商會休斯敦中華總商會
德州槍友會德州槍友會
休斯敦中華楊式太極拳學會休斯敦中華楊式太極拳學會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
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新任總領
事蔡偉先生已於上周五（8月2
日） 到任。為了表達大休斯敦
地區僑、學及商界對蔡偉總領
事的熱烈歡迎，中國人活動中
心將與休市各大華人華僑團體
舉行休斯敦各界歡迎蔡總領事
晚宴，就定在今（8 月 11 日，
星期日 ）晚六時在Lambo Res-
taurant (6159 Westheimer Rd.
Houston TX 77057 ) 舉行。

新任中國駐休斯敦總領事
蔡偉已於上周五（8 月 2 日 ）
抵達休斯敦履新。休斯敦市政
府禮賓辦，休斯敦僑界代表和
總領館工作人員前往機場迎接
。丨

蔡總領事在機場向媒體表
示：在中美建交、中國駐休斯
敦總領館建館40周年之際，出
任第14任總領事，深感使命光
榮、責任重大。當前，中美關
係處於重要關鍵階段，雙方應
著力落實好兩國元首達成的重
要共識，共同推進以協調、合
作、穩定為基調的中美關係。
美國南部地區是充滿發展機遇
的熱土，對華合作成果豐碩、
潛力巨大、前景光明。我和我
的同事願同美方一道，進一步
促進領區各界同中國的交流合
作，增進兩國人民了解信任，
為中美關係持續健康穩定發展
作出更多積極貢獻。

蔡總領事特別指出，美南

地區僑胞眾多，長期以來支持
中國發展建設、和平統一大業
，積極致力於推動中美各領域
友好交流合作，他對此深表贊
賞和感謝，希望通過媒體向領
區各界僑胞致以親切問候，希
望僑胞們繼續支持總領館工作
，繼續發揮好中美友誼之橋的
作用。

蔡總領事還專門詢問日前
美國航空學院一名中國學員不
幸遇難的善後進展，表示中國
駐休斯敦總領館將繼續踐行外
交為民理念，維護中國公民和
企業合法權益，做好各項領事
服務工作。

休市僑界歡迎中國駐休斯敦新任總領事蔡偉先生餐會休市僑界歡迎中國駐休斯敦新任總領事蔡偉先生餐會
今天晚間六點在今天晚間六點在 Lambo RestaurantLambo Restaurant舉行舉行

「休士頓華人治安聯防義工跟蹤報警，砸窗團夥被擒」
圖為中國駐休斯敦總領事蔡偉圖為中國駐休斯敦總領事蔡偉（（中中，，持獻花者持獻花者 ））上周五在機場與迎接的僑界代表和領館工作上周五在機場與迎接的僑界代表和領館工作
人員合影人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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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后廟熱烈慶祝觀世音菩薩得道日寶旦天后廟熱烈慶祝觀世音菩薩得道日寶旦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天后廟信眾在觀世音菩薩得道日寶旦向觀世音菩薩上香天后廟信眾在觀世音菩薩得道日寶旦向觀世音菩薩上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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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小卿堂主及經生班開經誠誦馬祖真經馬小卿堂主及經生班開經誠誦馬祖真經 德州天后廟馬小卿堂主及經生班德州天后廟馬小卿堂主及經生班、、信信
眾向觀世音菩薩上香眾向觀世音菩薩上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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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州天后廟提前慶祝德州天后廟提前慶祝

西曆西曆77月月2121日德州天后廟舉行慶日德州天后廟舉行慶
祝觀世音菩薩寶旦大典祝觀世音菩薩寶旦大典

德州天后廟馬小卿堂主及經生班德州天后廟馬小卿堂主及經生班、、信眾迴向世界善信信眾迴向世界善信、、消災消災
脫難脫難、、家宅平安家宅平安

德州天后廟副理事長陳作堅在觀世音菩薩寶旦上香祈福德州天后廟副理事長陳作堅在觀世音菩薩寶旦上香祈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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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休斯頓報導) 即將於全北美
上映的《使徒行者2：諜影行動》備受
觀眾期待，電影延續了第一部的原班
人馬，由張家輝、古天樂、吳鎮宇三
位影帝在大螢幕中再續兄弟情緣，另
有新科視帝馬德鐘的加入，神級陣容
堪稱無敵，定檔8月16日暑期熱映！

《使徒行者2》有著三大經典元素
：警匪、臥底、兄弟情，作為經典的
IP延續，第一集主創班底全數回歸，
遠赴海外取景拍攝，包括：西班牙、
緬甸等異國風情，動作高智商犯罪類
型的影片依然有著獨特的魅力，而這
次《使徒2》依舊敘述著感人的 「忠孝
仁愛」情與義的故事，其實意義豐富
，不僅是經典IP的再次時代事件詮釋
，更是延續著《使徒》的細膩質感，
從劇本到主創與演員，全組一次到位
。

三大影帝再度合作再次展現精湛
演技，橫跨香港、緬甸、西班牙三地
拍攝的年度動作巨制，帶出異國危情
，規模媲美好萊塢。繼2016《使徒行
者》電影版以巴西毒品市場作為舞台
，這次《使徒行者2諜影行動》無論動
作場面，以至事件格局都將更上層樓
。

雙雄三影帝身陷槍林彈雨斷瓦殘
垣，古天樂手持衝鋒槍緊張追擊，張
家輝開啟雙槍模式帥氣逼人，吳鎮宇
表情凝重若有所思，三人之間的關係
敵友難分，令人疑竇叢生。到底誰是
臥底？這一“使徒”品牌的經典謎團
再度引發熱議。

