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B11

˙近59號公路中高層公寓，2臥2衛，2臥半2衛

˙近Westheime 3房2.5衛房，售$189K

Lance Chau
(713)271-9898

貸款: 買房、重貸、出租房貸款、抵押兌現、不查收入
Fast Easy Mortgage

Lchauemail@yahoo.com
RMLO NMLS 246133

6120 Westline Drive Houston, Texas 77036

Venture Equity 房屋買賣/貸款/投資/商業

永創佳業 1031物業延稅交換

2020年9月24日 星期四
Thursday, September 24, 2020

給您家的感覺

服務人員專業、友好
及時解決問題

免費WiFi、室內冰箱
本地電話、報紙、咖啡和茶

房間寬敞、整潔
免費早餐新鮮、健康

緊鄰中國城  交通購物方便
2930 W Sam Houston Pkwy S

Houston, TX 77042

(713) 785-3899

人物風采人物風采

住宅住宅 物業管理物業管理 // 買賣買賣
商舖出租商舖出租
服務西北區服務西北區// 西南區西南區
電話電話﹕﹕((832832)) 540540--99189918
地址地址﹕﹕28252825 Wilcrest Drive SuiteWilcrest Drive Suite 505505. Houston, TX. Houston, TX 7704277042



BB22今日香江
星期四       2020年9月24日       Thursday, September 24, 2020

2020年9月23日（星期三）3 經濟中
國

■責任編輯：李岐山

■香港文匯報記者 莊程敏

港交所行政總裁李小

加22日出席“人民幣定

息 及 貨 幣 網 上 論 壇

2020”時表示，因應新

冠病毒疫情對經濟的威

脅，美國聯儲局以前所未

見的方式向市場提供流通

量，令美元充斥市場，推

高資產價格，美元目前主

導全球市場，其地位仍無

法取代。不過投資者在未

來或會關注不能再單一依

賴美元系統，人民幣有需

要加快國際化，而香港需

要準備隨時提供幫助。並

認為，香港最有機會成為

下一個貨幣市場中心。

人幣國際化 港需隨時提供協助
李小加：香港最有機會成下一個貨幣市場中心

李小加表示，中國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全球人口
和經濟發展最高最快，中國想要在全球市場有地

位，就要令人民幣國際化，令更多投資者可以參與。
而香港必須在內地改革時準備就緒，不能坐下來等待
改變，而是在事前完善整個機制，成為固定收益貨幣
市場的其中一個國際中心，不能只單靠“債券通”。
債券通現時專注在現貨債券，與全球趨勢不一致，因
為全球正走向低息，債券等定息產品收益率甚至不足
以覆蓋交易成本。

需把握機會 建立相關基建
債券通因內地債息與全球市場的套息機會而活躍，

但可以預期息差只會收窄，香港必須如其他市場發展衍
生產品、結算以至交易後服務。他說，當中國決定人民
幣國際化，必須與外地建立合作關係，香港不應錯失機
會，要自行建立或與其他合作夥伴建立相關基建。他又

認為，中國已經擁有龐大的在岸定息及貨幣市場，但仍
然封閉，而香港是合適地方建立定息及貨幣中心。港交
所早於七年前就開始籌備，目前生態系統已有雛形，而
三年前開展的債券通亦取得非常大成效，預計今年平均
每日交易量達到200億元人民幣，為推出初期的10倍。
他說，香港需做更多以支持人民幣國際化，不斷實驗
新產品，並積極推動將中國債市加入富時指數，未來港
交所亦會繼續投資，目前正與有關當局討論，將中國債
券市場納入富時指數，未來會積極發展定息業務，促進
有關金融生態系統建設。

或伺機再引入國債期貨合約
李小加續指，目前地緣政治局勢緊張，面對中西

方關係加快脫鈎、全球化速度減慢等問題，不少人質
疑香港定息產品及貨幣市場的發展將受影響，而且定
息市場仍由西方主導，加上美元是全球最主要的貨

幣，香港作為新的固定資產及貨幣市場新參與者會面
對很大挑戰。不過他指出，雖然香港沒有自由匯價、
匯率，也非最大的美元中心，不是“天然的貨幣市場
中心”，但人民幣國際化令香港最有機會成為下一個
貨幣市場中心，雖內地有很龐大、已建成的境內定息
和貨幣市場，但當內地認為國際化市場需要不同的制
度和生態時，香港有望突圍而出。而衍生產品對定息
及貨幣市場十分重要，當完成一系列亞洲市場衍生產
品後，港交所計劃再次引入國債期貨合約，並確保香
港是中國國債期貨產品的首個境外市場。

事實上，港交所曾於2017年4月推出中國國債期貨
合約，但成交相當冷清，兩張上市合約“HTF1706”及
“HTF1709”首掛當日合計成交不足300張合約；其後
1709的日均成交亦不足100張合約，日均持倉約莫350
張合約。然而，港交所以“債券通”開通為由，於同年
年底暫停國債期貨試點計劃。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莊程
敏) 工商銀行金融市場部代理
交易處處長朱瑾鈺22日出席港
交所人民幣定息及貨幣論壇上
表示，為進一步開放內地債券
市場，內地應加深與海外的債
券互通。隨着內地債券納入指
數，市場對中國政府債券
(CGB)需求日趨增加，內地商
業銀行將可使用CGB期貨。
如內地政府允許國際評級機構
為銀行間債券市場提供評級服
務，將改善債券市場的信用評
級。此外，澳新銀行北亞區金
融市場部總經理黃柏堅認為，
如果中國政府債券可用作抵
押，將提供更多便利予衍生品
的交易，提高價值，但認為銀
行需要小心處理相關的安排和
實施。東方匯理銀行董事總經
理及亞洲外匯及新興市場交易
主管胡文濤表示，一個中間、
客觀的精算服務於人民幣國際
化中顯得更為重要，因為如果
沒有一個清晰的精算服務，就
會存在很大的風險。如果銀行
能夠進行場外清算，對交易將
有好處，而香港的場外結算公
司(OTC)是第一個可進行跨貨
幣掉期清算的服務，相關交易
量亦在不斷增加。

