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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洛蒂夏洛蒂··勃朗特少年時創作的微型手稿被拍賣勃朗特少年時創作的微型手稿被拍賣

法國巴黎德魯奧拍賣行法國巴黎德魯奧拍賣行，，壹名工作人員展示了夏洛蒂壹名工作人員展示了夏洛蒂··勃朗特創作勃朗特創作
的微型手稿的微型手稿。。據悉據悉，，這是夏洛蒂這是夏洛蒂··勃朗特勃朗特1414歲時創作的第二期歲時創作的第二期《《青年男青年男
性雜誌性雜誌》》的微型手稿的微型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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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布萊頓英國布萊頓，，英英
國發明家理查德國發明家理查德··布布
朗寧穿著壹套由身體朗寧穿著壹套由身體
控制控制、、噴氣發動機驅噴氣發動機驅
動動、、風力導向的飛行風力導向的飛行
服服，，以高達每小時以高達每小時
8585..0606英裏英裏((約約137137公公
裏裏))的飛行速度的飛行速度，，打破打破
了自己創下的噴氣式了自己創下的噴氣式
飛行服速度的吉尼斯飛行服速度的吉尼斯
世界紀錄世界紀錄。。

被盜被盜1717年年！！
荷蘭偵探黑市尋回愛爾蘭作家王爾德戒指荷蘭偵探黑市尋回愛爾蘭作家王爾德戒指

十九世紀英國倫敦最受歡迎的作家之壹十九世紀英國倫敦最受歡迎的作家之壹、、愛爾蘭大文豪王爾德送給牛津大學壹名同學金戒指愛爾蘭大文豪王爾德送給牛津大學壹名同學金戒指，，在在
被盜近被盜近2020年後終於被找到年後終於被找到。。報道稱報道稱，，曾經在牛津大學莫德林學院讀書的王爾德和他的朋友雷金納德曾經在牛津大學莫德林學院讀書的王爾德和他的朋友雷金納德··
哈丁在哈丁在18761876年年，，把壹枚由把壹枚由1818KK金制成的戒指送給另壹位朋友威廉金制成的戒指送給另壹位朋友威廉··沃德沃德。。後來後來，，這枚戒指壹直收藏在這枚戒指壹直收藏在
莫德林學院莫德林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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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批參與感強
文化味濃的旅遊新業態紛紛崛起
2019 中國國際旅遊交易會日前在

雲南昆明開幕。在現場壹個個展示區

內，逛展遊客既可以品嘗文創食品、

購買文創產品，還能參與角色扮演、

現場制作雲南特色手工藝品，豐富多

樣的文化旅遊體驗，讓人們流連忘返

、大呼過癮。

這些年，隨著旅遊供給側改革的不

斷深化，壹批參與感強、文化味濃的旅

遊新業態紛紛崛起。這些新業態，不斷

刷新人們出遊體驗，成為旅遊市場發展

新的增長點。

新業態帶來新體驗
旅遊新業態可用“參與感”“沈浸

式”“互聯網+”三個詞來描繪

“在這裏，我既看到江南水鄉的

美，又領略到江南文化的美，很愜意

。”近日，上海市浦東新區某金融企業

員工李輝帶著家人，自駕來到浙江杭州

富陽區旅遊，感受到當地文旅融合發展

的魅力。

李輝說，走在村子裏，壹幢幢鱗次

櫛比的鄉間村居和田園風光交織成壹幅

生活氣息濃郁的水墨畫。百余幢遺存的

清末民初建築，更是帶人穿越歷史，了

解壹段別有韻味的文化。

到了晚上，李輝壹家人住進東梓關

村江邊的民宿，先是品嘗當地的江鮮，

而後在院子裏支起桌子，和家人壹邊品

茶，壹邊聊天。“兩天行程下來，真的

很難忘。”李輝說。

和東梓關村壹樣，文化正成為全

國很多景區發力的重點。文化與旅

遊的結合，讓文化可以更好地走向

“遠方”，旅遊也更有“詩”意。

文化景觀、旅遊演藝、主題公園、

特 色 小 鎮 、 文 創 開 發 、文化節慶

……各種文旅融合發展新模式紛紛

湧現，給遊客帶來壹場場文化味更

足的旅遊盛宴。

隨著旅遊消費升級，較之傳統

旅遊，人們如今對旅遊體驗提出了更

高要求。住進民宿感受當地風俗、戴

上 VR 看壹場超級大片、穿上古裝來

壹場穿越之旅……擁有更多體驗感和

參與感的沈浸式旅遊越來越受到遊客

的追捧。

“參與感”，是旅遊新業態的關鍵

詞——

在河北省第四屆省旅發大會觀摩

項目中，鹿泉工貿旅遊創新區成為人

們的“打卡”熱點。在該區的君樂寶

奶業小鎮，不少家長帶著孩子開啟了

壹場以牛奶為主題的研學之旅。作為

國內首家將牧場、工廠、牛奶文化科

普與工業旅遊有機融合的工業旅遊景

區，在這裏，遊客不僅可以觀看壹杯

酸奶從收奶、配料、發酵、灌裝到打

包的生產全過程，深入了解酸奶的起

源發展、科普知識，還能和奶牛來壹

場近距離互動。

“沈浸式”，是旅遊新業態的新看

點——

“以前外出旅遊，更喜歡住標準

酒店。現在外出旅遊，基本上都會住

民宿。”北京市海澱區壹家互聯網公

司員工辛迪是個資深“驢友”。在他

看來，人們更加青睞民宿的壹個重要

原因，是能享受壹次“沈浸式旅遊”