故事大綱:
一份暗網解鎖的黑警信息，令警

界陷入前所未有的恐慌。刑事情報科 (
反恐) 警司葉國帆 (吳鎮宇 飾) 和總督

察程滔(張家輝 飾)，逮獲一名女黑客
姚可儀 (姜珮瑤 飾)，保安部警司井進
賢 (古天樂 飾) 認為葉和程有可疑，向
警務處處長要求禁止兩人插手案件。
為保護證據，警界內部敵友難分，隨
著調查的深入，一個多年來隱於幕後
的恐怖組織漸漸浮出水面，以及一段
兒時塵封的回憶也將引出驚天秘密，
此時警界內戰一觸即發！

導演在講述故事的過程中，誘導
觀眾猜測誰黑誰白，誰敵誰友，而劇
情也因為這般撲朔迷離，顯得更加精

彩。
導演文偉鴻
文偉鴻在1990年年代初加入香港

無線電視，曾任助理編導，編導，
2012 年，從編導晉升為監製，首部監

製的劇集是《法網狙擊》。 2013年監
製的《我的盛夫人》為黃子華和許紹
雄贏得“萬千星輝頒獎典禮 2013”
「最佳男主角」與 「最佳男配角」獎

項。 2014年，憑好評如潮的《使徒行
者》獲得“萬千星輝頒獎典禮 2014”
「最佳劇集」，更為女主角畬詩曼奪

得香港，馬來西亞及新加坡視後，成
為首位大滿貫視後2016年的《城寨英
雄》，更橫掃香港，馬來西亞及新加
坡的劇集，男主角及女主角獎項。
2015 年，有見觀眾對《使徒行者》反
應熱烈，決定開拍電影版，於《使徒

行者（電影版）》（2016 年）首次擔
任電影導演，票房超越6億人民幣，更
憑此影片提名第36屆香港電影金像獎
「新晉導演」獎。

《使徒行者 2》北美 8 月 16 日 重
磅上映。

詳情可看: https://www.wellgousa.
com/films/line-walker-2-invisi-
ble-spy-2019
休斯頓地區民眾可到 AMC Studio 30,
2949 Dunvale Rd, Houston, TX 77063
。

達 拉 斯 地 區 民 眾 可 到 Cinemark
Legacy, 7201 North Central Expressway,
Plano, TX 75025。

跨國年度動作巨制跨國年度動作巨制 諜影行動撲朔迷離諜影行動撲朔迷離
《《使徒行者使徒行者22》》全北美全北美88月月1616日日 獻映獻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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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ting 醫療診所
毛誌江醫生 MD PHD. 40 多年臨床經驗

主治 

家庭全科/專治打呼嚕/睡眠健康/心血管健康/精力不濟
亞健康/移民體檢/常規體檢/遠程診斷/遠程視頻會診

Tel:346-777-6688 
地址： 6918 Corporate Dr, A-13,Houston, TX 77036

real

I03-ITC_形象_C_80

辦公室招租  Office for Rent
●位置極佳，近中國城5分鐘.
●環境高雅，安全安靜，包水電，免費高速網絡，辦公傢具
●有大型停車場。
●Great location, 5 minutes drive from Chinatown.
●Safe and quiet work place with water and electricity, 
    free high-speed Internet, office furniture. 
●There has a large parking lot.

舉辦活動最佳地點  Event rental
●場地寬敞 設備齊全 
●有大型停車場。
●The great location to host various of events in Chinatown area.
●Spacious place with a large parking lot.

辦公室招租  Office for Rent
●位置極佳，近中國城5分鐘.
●環境高雅，安全安靜，包水電，免費高速網絡，辦公傢具
●有大型停車場。
●Great location, 5 minutes drive from Chinatown.
●Safe and quiet work place with water and electricity, 
    free high-speed Internet, office furniture. 
●There has a large parking lot.

舉辦活動最佳地點  Event rental
●場地寬敞 設備齊全 
●有大型停車場。
●The great location to host various of events in Chinatown area.
●Spacious place with a large parking l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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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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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局勢
升級，英
國《衞報

》社評歸咎特區政府的應對方法只是一再激怒
群眾，為局勢火上加油，認為示威仍未見任何
緩和跡象，對未來發展難以樂觀。《衞報》發
表社評，對香港示威活動的看法是 「看不到有
完結跡象，也希望渺茫」，認為警方惡劣的處
理手法以及官員絕不妥協的態度，只會令蔓延

香港的動盪局面進一步加劇。目前香港正
面臨數十年來最嚴峻的危機，在示威前8周，警
方共發射160 枚橡膠子彈和1000 枚催淚彈，但
單在本周一，一天的使用量，已幾乎相當於過
去8周的總和，目前18區當中13區，曾舉行示
威集會，而被捕人士當中，最年輕的只有14歲
，最年長的76歲，另外數以千計公務員、金融
從業員、律師也走上街頭。香港周一（8/5）更
舉行了半世紀以來首次大罷工，導致地鐵癱瘓
，數以百計航班取消，社評形容，香港的架構
正在瓦解。社評指出，雖然示威者訴求增加，
但若政府願意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誠如部分
建制派人士也有這樣的要求，並正式撤回《逃
犯條例》而非重申條例已 「壽終正寢」，大部
分參與示威的人相信會再停一停、想一想，不
過官員卻偏偏拒絕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現
在示威者主要的推動力，已是源自絕望多於希
望，部分人說他們要堅持到底。他們認為這現