另外，疫情亦加快了金融
數碼化的進程，Tradeweb亞
洲總裁及常務董事蔡禮任指
出，定息和貨幣方面的自動化
其實一直都存在，不過在疫情
下數碼化更加被廣泛運用。森
浦固定收益專家團隊總監周瑤
亦指，疫情前企業的投資及營
運資金均於線下進行，疫情後
人工智能科技將其帶到線上，
並加強市場了解及運用相關科
技的必要。

香港如何為人民幣
國際化做準備

■香港應成為固定收益貨幣市場其中一個國
際中心

■不能只單靠“債券通”
■港交所有意再次引入國債期貨合約，為首

個境外市場
■港交所應發展衍生產品、結算以至交易後

服務
■積極推動將中國債市加入富時指數
■港交所繼續促進有關金融生態系統建設
■香港應自行建立或與其他合作夥伴建立相

關金融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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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小加稱，人民幣
有需要加快國際化，
而香港需要準備隨時
提供幫助，並認為，
香港最有機會成為下
一個貨幣市場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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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不認可記協會員證
定義記者：受聘於新聞處登記傳媒機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警方
修訂“傳媒代表”定義，全國政協副主
席梁振英表示完全支持警方的舉措，並
指警方行動的場景人馬踏踏，甚至刀光
劍影，有一定的危險性，學生記者自我
保護能力低，而網媒的定義漏洞太多，
容易變成妨礙執法。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對警方修
訂“傳媒代表”定義表示支持。她指
出，每次衝突或非法集會現場均湧現大

批身穿黃背心、自稱“記者”者，甚或
有年幼學童聲稱是記者。

她表示，她一直向政府要求立法規
管網媒，並倡議盡快設立中央記者登記
制度，以保障真正專業的新聞工作者的
採訪自由及其安全。

警方是次的修例總算踏出一步，相
信有助維護真正記者的尊嚴，亦不會影
響到新聞自由，對整個傳媒生態帶有正
面的影響。

11月10日：警方在九龍塘又一城拘捕涉
嫌刑事毀壞商舖者，有穿着反光背心、
自稱“網媒記者”的人阻擋於警員及犯
人中間，刻意阻礙警員前進。

10月28日：警方舉行記者會期間，一名
記者突然打斷台上講者發言，高聲宣讀
聲明，警方人員要求她出示證件，但她
只出示一張過期及失效的外國傳媒機構
記者證。

9月2日：警務人員在旺角警署外制服被
捕人時，有“記者”圍着警務人員拍
攝，其間超過10人趁亂包圍警務人員，
更有穿反光背心的人以拳襲擊警員。

8月31日：警方在西營盤第三街一間店
舖內搜出可作攻擊用途的器具及12張偽
冒記者證。

8月19日：香港記者協會向警方報案指
拾獲一張並非由澳門論壇日報發出的記
者證，其後該機構亦指出他們並無發出
過相關記者證。

8月15日：警方發現有人身穿印有Now
TV字樣的橙色背心，在大型公眾活動上
拍攝。事後Now TV發表聲明澄清，該人
並非Now新聞部及Now TV的員工。

資料來源：香港警務處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8月31日：有人在太子聚集，便衣探員
發現一名男子曾於馬路阻礙貨車，及將
雪糕筒踢出馬路堵路。警員截停男子，
於其背囊內搜到一張屬於他本人的“記
者證”，其後以“公眾地方行為不檢”
罪名將他拘捕。

8月30日：旺角朗豪坊內有人聚集，警
員截停集結者，其中有人自稱“記者”
卻未能交代受僱機構或出示記者證，警
方向他們發出告票。

7月21日：警方在元朗YOHO MALL形
點商場內截查超過150名穿着反光衣的
人，其中超過三分之一並非進行採訪工
作或受僱於傳媒機構，部分人未能出示
任何記者證，更有未成年人。

7月19日：元朗港鐵站附近聚集現場，
警方發現一名15歲男童聲稱進行採訪，
因未能出示任何媒體證件而被票控違反
限聚令。

7月1日：警方在百德新街近怡和街的示
威現場中，發現一名穿着黃色背心並寫
上“PRESS 記者”背心的女子。她當時
沒有進行採訪工作，之後涉嫌非法集結
被捕。

1月27日：警方在旺角截查期間，有兩
人穿着印有“記者”的黃色背心，未能
出示任何記者證明文件，其中一人因藏
有避彈衣及鐳射槍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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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因庭早前已就少女陳彥霖死
因作出裁決，但攬炒派繼續“消
費”陳彥霖滋事，22日晚在將軍澳
知專門外獻花悼念，但參與者寥寥
無幾，反而自稱“記者”的人卻有

數十名。警方在宣布修訂《警察通例》中“傳媒代
表”的定義後，22日晚嚴密布防，並加強對在場記
者作身份核實，有網媒記者被請離封鎖區。

22日晚6時許，有人到將軍澳Popcorn商場發
起陳彥霖悼念會，但僅見一人在大堂位置舉起手勢
及高叫口號，其間警員進入商場查核在場數名記者
身份；7時起有人在將軍澳知專設計學院正門外設
“祭壇”。警方透過揚聲器要求在場非記者人士不
要聚集，否則將以違反限聚令票控，同時要求記者
讓出行人路及不要站出馬路，警方也提醒在場記者
警方已修訂《警察通例》中“傳媒代表”的定義。