，和民宿的房東聊天、感受當地風土

人情，而不再僅僅是把住處當成壹個

睡覺的地方。

“互聯網+”，是旅遊新業態的新

特征——

動動手指，即可網上預約門票，

然後刷臉入園參觀，省去排隊煩惱；

掃描二維碼，景點介紹在線播放，

壹邊觀景壹邊聽講，方便又有趣；

景區高峰期有多少遊客，通過大數

據技術就能預判，有助於緩解節假

日熱門景點擁堵問題……這些智慧

旅遊新服務，正在成為越來越多景

區的“標配”，給遊客帶來更好的

出行體驗。

新業態折射新需求
從註重“有無”到在乎“品質”，

旅遊消費需求不斷升級

當前，我國旅遊市場仍然保持快速

增長。中國旅遊研究院（文化和旅

遊部數據中心）發布的《中國旅遊

消費大數據報告 2018》顯示，去年

我國國內居民出遊力指數再創新高

，達到 17.8%，旅遊消費大眾化已成

為趨勢。

中國勞動關系學院旅遊系副教授翟

向坤認為，旅遊消費需求升級是世界各

國旅遊市場發展的基本規律。隨著收入

提升，人們對出遊的品質和體驗也提出

更高要求。

在日前結束的第七屆北京惠民文

化消費季中，全市16區推出各類文化

惠民舉措，包括低票價惠民演出、文

化消費補貼等。《2019 年北京市文化

和旅遊促消費措施十二條》提出，以

惠民消費季電子消費券為手段打造文

化惠民標桿，繼續面向北京地區消費

者發放 5000萬元北京惠民文化消費電

子券，充分發揮其精準支持和激勵引

導作用，培育供給側與需求端良性互

動的市場機制。

在重慶，政府部門引導培育“智

慧旅遊”升級版，通過推進“旅遊

雲”建設，實現旅遊公共服務、電子

商務、品牌推廣、統計管理、實時監

控、數據共享交換等功能。受益於

此，重點旅遊景區數字化、智能化水

平得到提升，壹批智慧景區、智慧酒

店、智慧旅行社、智慧旅遊小鎮發展

起來，遊客的多層次、多樣化需求得

到更好滿足。

“文化遊、工業遊、研學遊等旅

遊新業態的大量湧現，得益於國家政

策層面的引導，也受到遊客對旅遊產

品文化內涵需求的驅動。”中國旅遊

研究院副院長唐曉雲認為，各級文旅

部門的組建，讓文化產品與旅遊市場

需求的對接更加緊密，為文旅產品增

加供給帶來便利條件。壹些地方陸續

推出各種惠民政策，加快旅遊產業供

給端升級，滿足居民文化旅遊消費需

求。

中華文化博大精深，為文旅產品

的開發提供了豐富素材。傳統民俗、

民間文化，在旅遊市場正煥發出新魅

力。據中國旅遊研究院（文化和旅

遊部數據中心）調查，去年春節期

間，參觀博物館、美術館、圖書館

和科技館、歷史文化街區的遊客比

例 分 別 達 40.5% 、 44.2% 、 40.6% 、

18.4%，觀看各類文化演出的遊客達

到 34.8%。“文化旅遊的吸引力可見

壹斑。”翟向坤說。

“從註重‘有無’到在乎‘品質’，

遊客的消費觀念發生很大變化，我們

也必須緊緊跟上。”河北石家莊七彩

森林景區銷售部經理吳靜說，如今，

遊客不再滿足於“上車睡覺，下車拍

照”式的旅遊，而是更希望深度遊。

以住宿為例，今年進入旅遊旺季，七

彩森林景區內舒適度更高的高端酒店

，房間很快被預訂壹空。為更好地滿

足遊客需求，景區又陸續推出了森林

西餐、七彩燈光秀、無人機表演等特色

項目，也都受到歡迎。

新業態還須加把勁
不僅要新在“面子”，更要新在

“裏子”，做真正的精品旅遊

“每次旅遊，我都會在景區買壹些

當地的特產送給親戚朋友。但是，很多

景區的特產缺乏特色，看上去大同小

異。”家住上海的高先生旅遊期間總愛

“買買買”，可是壹些景區裏假冒偽劣

的文旅產品讓他失望。他說，提起文旅

產品，往往就是手機殼、文化衫等隨處

可見的東西，缺少讓人眼前壹亮的現象

級產品。

當前，我國旅遊新業態發展很快，

但是和不斷升級的旅遊消費需求相比，

還存在明顯的短板，新業態還有很大提

升空間。

為順應文化和旅遊消費提質轉型升

級新趨勢，深化文化和旅遊領域供

給側結構性改革，國務院辦公廳 8月

印發《關於進壹步激發文化和旅遊

消費潛力的意見》，從供需兩端發

力提出壹系列激發文旅消費潛力的

舉措。

翟向坤認為，《意見》提出的促

進文化和旅遊消費措施，既擴大了文

化旅遊產品和服務的有效供給，促進

文旅更深層次融合發展，又加強了

“互聯網+”、大數據技術應用，促

進文化旅遊消費升級，提高文化旅遊

消費便利度。

為進壹步激發文化和旅遊消費潛

力，《意見》提出，推進消費試點

示範。確定壹批國家文化和旅遊消

費試點城市和示範城市並動態考核

，鼓勵建設集合文創商店、特色書

店、小劇場等多種業態的消費集聚

地。著力豐富產品供給。鼓勵打造

中小型、主題性、特色類的文化旅

遊演藝產品，推動星級旅遊民宿品

牌化發展；積極發展休閑農業，推

出壹批鄉村旅遊重點村；推進國家

全域旅遊示範區建設，支持紅色旅

遊創新、融合發展。

“旅遊新業態的空間很大，但要求

也更高，不僅要新在‘面子’，更要新

在‘裏子’，做真正的精品旅遊。”翟

向坤認為，未來，旅遊新供給應立足於

旅遊消費新需求，提高產品和服務的品

質。包括加快旅遊產品升級改造，註重

提升旅遊產品的文化內涵、科技含量、

綠色元素等。相信通過這些努力，可以

讓我國文化和旅遊消費設施更加完善，

消費結構更加合理，消費環境更加優化

，文化和旅遊產品、服務供給更加豐富

，從而推動文化和旅遊消費規模保持快

速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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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玩具出口逆勢增32％
生產優勢保訂單 拓展歐亞緩貿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考玲）香港擁有全
球最繁忙的港口之一，根據大灣區規劃綱要，香
港為大灣區航運中心，香港船東會主席許積臯日
前出席亞洲物流及航運會議時表示，香港在稅
率、法律制度和金融配套上於大灣區內均有領先

優勢，惟在航運營運模式上仍傾向傳統形式，與
鄰地競爭對手如新加坡比較較為遜色。

籲港府助現代化 追趕獅城
他續指，新加坡是香港航運業的主要競爭

對手，惟香港的航運營運模式不及新加坡現代
化，因為新加坡政府積極支持當地航運業發
展，如發展智慧船舶等模式，吸引不少航運公
司遷往新加坡。他認為，香港政府應提升支持
香港航運業力度，多加向外推廣香港港口和提
升航運服務優勢，而且香港在培養航運業人才
上仍有青黃不接的問題，希望港府在培訓人才
上採取更積極態度。