在 不 堅
持 下 去
， 時 不
再 來 」

。社評認為，對北京來說，出動解放軍平亂是
最後一步棋，而現在香港及北京的官員或者希
望隨著9月中學大學復課，加上力量消耗下，示
威會在中國10月1日慶祝國慶70周年前平息，
但社評結語告誡說： 「他們似乎很依賴街頭警
方更嚴厲管制，及利用司法系統對示威者採取
更嚴苛的懲罰及追捕（來平亂）。現在看到的
是這樣做只會火上加油。到底香港還能承受多
少？

國務院港澳辦和中聯辦在星期三於深圳舉
辦香港局勢座談會，該座談會有何玄機？出席
的香港人大、政協及建制派各界別代表共超過
550 人。上一次這樣大規模的座談會，於 2014
年佔中前舉辦。像上次一樣，今次座談會的目
的是由主責香港事務的兩位主任向建制派宣示
中央就當前香港嚴峻局勢的立場，確保與會者
思想統一、行動有序。會後三位最資深的建制
派代表轉達座談會的精粹。

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指，座談會提出五大
方向：止暴制亂、對挑戰一國兩制絕對不能容
忍、挺特首和警隊、對香港民意有客觀分析、
愛國愛港要成為香港中流砥柱。首三個方向在
日前港澳辦的吹風會上，已由發言人道出，毋
須再評論。其餘兩個方向卻值得分析。表面看
來，對香港民意有客觀分析是理所當然。然而
，正因這是特區政府以至中聯辦的份內事，今
次在座談會提出來，難免令人聯想到在修訂

《逃犯條例》的過程中，主責官員並沒有充分
掌握和客觀分析強大的反對意見，導致今天依
然未能平息的亂局。此外，愛國愛港力量全力
支持的修訂功敗垂成，反映的客觀事實是這股
中央在香港回歸二十多年來栽培的力量，始終
未能成為香港的中流砥柱。這個問題，相信建
制人士需要認真思量了。

被視為中央最信任的港人梁愛詩稱，中央
可以為特區不能控制動亂而派出解放軍，甚至
實施全國性法律。這是事實，惟今天的情況遠
遠未達到警方不能控制的局面。更值得我們留
意的是，梁愛詩指座談會曾討論是否成立獨立
調查委員會，而結論是在暴力未解決前，條件
並不成熟去做這件事。換句話說，中央原則上
沒有反對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因此，港人應
該繼續堅持這個有強大民意支持的訴求。這更
是警方能否重拾港人信心的唯一機會。

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譚惠珠表示，政府會
吸納市民心聲，在《施政報告》中展示並給予
回應。中央是否想藉此提醒特首林鄭月娥，這
會是她能否繼續做下去的最後機會？

香港反修例示威觸發的警民衝突升溫，各
界關注北京出動解放軍的可能性。英國《衛報
》外交事務評論員蒂斯德爾(Simon Tisdall)指出
，中美在關稅以至伊朗出口石油等問題上都出
現緊張，北京下一步，諸如出動解放軍平息香
港示威，或會成為爆發點(a tipping point)。

蒂斯德爾指，從一場由學生主導、有限度
的反修例示威，至今已變成針對北京對香港管
治的一項 「具廣泛性且漸趨成熟的」挑戰，強
硬的習近平及解放軍將領會再忍耐多久，才會

使用武力，將是關鍵問題。他認為，關於香港
前途的角力，具有影響深遠的國際性後果，而
對早已出現波動的全球股市及貿易，其經濟影
響可以具有極大破壞性，因香港在全球經濟上
扮演著重要角色。

蒂斯德爾指，出動解放軍是習近平的最後
選擇，因為他深知此舉的後果就是，他提出中
國 「和平崛起」的謊言會被拆穿，國際社會的
強烈反應將具重大破壞性，比對其鐵腕處理疆
獨問題的批評嚴重得多。

蒂斯德爾認為，目前中美在貿易、華為、
伊朗、南海等問題上交惡，加上北京指摘英美
在背後策劃香港示威，香港問題亦可能成為中
美爆發更廣泛爭拗的催化劑。

美國《華爾街日報》評論則指出，美國總
統特朗普或許以為在香港問題上放過習近平，
會有助提高達成貿易協議的機會，評論認為，
這是錯誤的想法，因為解放軍一旦出現殺戮行
為，民主黨便會執住特朗普的說話，來指摘他
「邀請」北京鎮壓香港。

評論指，特朗普將面臨國會民主共和兩黨
聯手壓倒性反對中美貿協，屆時他在壓力下便
要對中國徵收更嚴厲關稅。評論指，若特朗普
想達成貿協，就應敦促習近平，讓解放軍遠離

至於香港反對派的訴求，有機會如願嗎？
反對派近日企圖透過全面罷工，圍堵政府

部門，阻塞市內交通，以及妨礙政府維持秩序
等方式，令香港社會完全癱瘓，最後迫使政府
跪低，完全接受他們所提出的五項訴求。

時維 7 月，序屬 仲夏
之辰。我們尊敬的何
天祐醫師，當代中國
國畫畫匠、詩賦名家
、別署眠琴詞館主 人
，於7月20號週六 清
早，以 100 歲高壽，
從休斯頓市駕鶴西去
，與世長辭。消息傳
出，我們全體休市頤