警包圍記者群查證
晚上8時，警方拉起橙色封鎖線包圍20多名

“記者”，要求靠牆邊站等候檢查記者證，當警方
發出核查記者證要求後，即見有部分“記者”慌張
離開，但迅速被警員截停帶返，再由傳媒聯絡隊逐
一查核證件，其中十多名網媒記者被帶離“祭
壇”，另一批記者則被限制於“祭壇”附近的封鎖
區採訪。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新聞工作者聯
會22日晚表示，完全贊同警方對傳媒代
表定義的修訂。

新聞聯認為，某些所謂協會本身並
非新聞媒體，根本沒有資格也沒有必要
持有記者證，但這些機構卻濫發記者
證，給同行形象和媒體聲譽造成了嚴重
的危害。特別是去年香港發生一系列暴
亂活動中，有人假冒記者，持所謂的
“記者證”出現在現場，不僅擾亂了媒
體記者的正常採訪，更嚴重阻礙警方執
行公務；有假記者更藉機襲擊警務人
員，在現場推波助瀾惡化事態。這些亂
象在海內外造成了惡劣影響。

新聞聯認為，警方對傳媒代表定義
進行修訂，有助於前線警員及社會大眾
及時、有效地辨別合法、合規的傳媒代
表，也讓新聞從業者能夠在前線更順
利、客觀、高效地進行採訪報道工作，

從而更有效地保障香港市民的知情權。
該會也希望，警方在執行新安排前，向
合法、合規的傳媒機構詳細講解有關登
記制度，確保記者採訪便利。

新聞工作者聯會副主席郭一鳴接受
香港文匯報訪問時亦指，修例風波引發
的示威，特別是大型、激烈的場面可以
看到，“記者”不時成為新聞內容，
“主要是因為網媒及一些不知名的媒體
於現場出現，包括年長的牧師及十多歲
的小孩，穿起黃背心便自稱記者，這對
傳統傳媒機構及專業記者的採訪工作及
記者的社會形象帶來負面影響。”

郭一鳴強調，記者應受過專業訓
練，並非十多歲未經訓練、身穿黃背心
就自稱“記者”，認同應該透過正式登
記甚至註冊令採訪更有序，“這個措施
合理亦不苛刻，公司經營前都要註冊
啦。” ■香港文匯報記者 鍾立

新聞聯完全贊同警方修訂

過去的《警察通例》對“傳媒代表”的定義為
持有報館、通訊社、電視台及電台發出的身

份證明文件，或持有香港記者協會會員證或香港攝
影記者協會會員證的從業員，以及攝影師及電視台
工作人員。
警方今日起修訂《警察通例》，不再承認記協

及攝影記者協會的會員證，並將“傳媒代表”的
定義改為“已登記政府新聞處新聞發布系統的傳
媒機構”，或“國際認可及知名的非本地新聞通
訊社、報章、雜誌、電台和電視廣播機構”。

登記新聞機構205間
政府新聞處新聞發布系統目前有205間登記

新聞機構，除了本地主流媒體外，還有《我家》
和《香城公民媒體》等一些知名度較低的網上媒

體，和多間海外媒體。
消息人士表示，記協和攝影記者協會不少會

員都受聘於新聞處登記的傳媒機構，警方修例不
會對該兩會的專業會員構成影響。

消息人士強調，修訂《警察通例》不影響新
聞自由，因為傳媒現時要進入政府總部採訪亦有
限制，“今次安排是要在平衡警方行動需要的情
況下方便傳媒採訪，警方在對‘傳媒代表’有更
明確和清晰的定義後，可考慮下一步是否在行動
中對認可傳媒提供更多協助，包括在情況許可下
讓這些記者進入封鎖線內進行採訪。”

警方於上月搜查壹傳媒時亦曾經安排部分傳
媒進入封鎖線。消息人士強調，今次的修訂是將
警方的傳媒採訪安排與新聞處及其他政府部門看
齊，舉例說被指報道偏頗甚至煽暴的《立場新

聞》及《癲狗日報》，因為已在政府新聞處新聞
發布系統登記，可以採訪警方及政府其他部門舉
行的記者會。

“學生記者”不被認可
至於所謂的“學生記者”及“公民記者”，

因為現時未獲政府新聞處認可而不會被警方認
可，消息人士指，他們未必受過足夠的訓練，不
適合與專業記者一樣可以進入封鎖線。

不過，消息人士補充，香港法例沒有禁止任
何人在公眾地方進行拍攝，其他不獲承認的“記
者”在一般情況下可以逗留在現場採訪，惟政府現
時因應疫情實施限聚令，他們的採訪活動會受限
制，而且如果採訪現場被界定為非法集結，他們在
現場“採訪”亦可能違法。

修例風波自去年 6月爆發

以來，觸發大大小小的示威，

更引來大批身穿黃背心、自稱

“記者”的人，部分人借採訪

之名伺機阻礙、挑釁警方，甚

至企圖“搶犯”。為遏止這種

亂局，保障真記者，警方決定

修訂《警察通例》下“傳媒代

表”的定義，只承認“政府新

聞處新聞發布系統”登記下的

傳媒機構，以及國際知名的非

本地傳媒機構聘用的新聞工作

者。措施 23日起生效，意味

“記者”若只持有香港記者協

會和香港攝影記者協會發出的

會員證，將不獲認可，無法出

席警方記者會，日後或無資格

進入警方的封鎖線內採訪。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梁振英葛珮帆挺警修例

■■將軍澳知專門外22日晚有陳
彥霖悼念活動，其間警方拉起
橙色封鎖線，要求所有記者靠
牆邊站，等候檢查記者證。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 1212 歲男生歲男生（（白衣短褲者白衣短褲者））任任《《深學媒體深學媒體》》記者記者，，今年今年55
月在示威場合海港城商場被警方帶署月在示威場合海港城商場被警方帶署。。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今年元旦遊行今年元旦遊行，，警方要求記者站到行人道警方要求記者站到行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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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責任編輯：李岐山