出席活動的禮德齊伯禮律師行合夥人李民
表示，香港擁有完善法規，良好的海事仲裁能
力，能夠維持香港的獨立性，這些優勢也令香
港在大灣區眾多個城市之中突圍而出。

招商局能源運輸董事蘇新剛指出，內地擁
有高質素的海事人才，海事人才輸出在亞洲佔
一定比重，而且有5、6間大學有與航運行業相
關專業。

李卓明透露，今年1月至7月，中國傳統玩具對美
國出口同比增長19.19%，對歐盟、東盟、中

東、拉美分別增長 36.28%、 56.58%、 30.4%和
26.76%，均高於美國。美國市場佔中國玩具出口份額
從2017年的28.97%降至今年的24.42%，市場替代趨
向較為明顯。

東南亞難孭美資跨企訂單
中美貿易戰爆發後，孩之寶、美泰等部分美資跨

國品牌公司出於避險需求，宣佈計劃把中國企業的部
分訂單逐步轉向越南等東南亞國家。“但事實是，目
前東南亞玩具企業的生產技術、配套以及工人素質有
限，無法滿足品牌公司對產品嚴格的質量和技術要
求，所以質量和技術要求高的產品訂單，知名品牌公
司現在仍不得不委託給中國企業生產。”

今年5月在美國總統特朗普威脅要對中國商品全
面徵稅時，美國玩具協會副會長Rebecca Mond曾指
出，中國在世界玩具製造業扮演獨一無二的角色，
高標準的製作工藝、定制化的批量生產，目前仍然沒
有其他地區和國家可以做到這一點。“事實確實如
此。”李卓明說，廣東省完善的玩具產業鏈配套、企
業先進的生產技術、高素質的生產管理和技術工人等
優勢，短期內無可撼動。

近年中國尤其是廣東等沿海地區的地租、人工、
水電等生產成本不斷上升，企業向成本更低的地方轉
移也成關注焦點。李卓明坦言，玩具國際品牌商的代
工生產，確有向泰越等東南亞地區轉移的趨勢，但其
中也不斷出現新問題。

他解釋指，首先是這些地區勞動力總量不大，隨

遷入工廠增加，人工成本隨之快速上升，紅利逐漸
消失。其次，當地生產技術、產品質量控制水平難滿
足品牌方要求，而配套產業也不完備。

中國本土品牌內銷尋出路
至於中國玩具本土品牌則基本不會向境外遷移，因

很多企業廠房都是買地自建，根基在此，另外還有本土
文化認同問題。這部分企業會更積極尋求出路，比如創
新產品、優化營銷、拓展市場、到內地生產成本較低的
省份設分廠等。

“近年全球玩具消費穩步提升，不少玩具品牌都
看好前景。”李卓明說，據香港貿發局對北京、上
海、廣州等內地八大城市玩具消費調研顯示，受訪家
長過去一年平均花費2,596元為孩子購買玩具，較
2014年同類調查上升143%。反映出中國玩具市場消
費增長很快，潛力很大。同時，也吸越來越多國際玩
具品牌、香港品牌不斷擴容內銷。他估計，今年中國
市場玩具銷售有望突破700億元。

中國網銷生意額超150億
他並透露，玩具新興銷售渠道快速增長，特別是

電商銷售情況良好。“中國玩具在網上的年銷售額保守
估計已超過150億元。目前中國70%的跨境電商在華
南，僅深圳跨境電商小賣家已超過15萬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俊

明 廣州報道）“在中美貿易摩

擦持續升級背景下，中國玩具

出口不降反升。”廣東省玩具協會會長李

卓明日前在第32屆國際玩具及教育產品展

覽會暨產業運行情況通報會表示，今年頭

十個月，中國傳統玩具出口較按年“逆勢”

增逾32％，突破1,800億元（人民幣，下

同）。而且“為應對貿易戰，越來越多玩

企積極開拓美國以外市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
菁）珠三角人工成本優勢不再，
加上中美貿易戰牽連，製造業陸
續將工廠從珠三角搬去越南及柬
埔寨等東盟國家，香港付貨人委
員會主席林宣武日前於一論壇中
稱，生產商切忌“複製、粘貼東
莞模式”，因地制宜“先行得
通”。

林宣武指出，東莞當初是在
政府和政策的配合下，以勞動密
集型產業為主導，大力發展技術
含量較低的製造業，廠商來自香
港、深圳及國外等。但部分廠商
未能及時提升高科技成分，產業
升級成了難題。他建議遷移至越
南等地的廠商因吸取教訓，注重
低人工成本的同時，留意技術型
工人的培養，同時做好產業轉移
和升級。

以星綜合航運跨太平洋貿易
副總裁容海迅則指出，繼中國
後，越南將成為其公司的第二大
市場，這與珠三角地區的產業轉
移密不可分。但他亦以自身經驗
提醒廠商，部分東盟國家的基礎
設施未能跟上廠商進駐的速度，
廠商在前期選址時留意。

港航運業憂人才青黃不接

廠
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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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
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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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
製
﹁東
莞
模
式
﹂

■港船東會主席許積臯(左二)希望港府在培訓航
運業人才上採取更積極態度。 記者殷考玲 攝

■■廣東省玩具協會會長李卓明廣東省玩具協會會長李卓明（（右三右三））表示表示，，在中美貿易在中美貿易
摩擦背景下摩擦背景下，，中國玩具出口不降反升中國玩具出口不降反升。。 記者方俊明記者方俊明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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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拍熱潮席捲全球，專家形容為一種
“新語言”，反映社會已進入“圖像時
代”，照片成為人與人之間交流的主要媒
介，透過相片表達情緒，現實與網絡之間
的界線逐漸模糊。

符號學專家埃
斯康德—戈基解
釋，人們自拍是
期望建立和鞏固

與某一群體的聯繫，如明星與粉絲、政
客與選民之間等。自拍時可控制照片中
所有元素，如選擇“高炒”、選用好看
的角度、有意思的背景等，所有元素均
有助加深自拍者的體驗記憶。