康講座學員，中國培英中學學生，為失去我會的創人，一位作育
英才的恩師的離去，深感哀痛。不過，我們轉念一想，又覺得何
醫生福有悠歸。因為他是以100 歲高齡離世的，委實曠世難逢。
端的是 「山中常見千年樹，世上罕見百歲人。」

記得兩年前，當我們慶賀何醫生98 歲壽辰時，何醫生的女
弟子黃大鳳 ，曾有詩句慶祝如下：
「慈祥百歲壽星公，頤養天年曉市中。書畫詩詞人讚頌，文章六

藝勝群雄。闔家團聚歡聲送，四代同堂笑語融。好友親朋齊到賀
，敏公福壽與天同。」

本人楊楚楓 也有撰詩道賀：
「百歲何公千歲行, 頤康子弟喜歡欣。乘風我願瑤池去，取

得蟠桃獻壽人。」
我師兄王植頤 的賀詩，更是別具意義：
「天上飛仙鶴，人間慶敏公。醫名揚港澳，詩畫譽西東。」
「心善神關愛，德高眾敬崇。芝蘭飄淑氣，嵩祝百齡翁」

因此到了兩年後的今天，何醫生的離開，我們應該用豁達的
心態來看待，尤其是舉殯的當日，陽光普照，惠風和暢，天公也
造就一個良辰吉日，為何公送行。因此當天的演說者之一的我，

勸說何氏家人及到來送行的諸親好友，拋開傷
感的心態，換上開朗的情懷，應該是以 「笑喪
」的想法，來歡送一代宗師何天祐。

何醫生的大名的確改得好。 「天祐，天祐」，上天庇佑。 「敏公
，敏公」，敏捷才公。綜觀他的一生，可以說是事事得意，樣樣
順利。讓我介紹一下他一生的功業：

祖籍廣東省中山小欖人的何醫生，是休市頤康講座創辦人、
歷任香港中國美術會主席，加拿大安省中國美術會顧問，香港書
法家協會顧問，中國開封翰園碑林顧問，乙卯詞社社長。紐約詩
畫琴棋會名譽會長。澳門同善堂總理。

何醫師，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在中山，一邊學醫，一邊向中山
著名畫家鮑少游 書畫，他天資聰穎過人，三兩年間，己是畫壇
俊杰，尤擅花鳥、走獸、山水。所繪動物形神兼備，用色艷雅相
宜，用墨乾濕濃淡相 濟，頗具嶺南畫派特色。此外，何醫生多
才多藝，並好詩詞歌賦、書法篆刻。其書法結體、行筆認真，重
規矩，顯 嚴謹。其國畫、書法、篆刻作品，曾多次參加香港澳
門及海外美國、加拿大各社團舉辦的藝術展覽及多次舉辦個人書
畫篆刻作品展覽，大受歡迎，他的作品，成為當代不少富豪及喜
愛文化藝術人仕收藏之物。

其實這首詩中的上半截，也可以說是我跟何醫生相識的緣份
。何醫生在香港行醫時間是上世紀四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八十年
代起，何醫生夫婦就搬到澳門生活。他一邊行醫，一邊參加澳門
慈善事業，他多次擔任澳門同善堂總理。同善堂是澳門歷史最悠
久的慈善機構，有過百年歷史，冬送棉被，夏有伙食。離同善堂
500 尺左右，便是陶陶居酒家。它是澳門最着名的食店，而家父
就曾是它的大廚， 何醫生是食家，當然經常出入陶陶居。 因此
當我認識何醫生，而知道我是 「馬交仔」時，（馬交，英艾葡文
之澳門名字）大家便經常談起陶陶居、佛笑樓、新馬路 、李康
記、中國飯店、利維旅酒店、國際酒店、葡京賭場、觀音堂、海
角遊魂等澳門食肆名勝的地方來。我倆都有他嚮遇故知之感覺。
及後，當我看到他的國畫、讀到他的詩詞，就產生：

「李杜詩歌萬古傳，至今已覺不新鮮。江山代有才人出，各
領風騷五百年。」的感想來。

其次，有人話澳門專發姓何之人。對的，何賢，人稱澳門華
人總督， 協調中國政府跟葡萄牙殖民政府之間關係，影響力由
解放前，直至逝世前之上世紀八十年代，無人匹配。何厚鏵，澳
門首位特別行政長官。何賢先生之公子。何鴻燊，澳門賭王。加
上我們詩畫雙絕的何天祐醫師，真可以說何氏名重澳門。為此我
每次跟何醫生相見，一定會談起Macau, 一定會話不停口。這也
做成我與何醫生相談，有着非一般休市華人的共同話題。這些話
題，由我與何醫生相交之日起，直到上月我到療養院探訪他為止
，仍然是滔滔不絕。
現今何醫生己離我們而去，我等頤康之友，紛紛寫詩惦念：
1，香港黃大鳳
師徒緣結在頤康。知遇之恩難以忘
懇懇悉心傳畫藝。循循善誘賦詩章
德高望重萬人敬 福壽雙全百歲喪
駕鶴仙遊離俗世。音容宛在永流芳
2。恩師何敏公千古（悗聯）

享譽杏林 藝善書畫 師恩浩瀚憐後學
離塵俗世 魂遊太 國粹傳承少一人。 （黄大鳳敬輓 ）
在紀念何公文章之前，唸一首何醫生的開心詩，大家當明白他是
一位可愛的幽默大師：