■香港文匯報記者 莊程敏

港交所行政總裁李小

加22日出席“人民幣定

息 及 貨 幣 網 上 論 壇

2020”時表示，因應新

冠病毒疫情對經濟的威

脅，美國聯儲局以前所未

見的方式向市場提供流通

量，令美元充斥市場，推

高資產價格，美元目前主

導全球市場，其地位仍無

法取代。不過投資者在未

來或會關注不能再單一依

賴美元系統，人民幣有需

要加快國際化，而香港需

要準備隨時提供幫助。並

認為，香港最有機會成為

下一個貨幣市場中心。

人幣國際化 港需隨時提供協助
李小加：香港最有機會成下一個貨幣市場中心

李小加表示，中國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全球人口
和經濟發展最高最快，中國想要在全球市場有地

位，就要令人民幣國際化，令更多投資者可以參與。
而香港必須在內地改革時準備就緒，不能坐下來等待
改變，而是在事前完善整個機制，成為固定收益貨幣
市場的其中一個國際中心，不能只單靠“債券通”。
債券通現時專注在現貨債券，與全球趨勢不一致，因
為全球正走向低息，債券等定息產品收益率甚至不足
以覆蓋交易成本。

需把握機會 建立相關基建
債券通因內地債息與全球市場的套息機會而活躍，

但可以預期息差只會收窄，香港必須如其他市場發展衍
生產品、結算以至交易後服務。他說，當中國決定人民
幣國際化，必須與外地建立合作關係，香港不應錯失機
會，要自行建立或與其他合作夥伴建立相關基建。他又

認為，中國已經擁有龐大的在岸定息及貨幣市場，但仍
然封閉，而香港是合適地方建立定息及貨幣中心。港交
所早於七年前就開始籌備，目前生態系統已有雛形，而
三年前開展的債券通亦取得非常大成效，預計今年平均
每日交易量達到200億元人民幣，為推出初期的10倍。
他說，香港需做更多以支持人民幣國際化，不斷實驗
新產品，並積極推動將中國債市加入富時指數，未來港
交所亦會繼續投資，目前正與有關當局討論，將中國債
券市場納入富時指數，未來會積極發展定息業務，促進
有關金融生態系統建設。

或伺機再引入國債期貨合約
李小加續指，目前地緣政治局勢緊張，面對中西

方關係加快脫鈎、全球化速度減慢等問題，不少人質
疑香港定息產品及貨幣市場的發展將受影響，而且定
息市場仍由西方主導，加上美元是全球最主要的貨

幣，香港作為新的固定資產及貨幣市場新參與者會面
對很大挑戰。不過他指出，雖然香港沒有自由匯價、
匯率，也非最大的美元中心，不是“天然的貨幣市場
中心”，但人民幣國際化令香港最有機會成為下一個
貨幣市場中心，雖內地有很龐大、已建成的境內定息
和貨幣市場，但當內地認為國際化市場需要不同的制
度和生態時，香港有望突圍而出。而衍生產品對定息
及貨幣市場十分重要，當完成一系列亞洲市場衍生產
品後，港交所計劃再次引入國債期貨合約，並確保香
港是中國國債期貨產品的首個境外市場。

事實上，港交所曾於2017年4月推出中國國債期貨
合約，但成交相當冷清，兩張上市合約“HTF1706”及
“HTF1709”首掛當日合計成交不足300張合約；其後
1709的日均成交亦不足100張合約，日均持倉約莫350
張合約。然而，港交所以“債券通”開通為由，於同年
年底暫停國債期貨試點計劃。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莊程
敏) 工商銀行金融市場部代理
交易處處長朱瑾鈺22日出席港
交所人民幣定息及貨幣論壇上
表示，為進一步開放內地債券
市場，內地應加深與海外的債
券互通。隨着內地債券納入指
數，市場對中國政府債券
(CGB)需求日趨增加，內地商
業銀行將可使用CGB期貨。
如內地政府允許國際評級機構
為銀行間債券市場提供評級服
務，將改善債券市場的信用評
級。此外，澳新銀行北亞區金
融市場部總經理黃柏堅認為，
如果中國政府債券可用作抵
押，將提供更多便利予衍生品
的交易，提高價值，但認為銀
行需要小心處理相關的安排和
實施。東方匯理銀行董事總經
理及亞洲外匯及新興市場交易
主管胡文濤表示，一個中間、
客觀的精算服務於人民幣國際
化中顯得更為重要，因為如果
沒有一個清晰的精算服務，就
會存在很大的風險。如果銀行
能夠進行場外清算，對交易將
有好處，而香港的場外結算公
司(OTC)是第一個可進行跨貨
幣掉期清算的服務，相關交易
量亦在不斷增加。

另外，疫情亦加快了金融
數碼化的進程，Tradeweb亞
洲總裁及常務董事蔡禮任指
出，定息和貨幣方面的自動化
其實一直都存在，不過在疫情
下數碼化更加被廣泛運用。森
浦固定收益專家團隊總監周瑤
亦指，疫情前企業的投資及營
運資金均於線下進行，疫情後
人工智能科技將其帶到線上，
並加強市場了解及運用相關科
技的必要。