不少人的自拍照均會將自己放於照
片正中央，其實正正反映人的自戀心
理，作家兼哲學教授戈達爾指出，這反
映出人們自負和自我評價過高的心態，

竭盡所能爭取更多讚好。
埃斯康德—戈基提到，自拍照往往

會帶有特定訊息，成為宣傳意識形態的
工具，例如環保人士上載清潔海灘的前
後對比照、支持母乳餵哺的媽媽分享授
乳照等。商業上的例子亦多不勝數，例
如名媛Kim Kardashia每次於 Instagram
上載裸照時，均會變成網絡熱話。

■法新社

步入“圖像時代”

成主要交流媒介

自拍風氣蔓延全球，不少人不惜冒
生命危險拍攝打卡照，以致悲劇時有發
生。據統計顯示，因自拍致死的人數，
甚至較被鯊魚咬死的人超出4倍。亦有
部分人不分場合和時間自拍，對他人帶
來不便及傷害。

印度《家庭醫學及基層醫療期刊》
統計，在2011年至2017年間，全球最少
259人因自拍導致死亡，包括跌死、溺
斃，甚至在槍擊案現場自拍而遭流彈擊
斃。而在同一時期，被鯊魚咬死的人數
則有50人。雖然女性較男性更喜歡自
拍，但年輕男性更願意冒生命危險自
拍，佔整體死亡人數達3/4。

“自拍死”問題在印度尤其嚴重，
在 2011 年至 2017 年間造成 159 人死
亡，部分城市已劃出“不准自拍”區
域。 ■法新社

冒險打卡釀悲劇
6年間259人死亡

自拍已成為手機不可或缺的功能，科技企
業因此積極研究更多新技術，例如運用人工智
能(AI)開發自拍應用程式(app)，在改善鏡頭成
像質素的同時，協助用家增加自拍樂趣。

結合AR技術增添趣味
不少科企近年在相機引入AI軟件，早期以

聲控功能為主，讓用戶無需用手按下快門鍵，使
拍攝更靈活，後來逐漸加強
演算功能。

Google迷你相機Google
Clips運用AI，辨認出可能成
為難忘畫面的時刻，協助用
戶挑選自拍時機，並可自動
刪除對焦錯誤或被手指遮擋
鏡頭的照片。LG的V30S手

機則借助AI，運算出最適合的快門速度、光圈和
白平衡，改善拍攝效果。

坊間亦湧現大量引用AI技術的自拍app，例
如曾紅極一時的“How-Old.net”網站，便是以AI
推算照片中人年齡，近月興起的另一個app“Ima-
geNet Roulette”，亦以AI分析用戶上載的自拍
照，再以一個詞語形容用戶，例如“祖母”、“通
緝犯”、“悲觀主義者”等，吸引大批網民試玩。

擴增實境(AR)也被用作
配合自拍潮流，韓國三星去
年推出的Galaxy S9手機，
就加入“AR Emoji”功能，
用戶可在自拍後按照個人形
象，設計出獨一無二的表情
包，亦可錄製動畫。

■綜合報道

科企研新技術 AI提升照片質素

﹁自
拍
經
濟
﹂範
圍
廣
泛

■■有網民為拍出獨特照片以身犯險有網民為拍出獨特照片以身犯險。。
■■智能手機和社交網站興起智能手機和社交網站興起，，吸引吸引
愈來愈多人打卡和自拍愈來愈多人打卡和自拍。。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三星推出三星推出““AR EmojiAR Emoji””功能功能
為自拍增加趣味為自拍增加趣味。。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有環保人士在社交有環保人士在社交
網站上載清理環境的網站上載清理環境的
照片照片。。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倫敦牛津街一間咖啡店兩年
前推出新產品“自拍泡沫

咖啡”(Selfieccino)，顧客只需向
店方預先傳送自拍照，便可在咖
啡泡沫加入個人肖像，全程只需
4分鐘。咖啡店東主舒里直言，
在社交媒體年代下，飲食體驗已
完全改變，“空有好食物和服務
並不足夠，還要有上載至Insta-
gram的價值。”

《衛報》評論文章形容，人
們非常熱衷自拍，刺激自拍棍、
唇膏以至“打卡位”等產品和服
務需求。女性維他命丸生產商
Ritual更對準需求，形容其產品
“適用於Instagram”，可見社交
平台對市場的影響力龐大。

自拍棍銷售額明年料逾2億美元
數據分析企業IRI估計，單

是社交平台帶動的化妝品需求，
每年已為英國貢獻10億英鎊經濟
收益，自拍棍全球銷售額亦可望
在2020年，增至逾2億美元。

然而過於氾濫的網上平台生
活，亦促使人們希望逃離互聯
網，例如加拿大歌手 Justin
Bieber 和 美 國 Hip Hop 歌 手
Kanye West均曾表示需短暫“斷
網”，體驗現實世界，衍生名為
“體驗經濟”的新需求，估計直
至2023年，“體驗經濟”市場價
值甚至將達120億美元。

民調顯示，72%千禧世代願
意投放金錢，進行各類現實世界
體驗，包括接觸大自然，進行極
限運動以感受肌肉痛楚，以及體
感寒冷環境等。不過研究同時發
現，部分人在體驗新鮮經歷後，
往往會拍照上載至社交平台，使
“現實體驗”重回互聯網，“體
驗經濟”也變相成為“自拍經
濟”的變種。

社交平台專家尤爾根松指
出，人們只是在互聯網氾濫後，
才把離線視為“真實生活”，但
兩者其實不能簡單分割，而是應
取得平衡。 ■綜合報道

“卡嚓！”智能手機和社交網站興起後，近年愈來愈多人以手機打卡和自

拍，林林總總的企業趁着熱潮，推出修圖軟件、自拍專用鏡頭等產品，店舖和商

場亦特意裝修成“打卡熱點”，帶動“自拍經濟”冒起。另一方面，不少手機成

癮的人亦渴望脫離社交平台，製造“體驗經濟”的另類商機。

化妝品：隨着手機鏡頭解像度不斷
提升，應對高清鏡頭的“高清妝”
需求日增，化妝品企業因此推出新
產品，可反射更多光線，令臉部看
來更明艷照人。
傳統相機：傳統相機亦因應自拍需
求改變，例如引入可反轉屏幕設
計，方便用戶自拍，部分相機則可
利用WiFi，即時把照片傳送至手
機，讓用戶上載至社交平台。
自拍棍：在智能手機年代急速冒起
的發明，估計eBay網站每半分鐘
便售出一支自拍棍。
整容：部分人為求上鏡時更好看，
不惜整容，當中以割雙眼皮手術最
受歡迎，流行程度僅次於隆胸。美