老僧今年九十九，食盡許多牛與狗。世人齋口不齋心，老僧
齋心不齋口。

此外，何醫生於七十年代曾為香港新界居民作有 「北區之歌
」，讚

「角犄沙頭，勢連粉嶺，北陲駿馬如龍。那鱗次櫛比上水南
東。嶺名打鼓嶺，蒼松勁。聞雞犬，淳樸民風，平原寬廣，峯巒
渺渺，禾黍叢叢，此曰更換新容。看天橋鼓浪，大廈排空，更務
農服，賈物阜年豐，工商輩出，人才眾，重文娛，百事興隆，開
來繼往，安居樂業，樂也融融。」

楚楓不才，僅以此文，永誌何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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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示威運動不見趨緩跡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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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斯特斯拉隱瞞車主鎖電量
新勢力新勢力造車規矩在哪兒？

接二連三的自燃事件尚未平息，讓

特斯拉車主感到不安與心寒的事情卻還

在持續發生著。

近期，有大量特斯拉車主反映，車

輛經過程序升級之後，電池容量和續航

裏程明顯衰減，至今也未得到官方的合

理解釋說明。

特斯拉隱瞞車主鎖電量
疑為降低自燃風險
“買Models是出於對特斯拉充分的

喜歡和信任，否則花七八十萬買什麼車

不好？最後卻換來這樣的結果。”特斯

拉車主黃先生向北京青年報記者講述了

其在特斯拉遭遇的窩心事。

記者了解到，黃先生於2015年購買

了特斯拉Model S 70D車型，2019年歷

經數次OTA升級，車輛的電池容量和續

航裏程隨著程序的升級而逐漸衰減，

358公裏的續航裏程已降至313公裏。

有此遭遇的並非黃先生壹人，來自

北京的王先生也出現了相同的情況。王

先生對北青報表示：“自打對系統進行

升級後，車輛的電池容量就在不斷衰減，

現在，85D的車已變成了60D車，原本

350公裏的續航裏程也只剩約250公裏。”

與此同時，王先生還透露，車友群中，

出現此問題的車友“數不勝數”。

根據車主提供的信息查詢，北青報

發現早在2019年 6月就有Model S 85D

的車主曾在 Tesla Motors Club 上發布

S 85D突然衰減的帖子。車主稱5月12

日，S 85D滿電續航還能達到399公裏

，6月1日突然降至379公裏，兩周內續

航衰減幅度達到5%。

該帖也迅速引發了熱議，根據多位

Model S車主提供的數據，最新版本的

Model S續航裏程縮水了5%-15%不等。

根據全球各地車友自己實測的情況

來看，升級系統後的車輛出現續航裏程

變小，充電變慢的情況，車輛靜止時的

電耗也有明顯增加。

而對於系統的升級，特斯拉的官方

描述是這樣的：

2019.16.X：駕駛視覺畫面（可視化

提升）、哨兵模式功能提升、軟件更新

偏好（可選高級）、QQ 音樂（僅限中

國）

2019.20.X：狗狗模式功能提升、適

配 CCS 200 kW第三方快充（除中國外

）、條件速度限制、自動輔助導航駕駛

（僅限中國）

更新的內容中，完全沒有涉及電池

管理系統的內容，但可以看到的是，今

年在香港Model S 85D車型發生自燃的

兩天之後，特斯拉曾發出壹則聲明：

“在我們繼續調查（自燃的）根本原因

的同時，出於謹慎的考慮，我們正在修

改Model S/X的充電和熱管理設置，今

天將通過OTA推送，以進壹步保護電池

並延長電池壽命。”

王先生也曾對北青報表示，在發現

車輛續航裏程衰減時，曾詢問過特斯拉

的工作人員，對方表示此舉為降低車輛

自燃的風險。再結合5月15日特斯拉所

發布的官方聲明，不禁讓人猜想，特斯

拉已初步確定了自燃原因，並於5月16

日的16.X版本（部分於20.X）更新中正

式推送了新的機制規避自燃風險。但特

斯拉並未公開這壹切，包括充電、續航

體驗的下降都是在用戶不知情的前提下

推進的。

“不知情”也正是特斯拉車主生氣

的原因，“規避自燃風險車主都可以理

解，但是隱瞞車主強行鎖電量，自己真

的無法接受。”車主王先生表示了他的

不滿。

車主利益“拋諸腦後”
特斯拉是否合乎規範？
車主黃先生表示：“從358公裏降

至313公裏，意味著車型已由70D變為

了60D。”

記者查詢到，特斯拉Model S 2015

款共推出10款車型，從低配車型Model

S 60到頂配Model P90D的官方指導售

價區間為 64.80 萬元-102.75 萬元，其

中，黃先生的Model S 70D售價為71.88

萬元，而Model S 60D售價則為68.31萬

元，兩款車型的差價為3.57萬元。

“花了70D的價格，後期特斯拉通

過程序升級封鎖電量，讓我使用的是

60D的續航裏程，特斯拉並未征得車

主的同意，且中間的差價也沒有任何補

償。”