香港如何為人民幣
國際化做準備

■香港應成為固定收益貨幣市場其中一個國
際中心

■不能只單靠“債券通”
■港交所有意再次引入國債期貨合約，為首

個境外市場
■港交所應發展衍生產品、結算以至交易後

服務
■積極推動將中國債市加入富時指數
■港交所繼續促進有關金融生態系統建設
■香港應自行建立或與其他合作夥伴建立相

關金融基建

專
家
：
外
資
對
國
債
需
求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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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小加稱，人民幣
有需要加快國際化，
而香港需要準備隨時
提供幫助，並認為，
香港最有機會成為下
一個貨幣市場中心。

2020年9月23日（星期三）2 大地神
州

■責任編輯：李岐山

二十三年前，浙江平湖有36個年輕人被分
到湖北當兵，退伍後關係也一直很好，後來其中
一位出車禍去世，留下一個四歲的女兒。剩下的
35個戰友就一起來幫助這個孩子，慢慢的，這
個去世戰友的女兒長大了，今年考上了大學，17
日上午要去大學報到了，熱心的“爸爸們”又來
組團送行。

1997年，這一批平湖新兵一共36人，被分
到了湖北省。在那段軍營歲月中，他們結下了深
厚的情誼，即使退伍也一直保持聯繫。但誰也沒
想到，十幾年前鄭菘芳的父親因為車禍意外去
世，留下了一家老小無人照顧。於是，35位戰
友沒有半點猶豫，向這個破碎的家庭伸出援手，
捐錢捐物，像爸爸一樣陪伴着菘芳慢慢長大。他
們對菘芳說：“你儘管往前走，有我們做你的後

盾。”
如今，鄭菘芳考上大學，“爸爸們”自然

也是格外高興。雖然大家不能一起陪着孩子去學
校，但不少“爸爸”還是專程向單位請假，起了
個大早，趕來送行。

當日早上7點，幾位老兵趕到平湖新埭星光
村，他們要送鄭菘芳去台州學院。大家從平湖、
乍浦、嘉興等地陸續趕來，圍坐在一起，說着臨
行那些暖心的囑託和祝福。聲聲叮囑，只希望孩
子能過得好。屋前的空地來一張合影，紀念這個
特殊而有意義的時刻。上午8點左右，鄭菘芳和
“爸爸們”揮手道別，帶着滿滿的祝福和愛，開
啟了她大學生活的新征程。希望伴隨着這份延續
的愛，鄭菘芳可以勇敢地向未來出發，追求自己
的夢想！ ■看看新聞

戰友遺女升大學 35“爸爸”組團送行

2020廣州米芝蓮指南22日發布，三星餐廳再度從缺。這對於“食在廣州”來說，難免

“一聲歎息”。就此，有評論家認為，“食在廣州”強調的是味道而非整體餐企水平，廣州

餐企在互聯網時代活力不足，又面臨新舊衝突。因此，未能摘得“三星”並非矮化廣州，而

是恰恰為廣州餐企提出了問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若璋、黃寶儀 廣州報道

穗89餐廳登米芝蓮 創新不足難摘三星

不過不過，，閆濤也強調廣州雖然時尚度閆濤也強調廣州雖然時尚度
不夠但兼容性很強不夠但兼容性很強。。香港文匯報記者梳理發現香港文匯報記者梳理發現，，此此

次米芝蓮發布榜單涵蓋次米芝蓮發布榜單涵蓋1818種菜系種菜系，，包括粵菜包括粵菜、、印度菜印度菜、、印印
尼尼、、新加坡菜新加坡菜、、泰國菜泰國菜、、素食等素食等。。而兩度摘星成功的川菜而兩度摘星成功的川菜““宋宋””餐餐

廳廳，，就是很好的例子就是很好的例子。。““宋宋””餐廳市場部譚先生表示餐廳市場部譚先生表示，，如今餐廳創新和傳如今餐廳創新和傳
統中尋求平衡發展統中尋求平衡發展，，滿足當代食客的飲食需求和習慣滿足當代食客的飲食需求和習慣。。比如比如，，麻婆豆腐加麻婆豆腐加

入鵝肝入鵝肝，，增加口感和香氣增加口感和香氣，，但這些東西很少人做但這些東西很少人做，，製作繁瑣也賣不起價格製作繁瑣也賣不起價格，，
所以還在不斷努力所以還在不斷努力，，堅持培育廣州市場堅持培育廣州市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若璋胡若璋、、黃寶儀黃寶儀 廣州報道廣州報道

今年廣州共有89家餐廳上榜，31
家必比登推介餐廳和46家米芝

蓮餐盤餐廳入選。備受矚目摘星餐
廳，共十二家摘星成功，其中2家二
星餐廳，10家一星。其中，在三年的
摘星路途中，廣州老牌酒家炳勝用
“四店五獎”向廣州食客交出了老牌
實力。例如，摘得一星餐廳的炳勝公
館、炳勝私廚；榮膺廣州服務獎的炳
勝私廚以及榮獲米芝蓮餐盤獎的炳勝
品味（海印總店）和炳勝禪意茶素。

而承載着眾多港人回憶的白天鵝
賓館今年三家中餐廳也全部入選米芝
蓮廣州指南。其中，“玉堂春暖”連
續三年蟬聯一星，風味餐廳、宏圖府
兩家餐廳榮獲米芝蓮餐盤獎。

此次，米芝蓮還首次在中國內地
頒發“2020 米芝蓮年輕廚師”和

“2020米芝蓮服務”兩個特別獎項，
旨在褒獎廣州餐飲人的專業精神與執
着態度。

固守菜餚味道 脫節網絡時代
有意思的是，這些粵港食客心中

“白月光”般存在的老牌餐廳，似乎
缺了些火候，鮮能代表廣州摘得米芝
蓮三星。美食評論家閆濤接受香港文
匯報記者專訪時指出，目前，廣州沒
有米芝蓮三星餐廳的情況非常合理。