國電視節目監製Triana Lavey曾自
爆，她合共花了1.2萬美元整容，
並直認社交平台流行，改變了她對
自己容貌的看法。
即影即有印相機 (Photo Booth)：
早年以證件相機的形式出現，但社
交平台興起後，不少人亦在婚禮租
用自助印相機，並加入不同背景和
道具，即場與親朋好友拍照，需求
更已超越傳統婚禮攝影師。
“打卡位”：社交平台亦使旅遊景
點和商店的“打卡位”更受歡迎，
例如瑞士山區的Villa Honegg酒店
憑着景色優美的無邊際泳池，被譽
為“網紅酒店”；巴黎文華東方酒
店更配合旅客需求，為住客提供每
位團費995歐元的“自拍團”。
手機：不少手機製造商與傳統鏡頭
製造商合作，提升手機鏡頭拍攝質
素，例如華為旗艦手機鏡頭獲萊卡
(Leica)認證，諾基亞旗艦機鏡頭則
獲蔡司(Zeiss)認證。近年的智能手
機更逐漸步向多鏡頭設計，滿足拍
攝需求。
網紅：不少化妝品品牌亦邀請網紅
協助推廣，例如英國YouTuber詹
納曾拍攝短片，示範在20分鐘內使
用總值不足450英鎊的化妝品，迅
速化出高貴妝容。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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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導】休斯敦火箭因
在丹佛的慘敗而終止八連勝，星期五背靠背進
入洛杉磯斯台普斯體育中心，面對幾乎全力的
洛杉磯快船隊，因隊中擁有卡懷·倫納德和保
羅·喬治兩位聯盟最佳球員。

儘管詹姆斯·哈登（James Harden）幾乎無
懈可擊的進攻表現，結果卻是一場激烈的爭奪
戰，近距離比賽，最終以 122-119 快船的勝利
結束了比賽。倫納德扮演了英雄，在比賽還剩
15秒的時候就擊中了比賽獲勝的跳投。

倫納德（Leonard）拿下 24 分，而盧·威廉
姆斯（Lou Williams）則以26分領先。這是西部
聯盟兩支最好的球隊之間的較量。

哈登挫敗了另一項極端防守
已經看到了快船隊採用各種防禦方案來試

圖阻止哈登的得分爆發。也許最著名的是，上
賽季密爾沃基雄鹿讓哈登的防守者實際上在他
身後，以防守他致命的後衛三分球因失敗而告
終，正如哈登本人很快指出的那樣-這並不完全
有效。哈登上場42分鐘，得到了37分。

快船並沒有走那麼遠，但他們顯然正在盡
一切可能將球從哈登的手中奪走，幾乎每次他
跨半場時都會派出高水平的雙人包夾。主教練
里弗斯和快船隊的想法是，如果他們能夠限制

哈 登 的 投 籃 數
量 （ 他 平 均 每
場比賽有近 25
次 投 籃 得 分 和
每場比賽 14 次
三 分 球 命 中 ）
， 他 們 將 迫 使
其 他 球 員 擊 敗
他 們 。 快 船 成
功 地 限 制 了 哈
登 的 嘗 試 ， 但
是 他 在 挑 選 和
選擇何時尋找自己的投籃方面非常精通（他還
獲得了18次罰球機會）以及何時將球傳給他的
隊友。

哈登信任他的隊友，並且大部分時間他們
都如願以償。 McLemore在9投4中得到14分，
Sefolosha從深處拿到4中2，PJ Tucker在比賽后
期獲得了一個巨大的邊角3分球。不幸的是，火
箭隊只是遇到了一個更有才華的球隊。

儘管倫納德成了比賽的勝利者，但前三節
落後11分，顯得替補球員力量不足。快船在喬
治和威廉姆斯的帶領下也得到了多個三分球，
使自己處於贏得比賽的位置。在塔克上籃還剩

一分鐘的情況下，火箭把
火箭提升了 5 分之後，看
上去已經要贏得比賽了，
但喬治和威廉姆斯在21秒
內命中了兩個三分，快船
隊領先。威廉姆斯還挽救了快船，因為他們在
第三節落後火箭11分之多，但因為在短短八分
鐘之內就得到了14分，將差距縮小到了四分，
直到倫納德開始接管比賽。

儘管哈登打出了一場了不起的比賽，但他
可能在比賽的最後幾秒鐘重新考慮了對威斯布
魯克的傳球。這傢伙上場了33分鐘也有22入賬

，但威斯布魯克在還剩八秒的時候錯過了一個
空位三分球，這基本上讓火箭輸掉了比賽。這
位過去的常規賽最有價值的球員，火箭球迷期
盼太高的威斯布魯克，關鍵時刻總是掉鍊子，
本賽季他的三分球命中率只有20％，這不是火
箭的比賽方式，這次仍沒有解決問題。總體而
言，儘管輸了火箭輸了，哈登還是勢不可擋，
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火箭雖敗猶榮 哈登仍然勢不可擋 威斯布魯克難於信賴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導】11月24日星期
日下午，達拉斯獨行俠客場挑戰同區勁敵火箭
隊，20歲的獨行俠超級巨星盧卡·唐西奇（Lu-
ka Doncic）帶領獨行俠以137:123戰勝擁有兩位
超級巨星的勁敵火箭隊。唐西奇獲得了41分，
10 次助攻和6 個籃板，憑藉出色的表演，讓火

箭慘敗。
唐西奇繼邁克爾·喬丹、拉塞爾·威斯布魯

克和詹姆斯·哈登之後連續4場比賽得分超過30
，並送上10次或以上助次的兩雙記錄，榮登自
1983-84賽季以來第四位達到30+，10+的兩雙
球員。

唐西奇在比賽中一直保持著大視野，創造
了新的NBA記錄。賽后採訪時他說：“聽到這
些名字真是太棒了，他們是很棒的球員，聽到
所有這些名字都很高興，但是最重要的是我們
在休斯頓客場取得了勝利。”