車能開多久、多遠，由特斯拉說了

算，完全不顧及車主的感受，這樣的做

法合乎規範嗎？

對此，北京京師律師事務所張立軍

表示：車企在實施措施前應當向國家質

量監管總局進行備案，並對方案進行評

估且得到權威機構的認同，但特斯拉在

這三方面均未做到。而自行“鎖電”的

行為，顯然侵害了消費者的知情權。與

此同時，張律師還提出，若“鎖電”的

原因是存在自燃風險，特斯拉應當按照

我國相關法律法規進行電池更換和索賠。

“截至目前，國家尚未出臺關於電

動車產品的相關法律法規。新能源車型

質量問題頻發，車主無法可依，而單靠

車企的行業操守是無法保證消費者的合

法權益的。”張律師說。

荒唐鬧劇頻出
新勢力造車只求壹錘定音
除了“鎖電”事件，近期在特斯拉

車主身上發生的“油門踏板斷裂”事件，

同樣備受關註。

據外媒報道，壹名美國的特斯拉車

主在淩晨零點驅車回家的路上，油門踏

板斷裂致使車輛失去了動力。無獨有偶

，2017年，得克薩斯州壹名Model S車

主在特斯拉汽車俱樂部論壇上發布了同

樣的問題，並附上了壹張油門踏板塑料

桿斷裂的照片。在該帖子下方的幾條評

論中，另壹位車主發布了他在特斯拉

Facebook群組中發現的照片，照片中，

壹名司機手裏拿著的正是他的Model S

壞掉的踏板。三個例子足以證明，它並

不是壹個孤立的事件。

同“自燃”事件的處理方式，特斯

拉給出“正在進行調查”的字樣後再無

任何回應。

售後形同虛設，只求壹錘子買賣，

“特斯拉式”的銷售方式在新勢力造車

企業中並不少見。

2018年12月12日，小鵬G3正式上

市，但繼承了造車新勢力“上市不等於

交付”的傳統，直到2019年3月底，才

真正開始交付。距離首批車主提車不足

三個半月，續航大幅提升、剎車系統改

進的2020款小鵬G3緊隨上市，新款車型

售價幾乎維持未變，車主難以接受。面對

車主的不滿，小鵬非但沒有及時給出解決

方案，還另類選擇了“禁言”處理。車主

張先生表示，“目前在小鵬APP上不能直

接發表對何小鵬的評論了，需要篩選，而

且自己的賬號已經被禁了。”

7月18日，小鵬給出兩種補償方案

，其中方案A為為小鵬G3 2019款車主

推送價值1萬元的100000小鵬汽車商城

積分；方案B則是為小鵬G3 2019款車

主提供“三年六折置換保值權”。兩種

方案都將車主與小鵬汽車綁定，依舊沒

有給老車主選擇的權利。

將消費者利益拋諸腦後的副作用直

接體現在銷量表現上，根據乘聯會發布

的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新勢力造車

無壹家銷量破萬輛。

隨著補貼退坡來臨，國補下調、補

貼全面取消以及傳統造車企業紛紛加速

新能源汽車市場布局，不斷“搶食”的

造車企業的市場，新勢力造車的日子已

經很難過，而不顧消費者權益、只追求

壹錘子買賣，只會加劇新勢力造車企業

的艱難境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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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德勤聯合上

海市商務委員會發布的第

二份“‘壹帶壹路’沿線

國家和地區投資指數報

告”指出，“壹帶壹路”

沿線國家和地區的整體經

濟吸引力上漲，尤其東南

亞國家最為顯著，但總體

投資風險相應提高。

本報告基於2017年的

第壹份報告，進壹步完善

了研究框架、擴大了國別

覆蓋，以更客觀、更全面

地展現“壹帶壹路”沿線

國家和地區的新趨勢與新

變化，並新增了新西蘭、

東帝汶、巴拿馬和馬達加

斯加4個國家，使報告全

面覆蓋目前與中國開展深

層次合作的80個“壹帶壹

路”沿線國家和地區。

據德勤中國財務咨詢

合夥人曹梅介紹，報告廣

泛參考多方國際公認的數

據來源，包括世界銀行、

國際貨幣基金、穆迪評級

、中國商務部等，通過11

個壹級指標34個二級指標

，對整體宏觀層面即經濟

吸引力和風險進行研判，

協助企業作出更科學的投資決策。

報告稱，未來中國企業對“壹帶

壹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投資將保持

流量的穩步增長、合作領域的多元化

發展態勢。除電力、石油石化、交通

建設等傳統行業外，中國企業的投資

重心將會擴展到租賃和商務服務業、

金融業、批發和零售業以及高新技術

產業等領域。同時，未來中國對“壹

帶壹路”沿線國家和地區投資的差異

將逐漸顯現，對重點國家和重要領域

的投資會不斷加大。

德勤全球“壹帶壹路”服務主管

合夥人、德勤中國副主席黎嘉恩表示

：“2018 年是‘壹帶壹路’倡議提出

的第五年，中國在‘壹帶壹路’沿線

國家和地區的非金融類直接投資比前

壹年上升 9%，進出口額上升 13%。

2018 年，中國積極協助沿線國家和地

區進行交通和物流等基礎設施建設，

並扶持包括農業、工業、信息科技和

能源在內的當地重點產業。中國在沿

線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發展中扮演越來

越重要的角色。”

美國小浣熊被困下水道井蓋可憐巴巴美國小浣熊被困下水道井蓋可憐巴巴
消防員將其救出消防員將其救出

連日高溫導致倫敦河流綠藻成災連日高溫導致倫敦河流綠藻成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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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學家們在埃及吉薩為考古學家們在埃及吉薩為
圖坦卡蒙法老的金棺正式開始圖坦卡蒙法老的金棺正式開始
修復工作修復工作。。金棺於金棺於77月中旬從月中旬從
金字塔中移出金字塔中移出，，將在大埃及博將在大埃及博
物館進行為期八個月的修復物館進行為期八個月的修復，，
之後將隨同圖坦卡蒙法老的其之後將隨同圖坦卡蒙法老的其
他物件壹同於大埃及博物館進他物件壹同於大埃及博物館進
行展出行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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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首檔“融媒體＂新聞評論節目，給你不一樣的新聞體驗。 