“廣州有厚重的文化傳統，但未
必有足夠的活力和水平。”閆濤表
示，廣州的許多老牌餐飲都有一種思
維定勢，認為只要味道好了，其他什
麼都似乎只是旁支末節可以忽略不
計。但在互聯網時代，老牌餐企們恰
恰忽略了當下是一個影響力傳播和用

餐者需要信息緊密交流的時代。
此外，“北上深的廚師致力於創

新研發，很輕易可以獲得有足夠的回
報，因此從業者們才能獲得源源不斷
的創新動力。但在講究‘性價比’的
廣州，一個創新菜，願意為其高價買
單的食客不多。”閆濤認為，廣州食
客消費心理偏傳統，對品牌的溢價和
增值服務短時間內難以快速接受並買
單。

在閆濤看來，廣州三年一直沒有
出米芝蓮三星，原因在於老牌餐企在
當下最基本的資本運營、品牌管理等
方面都保守不前。而那些斥巨資、擁
有豪華裝修的餐廳又缺少歷史與人文
的底蘊。因此，廣州的“三
星”之路還需要走上一段時
間。

榜榜
單單
含含

1188
菜菜
系系
顯顯兼兼容容性性強強

▶ 川菜餐川菜餐
廳廳““宋宋””餐餐
廳連續兩年廳連續兩年
榮膺米芝蓮榮膺米芝蓮
一星一星。。

■■ 廣州廣州1010家餐廳摘得家餐廳摘得
米芝蓮一星米芝蓮一星。。

掃碼觀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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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近期，，在我的生活圈子裏在我的生活圈子裏,,酒桌上經常談論的酒桌上經常談論的
是蘇東坡的是蘇東坡的““酒趣酒趣”。”。這個話題這個話題，，我非常感興趣我非常感興趣
，，因為我壹直認為因為我壹直認為，，宋詞是壹壇酒宋詞是壹壇酒，， 蘇東坡釀著蘇東坡釀著
酒酒、、喝著酒喝著酒、、吟著酒吟著酒、、醉著酒醉著酒，，然後故事多多然後故事多多，，
““酒趣酒趣””獨特獨特。。

蘇東坡用蘇東坡用373373個字寫了個字寫了《《東坡酒經東坡酒經》，》，言簡意言簡意
賅賅，，記述了他釀制黃酒的過程記述了他釀制黃酒的過程；；他在他在《《避暑錄話避暑錄話
》》中記載了他在惠州時釀酒的壹些趣事中記載了他在惠州時釀酒的壹些趣事；；他撰寫他撰寫
《《稚酒賦稚酒賦》，》，記錄了潮州的釀酒古法記錄了潮州的釀酒古法：“：“南方釀南方釀
酒酒，，未大熟未大熟，，取其膏液取其膏液，，謂之酒子謂之酒子，，率得十壹率得十壹，，
既熟既熟，，則反之醅中則反之醅中”；”；他發明了他發明了““真壹酒真壹酒”，”，原原
料十分簡單料十分簡單，，用米用米、、麥麥、、水即可水即可，，喝起來喝起來““三杯三杯
儼如侍君儼如侍君”（”（蘇東坡蘇東坡《《真壹酒歌真壹酒歌》）。》）。他為什麽他為什麽
釀酒釀酒??壹是自樂壹是自樂；；二是與眾同樂二是與眾同樂。。他在他在《《飲酒說飲酒說》》
中說中說：“：“然甜酸甘苦然甜酸甘苦，，忽然過口忽然過口，，何足追計何足追計？？取取
能醉人能醉人，，則吾酒何以佳為則吾酒何以佳為？？但客不喜爾但客不喜爾，，然客之然客之
喜怒喜怒，，亦何與吾事哉亦何與吾事哉！”！”意思是說意思是說，，酒是給自己酒是給自己
釀的釀的，，能符合自己的能符合自己的““審酒審酒””取向就好取向就好，，至於客至於客
人喜歡不喜歡人喜歡不喜歡，，不關我的事不關我的事。。這好像有點耍賴這好像有點耍賴 ，，
但其實是他胸有成竹但其實是他胸有成竹。。

蘇東坡仰慕陶淵明的蘇東坡仰慕陶淵明的““酒隱酒隱”，”，經常經常““逢花逢花
對酒對酒”“”“舉杯邀明月舉杯邀明月”。”。他在他在《《書淵明飲酒詩後書淵明飲酒詩後
》》中中，，笑談自己雖然酒量差笑談自己雖然酒量差，，但並不妨礙盡得但並不妨礙盡得
““酒趣酒趣”，”，寫到寫到““飲壹盞而醉飲壹盞而醉，，醉中味與數君無醉中味與數君無
異異”。”。宋神宗熙寧七年宋神宗熙寧七年((公元公元10471047年年))十月十月,,他由杭他由杭
州通判調任密州知州州通判調任密州知州,,在艱難跋涉的旅途中寫下了在艱難跋涉的旅途中寫下了
《《沁園春沁園春••孤館燈青孤館燈青》，》，詞中說詞中說：“：“身長健身長健,,但優但優
遊卒歲遊卒歲,,且鬥尊前且鬥尊前”，”，表達了他從容不迫表達了他從容不迫、、飲酒作飲酒作