這是達拉斯本賽季連續五次獲勝，成績現
在升至11勝5負。

獨行俠的連勝紀錄始於八天前，
擊敗了衛冕冠軍猛龍隊，而在過去的
五場比賽中，唐西奇場均得到34.8分
，10.8次助攻和9.8個籃板。此前他獲
得了職業生涯最高的 42 分，成為
NBA 史上第二位 20 歲獲得 40 分的球
員，創下了 NBA 歷史上 40 分三雙的
記錄。

不僅僅是唐西奇在豐田中心取得
了驕人的成績，蒂姆·哈達威也33分
鐘的時間裡搶到13個籃板。

火箭詹姆斯·哈登以 32 分和 11 次

助攻領先球隊，但他今天運氣不佳，三分投籃
15中2，命中率只有可憐的13.3％。儘管火箭隊
在三分線外有很多空位，但全隊在三分球命中
率上44投僅10中，命中率只有22.7％；而獨行
俠則44投17中，命中率達到38.6％。在相同投
籃次數上的21分差距遠遠超過了兩隊之間的最
終14分差距。

火箭在替補席上，本·麥克雷莫爾和奧斯
汀·里弗斯三分球命中率為9投0中。火箭確實
需要進行調整，他們需要更高效的投籃，更可
靠地防衛，他們需要更強的替補席，否則怎能
拿到NBA總冠軍，恐怕今年還打不進西部決賽
。

賽后火箭後衛拉塞爾·威斯布魯克（Russell
Westbrook）表示，他絲毫不擔心火箭隊本賽季
最長的三連敗，他甚至形容這是一件好事。

他的邏輯是，他們必須看到他們會團結在
一起，而不會經常伴隨著一系列損失，這是有
道理的。但是，火箭可能已經知道了這一點。

20歲的超級巨星盧卡·唐西奇率獨行俠猛擊火箭 擁有得分王哈登的火箭三連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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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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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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車間也可方便收聽，輕鬆獲取美南電視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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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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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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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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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1對1》海島風情 中國·平潭——泰國·甲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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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8/2019 -11/24/2019

美中時間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SUN.

18 19 20 21 22 23 24

00:00-00:30 遊走美國 (重播)

00:30-01:00 養生堂 (重播) 

01:00-01:30 中華民族 (重播) 

01:30-02:00 中華民族 (重播) 華夏新紀錄 (重播) 中華一絕 (重播) 中國大舞臺 (重播) 華夏新紀錄 (重播) 

02:00-02:30

02:30-03:00

03:00-03:30 中華一絕 (重播)

03:30-04:00 司馬白話  (重播) 美國人走長征路 (重播)

04:00-04:30

04:30-05:00

05:00-05:30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05:30-06:00 中國大舞臺

06:00-06:30 遊走美國 (重播)

06:30-07:00 司馬白話 (重播)

07:00-07:30

07:30-08:00

08:00-08:30

08:30-09:00

09:00-09:30

09:30-10:00

10:00-10:30

10:30-11:00 洋言洋語 (重播)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記住鄉愁 (重播) 華夏新紀錄  (重播) 中華民族  (重播) 功夫 大鵬秀

11:00-11:30

11:30-12:00

12:00-12:30 這裡是北京  (重播) 這裡是北京

12:30-13:00 大鵬秀 (重播)

13:00-13:30 中國緣 (重播)

13:30-14:00 生活 (重播)

14:00-14:30 遊走美國

14:30-15:00 記住鄉愁 (重播)

15:00-15:30 洋言洋語 記住鄉愁

15:30-16:00 美國人走長征路 歲月留聲

16:00-16:30

16:30-17:00

17:00-17:30 華夏新紀錄  (重播) 歲月留聲 (重播) 美國人走長征路 (重播) 幸福來敲門  上集 幸福來敲門  下集

17:30-18:00

18:00-18:30

18:30-19:00 今日關注 (重播) 中國大舞臺  (重播)

19:00-19:30 先鋒人物 中國緣 (重播)

19:30-20:00 中國緣 生活 中華一絕

20:00-20:30 生活 (重播) 外國人在中國

20:30-21:00

21:00-21:30

21:30-22:00 中華民族

22:00-22:30 司馬白話 華夏新紀錄

23:00-23:30 功夫 (重播)

23:30-00:00 幸福來敲門  上 (重播) 幸福來敲門  下 (重播)

電視台保留變更節目權利，以實際播出為準。 Updated as: 11/7/2019

開門大吉

央視國際新聞

中國輿論場

中國文藝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中華醫藥 (重播)

檔案

中國輿論場 (重播)

大魔術師

幸福帳單

華人世界 

先鋒人物 (重播)

武林風
電視劇《中國往事》 第1~5集

幸福帳單 (重播)

休士頓論壇 中華醫藥

中國文藝

電影藏密 (重播)

今日關注 (重播)

今日亞洲

美南大咖談

海峽兩岸 (重播)

檔案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海峽兩岸

中國文化

城市一對一 (重播) 休士頓論壇 (重播) 電影藏密

電視劇《金婚》 第16~20集 (重播)

檔案 (重播) 華人世界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今日關注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美南大咖談 

武林風 (重播)

電視劇《中國往事》 第1~5集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經典電影

綠水青山看中國

電影藏密 (重播)

Southern Television 15.3             2019年11月份 電視頻道節目表

中國文藝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行之中國

綠水青山看中國 (重播)

大魔術師 (重播)

開門大吉 (重播)
美南大咖談 

Chinese Class

22:30-23:00 養生堂五味草堂

現場面對面 城市一對一

現場面對面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直播)

電視劇《金婚》 第16~20集

快樂精靈

健康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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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三       2019年11月27日       Wednesday, November 27,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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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玛雅文明，坊间有众多说法