▲ 節目截圖

節目介紹：
《中國輿論場》是CCTV4推出的國內首檔“融媒體”新聞評論節目
。最新輿情，最熱話題，明辨是非，凝聚共識。借助大數據，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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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你不一樣的新聞體驗。
本期主題：《中國輿論場》

播出時間：
每周日中午12:30首播，重播時間為每周日晚上9:30，
以及周一早晨8：30

 

▲ 節目截圖

《中國輿論場》精彩
節目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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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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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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華時間》

《新聞面對面》

意見領袖、時尚先鋒、行業精英、
業界大咖。。。。。。

熱點時事、熱門話題、勵誌故事、
傳奇人生。。。。。。

美南國際電視最新訪談欄目

《美南大咖談》隆重上線！
本期嘉賓：休斯頓TMCO交響樂團
中提琴演奏家劉銳、青年鋼琴家

LULU LIU;
熱點話題：青年鋼琴家LULU LIU的
成長之路、青少年音樂教育等
歡迎點擊以下鏈接收看：

https://youtu.be/TmqpViWMapA

《美南大咖談》報紙預告：

星期日 2019年8月11日 Sunday, August 11,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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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廣州
第二屆龍崗黃皮節

2019廣州
第31屆蓮花文化旅遊節

2019年8月10日（星期六）玩轉粵港澳5 ■責任編輯：李鴻培

鵬城海灘重生
三大路線迎客
大小梅沙沙灘升級開放 夏日假期多重選擇

'��
"��

大梅沙：羅湖口岸步行1.3公里到羅
湖醫院站→高快巴士26號達梅沙醫院站

較場尾：羅湖口岸乘205路、387路、306路、M508路、
1路、102路等巴士到羅湖體育館站→乘大鵬假日專線12
路至大鵬二小站到達

官 湖：羅湖口岸步行1.3公里至羅湖醫院站→乘旅遊5號
至葵涌中心站→轉B956線到官湖總站

大小梅沙，又稱梅沙踏浪，由大梅沙
和小梅沙組成，是“鵬城十景”之一，大
梅沙海濱公園位於深圳東部大鵬灣，鹽田
港與小梅沙之間，擁有深圳較長的海灘，
海水清澈，沙灘廣闊，沙質細軟。小梅沙
位於深圳東部大鵬灣綿長的海灘，素有
“東方夏威夷”美譽，三面青山環抱，一
面海水蔚藍，一彎新月似的沙灘鑲嵌在藍
天碧波之間。

配套齊全 休閒首選地
這裡是距離深圳市區最近的度假勝

地，從羅湖口岸駕車僅需半個小時就可抵
達，高檔酒店、購物、餐飲等配套設施齊
全，讓人在享受海濱度假的悠閒之餘，還
能感受都市的便利，是遊客赴海邊休閒遊
玩的首選目的地。據悉，大梅沙公園目前
開放包括太陽廣場及部分沙灘。其他重建
工程部分將按照設計競賽方案，進行徹底
重建，預計明年“五一”完成重建。

坐落於深圳東部大梅沙灣畔的大梅沙
京基海灣大酒店，面朝碧波蕩漾的大梅沙
海景，沐浴在金色陽光、白色沙灘和葱鬱
園林的包圍中，是遊客在大梅沙度假的熱

門酒店。大梅沙京基海灣
大酒店總經理王莉麗介
紹，酒店與大梅沙海濱公
園僅一路之隔，距離小梅
沙公園5分鐘車程，還擁
有專屬沙灘，住客可以盡
情戲沙逐浪。

若要體驗更高端的海
邊遊樂項目，酒店對面是
大梅沙遊艇會，擁有香港
西貢的水質，深灣的頂級
會所管理，黃金海岸的周
邊配套，銅鑼灣皇家遊艇
的便利交通，是整個亞洲
最具國際化遊艇會之一。

度假遊樂之餘，遊客在梅沙片區還可
以盡情享受購物樂趣。酒店一步之遙的大
梅沙奧特萊斯購物村，匯聚200多個世界
品牌折扣店，悠然漫步在地中海風情街
區，一邊欣賞原汁原味的歐式建築風景，
一邊挑選折扣名牌單品。

王莉麗認為，粵港澳大灣區的概念，
對旅遊發展有很大的促進作用。酒店正以
特色項目為指引，打造深圳東部別具一

格、擁有“親子文化內涵”的主題酒店，
不僅在主題房間進行了空間裝飾改造，還
增加了不同主題的親子遊套餐來滿足不同
年齡段的親子家庭出行。

美食也是酒店吸引親子遊的一大法
寶。大梅沙京基海灣大酒店擁有天濤軒海
鮮食府、繽紛年代西餐廳以及稻軒日本料
理等特色美食餐廳。其中位於M層的天濤
軒海鮮食府，每日精選供應60多種新鮮的
時令海鮮（個別需提前預訂）。