樂樂，，悠閑度日的悠閑度日的““酒隱酒隱””態度態度。。他喜歡阮籍的豪他喜歡阮籍的豪
飲飲，，在在《《阮籍嘯臺在尉氏阮籍嘯臺在尉氏》》中中，，他描寫阮籍他描寫阮籍““醒醒
為嘯所發為嘯所發，，飲為醉所昏飲為醉所昏。”。”他學阮籍他學阮籍““吟嘯吟嘯”，”，
是壹個是壹個““吟嘯吟嘯””高手高手，，但他沒有學阮籍但他沒有學阮籍““醉昏醉昏””
，，因為宋朝盛世還能給予他壹些展示自我的天地因為宋朝盛世還能給予他壹些展示自我的天地
。。

蘇東坡吟嘯徐行蘇東坡吟嘯徐行，，壹蓑煙雨任平生壹蓑煙雨任平生，，詞在心詞在心
裏裏，，酒在骨裏酒在骨裏。《。《蘇東坡全集蘇東坡全集》》中中““酒酒””字壹共字壹共
出現過出現過924924次次；；他留給後人的三百余首詞中他留給後人的三百余首詞中，，出現出現
““酒酒””字字8080次次。。出現出現““酒酒””字的名篇字的名篇，，大多數都大多數都
是他中晚年時是他中晚年時，，飽經滄桑後創作的作品飽經滄桑後創作的作品。。當然當然，，
他的早年作品也吟詠酒他的早年作品也吟詠酒。。我查閱壹些他的早期作我查閱壹些他的早期作
品品，，在三蘇在三蘇《《南行集南行集》》中中，，他就寫到他就寫到““舟中無事舟中無事
，，博弈飲酒博弈飲酒”、“”、“蓬窗高枕雨如繩蓬窗高枕雨如繩，，恰似糟床壓恰似糟床壓
酒聲酒聲”、“”、“只應灘頭廟只應灘頭廟，，賴此牛酒盈賴此牛酒盈”、“”、“地爐地爐
火暖猶無奈火暖猶無奈，，怪得山林酒價高怪得山林酒價高”、“”、“春風吹酒熟春風吹酒熟
，，猶似漢江清猶似漢江清”。”。因此可以說因此可以說，，他的他的““吟酒吟酒””情情
懷懷，，伴隨著他的壹生伴隨著他的壹生。。

蘇東坡的酒量不佳蘇東坡的酒量不佳，，很容易就會喝得酩酊大很容易就會喝得酩酊大
醉醉。。元豐年元年元豐年元年（（10781078 年年））九月九日九月九日，，時任徐州時任徐州
太守的他太守的他，，在彭城舉辦了黃樓詩會在彭城舉辦了黃樓詩會，，他請來眾多他請來眾多
詩友齊聚壹堂詩友齊聚壹堂。。詩會結束時詩會結束時，，他已是半醉他已是半醉，，但興但興
致不減致不減，，又隨眾人去黃茅崗遊玩又隨眾人去黃茅崗遊玩。。當晚當晚，，他醉臥他醉臥
在黃茅崗的大石頭上在黃茅崗的大石頭上，，寫了著名的七句詩寫了著名的七句詩《《登龍登龍
雲山雲山》：“》：“醉中走上黃茅崗醉中走上黃茅崗，，滿崗亂石如群羊滿崗亂石如群羊。。

崗頭醉倒石作床崗頭醉倒石作床，，仰看白雲天茫仰看白雲天茫
茫茫。。歌聲清谷秋風長歌聲清谷秋風長，，路人舉首路人舉首
東南望東南望。。拍手大笑使君狂拍手大笑使君狂。”。”宋宋
神宗元豐五年神宗元豐五年（（10821082 年年），），他他
在黃州時的壹個晚上在黃州時的壹個晚上，，醉了又醒醉了又醒
，，醒了又醉醒了又醉，，夜歸臨臯亭夜歸臨臯亭，，敲門敲門
無人應答無人應答。。他拄著拐杖佇立在緊他拄著拐杖佇立在緊
閉的自家大門前閉的自家大門前，，聽著屋後江水聽著屋後江水
奔流的聲音奔流的聲音，，想著自己多舛的命想著自己多舛的命
運運，，有感而發寫下了名篇有感而發寫下了名篇《《臨江臨江
仙仙》：“》：“夜飲東坡醒復醉夜飲東坡醒復醉，，歸來歸來
仿佛三更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鳴家童鼻息已雷鳴。。敲敲
門都不應門都不應，，倚杖聽江聲倚杖聽江聲。。長恨此長恨此
身非我有身非我有，，何時忘卻營營何時忘卻營營？？夜闌夜闌

風靜穀紋平風靜穀紋平。。小舟從此逝小舟從此逝，，江海寄余生江海寄余生。”。”

但是但是，，蘇東坡並不嗜酒蘇東坡並不嗜酒，，
酒對於他來說酒對於他來說,,是助興是助興、、消遣消遣
、、抒郁抒郁。。這樣的這樣的““愛好愛好”，”，
好像與其他古代的文人墨客好像與其他古代的文人墨客
沒有太大的區別沒有太大的區別，，但是但是，，他他
的的““酒趣酒趣””非常的獨特非常的獨特，，獨獨
特到耐人尋味特到耐人尋味，，值得考究壹值得考究壹
番番。。
我查閱我查閱《《蘇東坡全集蘇東坡全集》，》，

他在他在《《書書〈〈東臯子傳東臯子傳〉〉後後》》
中說中說““余飲酒終日余飲酒終日，，不過五不過五
合合，，天下之不能飲天下之不能飲，，無在余無在余
下者下者。。然喜人飲酒然喜人飲酒，，見客舉見客舉
杯徐引杯徐引，，則余胸中為之浩浩則余胸中為之浩浩
焉焉，，落落焉落落焉，，酣適之味酣適之味，，乃乃
過於客過於客。。閑居未嘗壹日無客閑居未嘗壹日無客