——众多的“不解之谜”，例如，玛雅

人来路之谜；“一夜消失”的去处之谜

；外星人和玛雅人关系之谜；玛雅文字

之谜；金字塔之谜，等等等等。

其实，科学家和史学家们，已经破

解了玛雅文明的几乎所有“谜团”——

在国外，从上世纪90年代起，玛雅文明

已逐渐不再是热门话题。

玛雅文明的话题，由史蒂芬斯“挑

起”。

1839年，美国总统马丁.范布伦，任

命了约翰.劳埃德.史蒂芬斯担任中美洲特

使。史蒂芬斯是个律师，还是旅行家。

他到了短命的“中美洲联邦共和国”之

后，发现那里内战正酣，临国墨西哥也

虎视眈眈。无所事事之时，他钻进洪都

拉斯藤蔓遮日的丛林探险，惊喜地发现

了灿烂的玛雅文明。就此，史蒂芬斯被

赞“创造了历史”。自他以后，众多学

者，还有冒险者，参与了玛雅文明的探

索。的确，揭开玛雅文明的神秘面纱，

是近几十年的事情。

玛雅人的历史，已经可以清晰描述

了。

1，玛雅人（Maya），亦称马亚人

，在国际上，被认为属于中美洲印第安

人中的一支。根据居住的不同地区，又

被分为20几个民族。多数学者认为，玛

雅人人口最多时约1400万，个别人认为

这个数字要翻倍；据1995年的统计，当

时约有200万人。

2，关于玛雅人的历史，各国学者，

包括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和其他学者，

基本同意其可追溯到公元前三千纪——

公元前2000年之前。同时，还赞成“玛

雅文明”经历了五个时期—— 第一，形

成时期，从公元前 1000年前后开始。

第二，古典时期，也称古王国时期，大

约公元200-400年。 第三，后古典时期

， 从 公 元 400-700 年 ， 其 间 又 分 为

400-550和550-700两个阶段。 第四，玛

雅王国衰落期，从公元700-900年，其中

也分为700-800年和800-900年两个阶段

。 第五，公元1000年伊察人入侵和16

世纪西班牙占领以后时期。

玛雅人的象形文字，已然破译。

1，玛雅人的语言被称为“基切语

（Maya-Quiche) ”，有相对应的象形文

字（Mayan hierogly phic writing）。这

种文字，约形成于公元前3世纪，存活

到17世纪末。被发现最早的铭文，铭刻

于公元前36年；古典初期的奥尔梅克铭

文也保留了下来，其中有公元162年含

有字符的祭司图斯特拉(Tusla) 的碧玉雕

像。现存有玛雅文字的3种古抄本——

德累斯顿抄本，可能出自11世纪或12世

纪，是公元5-9世纪早期文献的副本；马

德里抄本，出自15世纪；巴黎抄本，可

能比马德里抄本略早。

2，19世纪以来，不少西方学者试

图破译玛雅文字；德国学者阿诺德，还

把玛雅象形文字和汉字做了对比研究，

这些常识都失败了。上世纪末，前苏联

学者J .V.克诺罗索夫终于破译了玛雅文

字，并得到各国学者的广泛认可。他认

为，玛雅文字有两类——象形文字体和

僧侣体。文字符号的数量达到300个，

分为三类：语音符、表意符和关键词。

玛雅人说，自己的祖先有三个部落

来自大海彼岸。

1，被破译的玛雅史诗《告诫书》中

说，玛雅人的祖先来自于大海（大西洋

）的另一端。在《托托尼卡潘先主谱系

》中，玛雅人把自己的故乡叫做帕-图兰

(Pa-Tulan)。学者们认为，这个地方在东

方的巴比伦附近。从这部史诗里可以明

显看出，其创作者对《圣经》所记述的

内容有所了解——《旧约》公元前500

年左右成书前，其内容至少已流传了不

止千年。书中说，玛雅人中的三个民族

，是以色列10个部落的后裔。这10个

部落是被亚述王沙勒马那沙尔(Shalma-

neser) 在公元前1300年驱逐的。《告诫

书》里，还有创世和洪水的传说。其细

节，不仅与 《圣经》中所记类似，还

与约公元前300年的巴比伦祭司贝若苏

留下来的记述相印证，书中记述的宗教

内容，追溯到巴比伦的宗教传统。有关

托托尼卡潘(Totonicapan) 众神迁徙的故

事，也有一些被认为存在真实的历史背

景。

2，作为佐证的，是玛雅人公元前

的雕像遗存——比如，出土的公元前

1000年前的粘土小雕像为男性，鹰钩鼻

以及变形的前额，既是玛雅人的特征，

又与史诗记载的祖先特征相印证。

玛雅文明的概述。

1，形成时期的玛雅文明，属于早期

农业文明阶段——种植玉米；陶器制作

比较发达；出现了象形文字；还有石制

雕塑、圣坛、碧玉珠宝、马赛克壁饰以

及金字塔神庙中部落酋长的坟墓。当时

的中心地区，一是查尔乔帕 (Chalchua-

pa)，那里建造了阶梯金字塔，上面有石

造的神庙，还有铺石的广场和石雕，这

座城市毁于火山爆发。另一座大城市是

卡米纳尔胡尤(Kaminaljuyi)，石碑上刻着

统治者和神的图画，还有象形文字历法

的碑铭。学者们认为，公元前300年，

玛雅已经具备了城市特征。

2，公元前后，玛雅发明了“0”的

符号和20进位的计算法；公元初创造了

精确的历法和穹形建筑艺术；信多神；

陶器、雕塑、绘画等造诣已比较高。再

后来，公元7-8世纪，是玛雅人的黄金时

期，建造了更多庞大的石砌“金字塔”

，基本作为神庙；其他石头建筑物也不

少；始终从事农业；没有大型牲畜，从

未使用金属工具；但使用黄金和红铜制

造装饰物；已建立了奴隶城邦制，不过

没形成统一的大型国家。

玛雅文明衰落原因的解读。

就此，众多学者提出了多种看法，

例如，内部战争因素；宗教因素；北方

部落入侵；贵族和祭司的压迫和农民的

反抗；生态条件恶化；人口迅速增长；

土质变化引发的欠收与饥荒。最有影响

的说法，是在多种因素综合的情况下，

玛雅农业生产导致了各种生态问题，结

果收成下降，人们的反抗由此开始——

这与印度河流域诸城被弃的情况十分相

似。 尽管如此，玛雅文明并未就此终结

，玛雅人迁徙到了尤卡坦地区北部。真

正造成玛雅文明戛然而止的，是1517 年

后西班牙殖民者的入侵——玛雅人被大

量屠杀；殖民者带来的病菌病毒感染造

成玛雅人大量死亡；用玛雅象形文字写

成的作品，大多被西班牙教士作为异端

予以焚毁；经济文化破坏严重，等等

——一个数千年的文明就此彻底衰落。

最后要说的是，玛雅文明和世界上

其他的事情一样，任何时候都不能说没

有“谜团”了。不过，那些故作玄虚的

不经之谈，真的是忽悠人的——这只要

看看严肃的书籍就能知道。有兴趣者，

不妨读一读以下几本书——瑞布里克的

《世界古代文明史》、勃里恩的《帝国

的衰亡》和《不列颠百科全书》。

关于玛雅文明，别被坊间传言忽悠了

（本報訊）美南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為加強
對主流社會和週遭社區的了解、關懷、回饋以及
服務，理事會在2018 年通過成立了一個Outreach
Committee (關懷推廣委員會); 目的是增進華人與主
流社會及週邊族群之情誼與交流、互助互信以及
溝通了解，並建立良好的關係及長遠的友誼。