深圳東部沙灘一向深受港人青睞深圳東部沙灘一向深受港人青睞，，不過自去年颱風不過自去年颱風““山竹山竹””後後，，不少景區不少景區

的沙灘受到嚴重影響的沙灘受到嚴重影響““閉門謝客閉門謝客”，”，經過近半年的休整經過近半年的休整，，如今各景區終於又如今各景區終於又

““開門迎客開門迎客”，”，且各項設施陸續升級且各項設施陸續升級。。今夏今夏，，不妨參考三大經典路線一遊深圳不妨參考三大經典路線一遊深圳

““重生重生””的東部海灘的東部海灘。。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望賢李望賢 深圳報道深圳報道

較場尾是深圳唯一一個擁有海岸線的
村子，這裡有陽光大海，古老的鵬城和夢
幻的民宿，素有“深圳鼓浪嶼”、“深圳
小麗江”之稱。

自2007年第一家民宿入駐村落，在
之後的十年間，較場尾迅速吸引了各地的
民宿主。體量不大的村落擠滿了300多家
民宿，集合了中式、日式、韓式、地中海
等不同風格，裝修別致，形態各異。穿梭
在巷子裡，遊覽這些色彩艷麗、主題多樣
的民宿是較場尾必遊項目之一。

在較場尾還有多個刺激的海上運
動，如潛水、風箏衝浪、水上單車、槳
板等。據介紹，較場尾是內海，浪比較
小，很適合在此玩風箏衝浪，至於潛
水，在大鵬潛水分為岸潛和珊瑚區船
潛，岸潛主要是在較場尾附近海域，而
船潛的海底景色會更加迷人，海洋生物
會更加豐富。

遊較場尾必不可少的還有逛大鵬古
城。始建於公元1394年的大鵬古城，曾
是防禦海盜、倭寇的軍事要塞。清代的大
鵬所城及所城的賴恩爵將軍取得了鴉片戰
爭首戰——九龍海戰的勝利，是深圳歷史
最輝煌的一頁，在中國近代史上佔有重要
地位。深圳又叫“鵬城”便是緣於“大鵬
古城”。古城的語言也非常獨特，是研究
古代“軍語”的“活化石”。

大鵬古城佔地約10萬平方米，城牆
高6米、長1,200米，城牆由山麻石、青
石磚砌成。這裡不僅有雄偉的古城門，古
色古香的古民居、古街道，還有氣勢宏偉
的將軍府第。原有格局基本保留，是全國
保存最完整的明清海防衛所，研究明代衛
所軍事制度的重要題材。此前有消息指，
大鵬所城計劃聯合沿海海防遺址共同申報
世界文化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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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圳大鵬半島眾多的海灘之中，官湖村
被稱為深圳海邊最後一片淨土。

從官湖村口下車進入村子，筆直的馬路貫
穿了全村，路只有雙向2車道，但乾淨而整
潔。兩邊錯落有致的民宿，掩映在青翠的樹木
中，難怪網友稱其為“小沖繩”。

依山傍海的官湖，海岸線全長4.5公里，居
住總人口約1,500人，過去村民以半漁半農為
生。村子裡有一座小山，叫望魚嶺，山頂南側
有塊“望魚石”，可以俯瞰整個海域和官湖村
落。這裡還保存着一項200多年的古老捕魚技
藝，由全村人參與聯合捕魚，十分壯觀。

罕見技藝 有望成非遺
官湖村的捕魚季節一般在每年上半年的四

月、五月和下半年的九月、十月。由一位經驗
豐富、聲音洪亮的老漁民站在望魚嶺上的望魚
石上，負責觀察和指揮。海面上，捕魚的舢板
停靠在“三姊妹石”附近，其餘負責牽沙罟
（即“拉網”）的村民全部排列在岸邊。一旦
發現魚群到來，老漁民立即發出口令，並揮舞
手中的草帽進行指揮，官湖村的漁民稱其為
“帽語”。

依據帽語的指揮，櫓手立即快速地將舢板划
去，負責下網的漁民則把網下到海裡。待到漁網
把魚群圍住，岸上的人便開始牽沙罟。漁網網繩
有幾百米，甚至上千米長，牽沙罟的人少則幾十
人，多則上百人，場面盛大，十分熱烈。

隨着城市化的進程發展，這項技藝也正瀕
臨失傳。目前，“官湖望魚嶺捕魚節”正在申報
非物質文化遺產，希望能讓這項古老的技藝再度
延續，未來或成為遊客參與的娛樂體育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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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場尾有陽光大海，古老的鵬城和夢幻的民宿。
香港文匯報深圳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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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深圳東部景區車輛需要預約通行，梅沙片
區、大鵬片區分別設定預約配額3萬個，其中個人預
約配額2萬個，商戶預約配額1萬個。可以通過微信
公眾號、支付寶生活號，深圳交警官方網站和“我

的深圳”APP等渠道進行預約。當天預約需要系統有剩餘配額，
車輛離開預約片區後隔日重新返回預約片區，需要重新預約。

■大梅沙京基海灣大酒店以餐飲吸引遊客。
香港文匯報深圳傳真

■■ 大小梅沙的海灘是夏日逐大小梅沙的海灘是夏日逐
浪的好去處浪的好去處。。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較場尾有較場尾有300300
多家風格各異的多家風格各異的
民宿民宿。。圖為一名圖為一名
遊客在一間當地遊客在一間當地
民宿的房間內享民宿的房間內享
受陽光受陽光。。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 官湖保存了歷史長達官湖保存了歷史長達200200多年的古老捕魚技藝多年的古老捕魚技藝，，由由
全村人參與聯合捕魚全村人參與聯合捕魚。。 香港文匯報深圳傳真香港文匯報深圳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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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1日 Sunday, August 11,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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