經過各方考量，因為 Alief 學區地處中國城的
中心地帶，正適合我們敦親睦鄰的宗旨和目標。
大專校聯會從去年開始和 Alief 學區的學校當局合
作, 捐贈了火雞, 幫助100 位貧窮的兒童家庭, 除了
火鷄之外，食品裏有學校募到各式罐頭和雜糧。

2019 年的感恩節即將到臨, 校聯會的關懷推廣
委員會負責人徐小玲, 也是今年的會長, 一循往例,
向校聯會的理事和會員們募款, 發揮華人慈愛心懷,
及互助互愛的精神. 校聯會的理事和會員們紛紛響
應,於是很快的就在兩三個禮拜之內, 同心協力捐到
了足夠的款項。今年比往年更加盛大, 在這個感恩
和團圓的時節裏, 一共幫助了230 位貧窮的兒童家
庭給與他們一個愉快而美好的佳節。

食品贈在十一月二十一曰下午, 在Alief 學區的
校本區Crossroads High School舉行. 從下午三點半
校聯會的理事,會員和義工們己經開始了食品發放
的工作. 今年因為人多 Houston Food Bank 的大卡

車也載來許多乾糧、罐頭、及冷凍食品. 感恩節食
品贈送於從下午三點半開始, 一直到六, 七點才結
束. 所有參與的理事義工們都感覺到非常的溫心,
興奮和感激, 能夠在感恩節這樣意義深長的節日,薄
盡一己之力帶給別人快樂.

最令人感動的是, 贈送食品那天，除了Alief 學
區的校長Wickliffe 先生，和Alief商務及社區的總
負責人Dee Jones女士在那裏指揮調度之外，台北
駐休士頓協調處的陳家彥處長, 政務組何仁傑組長
, 新聞組施建志組長及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 都在
百忙中專程趕來為校聯會的善舉助陣加油. 處長還
特別貼心的帶了精美的西式便當來犒賞所有的義
工們. 校聯會的理事長葉宏志, 副理事長鄧嘉陵, 前
理事長鄭昭, 黃初平, 鄭大展及前會長洪良冰, 理事
李迎霞, 也都親臨現場幫忙.

校聯會的會長及關懷推廣委員會負責人徐小
玲表示，除了捐贈感恩節的食品之外， 校聯會還
會繼續和Alief 學區合作，尤其是有關科學和數學
方面的教育指導，幫忙評判數理方面的比賽，以
及參加他們重要的決策委員會等。和 Alief 學區的
合作，希望是長期的有意義的 。籍以增進華人在
主流社會的參與和影響力.

大專校聯會感恩節寒冬送暖

（本報訊）音
樂可以淨化人心、
導之於正。 「和樂
之聲」，期許：以
和為貴，建造和諧
社會，使之近於世
界大同；以樂為尊
，陶冶人之心靈，
使之契合趨向完人。前者是終極目標，後者是推動達成
目標的源動力。周公 「制禮作樂」，其目的無他，教化
國民，建立和諧有序社會，使民安居樂利，所謂獨樂樂
不如眾樂。 「和樂之聲」第八屆音樂盛會，擇訂於明年
（2020）五月三十日（星期六），在休斯頓僑教文化中
心，隆重盛大舉行。為了和樂之聲，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為了感謝各界在精神上的鼓勵及無私在經濟上的援助
；為了感謝音樂界前輩、專家、菁英提供寶貴意見；為
了感謝參與盛會的各方合唱團隊，共相盛舉，達成理念
，滿足廣大音樂同好及親臨現場聽眾的慾望，使之如沐
春風，餘音繞樑，三月不絕。本會理事長楊明耕先生，
一本衷心，特於本月十六日（星期六），邀請了上述人
士，在YAO餐廳，共聚一堂，把酒言歡。一來、趁著
歲寒感恩時節，以感恩之心，表達對上述參與人士，崇

高的敬意和感恩。誠如楊理事長之言 「音樂能淨化人心
，淡定心靈，使人雖立污泥而不染，雖處亂世而不燥。
但獨木難撐大廈，尚須眾志，方可成城」；二來、為了
精益求精，塑造和樂之聲有所口皆碑，藉此餐敍，集思
廣益，博覧各界金玉良言。誠如李步青參事之嘉言“金
聲玉振、兼容並包”，不負眾望。亦如陳奕芳主任之勉
勵“和樂之聲的演出，朝著國際化，多元化的目標邁進
，提升藝術層次，喚起社會共鳴”。以及各合唱團團長
、指揮所提供的寶貴意見，都將成為和樂之聲，今後努
力改善的標竿。我們相信，和樂之聲在大家愛心的支持
與鞭策，定能達成各界的希望。願上帝祝福大家過個快
樂的感恩節，更竭誠歡迎大家，明年五月三十日共襄盛
舉，蒞臨這場音樂饗宴！

和樂之聲11月16日感恩餐會感言

圖為圖為 「「和樂之聲和樂之聲」」 理事長楊明耕理事長楊明耕（（右立者右立者））在感恩餐會上致詞在感恩餐會上致詞。（。（記者秦鴻記者秦鴻
鈞攝鈞攝 ））

圖為大專校聯會代表一行圖為大專校聯會代表一行，，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陳家彥處長陳家彥處長（（左五左五））及及AliefAlief學區代表們在捐學區代表們在捐
贈現場合影贈現場合影。。

圖圖（（左起左起 ））大專校聯會會長暨關懷推廣委員會負責人徐小玲大專校聯會會長暨關懷推廣委員會負責人徐小玲，，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陳家彥處陳家彥處
長長，，校聯會理事長葉宏志校聯會理事長葉宏志，，AliefAlief商務及社區負責人商務及社區負責人DeeJonesDeeJones 女士在現場合影女士在現場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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