，，客至未嘗不置酒客至未嘗不置酒，，天下之好飲天下之好飲，，亦無在余上者亦無在余上者
。”。”我閉上雙眼我閉上雙眼，，想象壹個酒量不大的人想象壹個酒量不大的人，“，“舉舉
杯徐引杯徐引””而胸中而胸中““浩浩焉浩浩焉”“”“落落焉落落焉””的的““酒趣酒趣
”；”；我反復演習我反復演習““舉杯徐引舉杯徐引””的動作和神態的動作和神態，，既既
癡情又傻笑癡情又傻笑；；我多次刻意地尋找胸中浩浩我多次刻意地尋找胸中浩浩、、落落落落
的飲酒感覺的飲酒感覺，，似曾相識似曾相識，，但有點附庸風雅但有點附庸風雅。。

我認為我認為，，魏晉時的魏晉時的““建安建安
七子七子””和和““竹林七賢竹林七賢”，”，嗜酒嗜酒
如命如命，，但只知豪飲但只知豪飲，，借酒放縱借酒放縱
，“，“酒趣酒趣””有時真的不雅有時真的不雅，，沒沒
有蘇東坡的有蘇東坡的““酒趣酒趣””雅致雅致。。
““怪異怪異””的酒仙劉伶的酒仙劉伶，，寫了寫了
《《酒德頌酒德頌》，》，短短幾十個字就短短幾十個字就
表明壹個意思表明壹個意思：“：“唯酒是務唯酒是務，，
焉知其余焉知其余？”，？”，沒有蘇東坡的沒有蘇東坡的
浩然情懷浩然情懷；；對於劉邦得天下不對於劉邦得天下不
屑壹顧屑壹顧，，嘆息嘆息““時無英雄時無英雄，，使使
豎子成名豎子成名””的阮籍的阮籍，，以酒避禍以酒避禍
，，情到深處孤獨痛哭情到深處孤獨痛哭，，沒有蘇沒有蘇
東坡的灑脫大度東坡的灑脫大度。。我可以肯定我可以肯定
地說地說，，孔夫子在孔夫子在《《論語論語》》中說中說

：“：“惟酒無量惟酒無量，，不及亂不及亂”，”，顯得非常的雅致和慎顯得非常的雅致和慎
重重，，但沒有蘇東坡但沒有蘇東坡““天天
下之好飲下之好飲，，亦無在余上亦無在余上
者者””的自信的自信。。我覺得我覺得，，
李白李白““五花馬五花馬，，千金裘千金裘
，，呼兒將出換美酒呼兒將出換美酒，，與與
爾同銷萬古愁爾同銷萬古愁””的的““酒酒
趣趣””豪邁到言不由衷豪邁到言不由衷，，
沒有蘇東坡的沒有蘇東坡的““使君能使君能
得幾回來得幾回來。。便使尊前醉便使尊前醉
倒倒、、且徘徊且徘徊。”（。”（蘇東蘇東
坡坡《《虞美人虞美人••有美堂贈有美堂贈
述古述古》）》）更有真情實感更有真情實感
；；我還覺得歐陽修我還覺得歐陽修““醉醉
翁之意不在酒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在乎山
水之間也水之間也”” 的的““酒趣酒趣””
好像有點矯情好像有點矯情，，沒有蘇沒有蘇
東坡東坡““帶酒沖山雨帶酒沖山雨，，和和
衣睡晚睛衣睡晚睛”（”（蘇東坡蘇東坡

《《南歌子南歌子》）》）顯得實在顯得實在。。
從從《《蘇東坡全集蘇東坡全集》》中中，，我還查閱到蘇東坡晚我還查閱到蘇東坡晚

年從惠州貶謫儋州的途中寫的年從惠州貶謫儋州的途中寫的《《濁醪有妙理賦濁醪有妙理賦》》
。。此賦的標題借用杜甫此賦的標題借用杜甫《《晦日尋崔戢李封晦日尋崔戢李封》》裏的裏的
句子句子““濁醪有妙理濁醪有妙理，，庶用慰沈浮庶用慰沈浮”，”，意思是說意思是說，，
酒的妙處就是可以讓人忘卻世間的名利得失酒的妙處就是可以讓人忘卻世間的名利得失。。這這
首律賦中還寫到首律賦中還寫到：“：“酒勿嫌濁酒勿嫌濁，，人當取醇人當取醇。。失憂失憂
心於昨夢心於昨夢，，信妙理之凝神信妙理之凝神。。渾盎盎以無聲渾盎盎以無聲，，始從始從
味入味入。。杳冥冥其似道杳冥冥其似道，，徑得天真徑得天真。。伊人之生伊人之生，，以以
酒為命酒為命。。常因既醉之適常因既醉之適，，方識此心之正方識此心之正。”。”這是這是
他借酒言道他借酒言道，，通過獨特的通過獨特的““酒趣酒趣””境界境界，，表現自表現自
己曠達酣適的人生態度己曠達酣適的人生態度。。

我想我想，，這樣的這樣的““酒趣酒趣””境界境界，，只有蘇東坡才只有蘇東坡才
能達到能達到。。

庚子秋夜庚子秋夜，，酒後於那大靜我齋酒後於那大靜我齋
作者簡介作者簡介：：
李秀賢李秀賢，，字字，，開璜開璜，，男男，，19641964年出生年出生，，海南海南

省儋州市人省儋州市人。。壹直從事學校的管理工作壹直從事學校的管理工作，，閑時勤閑時勤
於讀寫於讀寫。。

出版著作出版著作：《：《口占成詩口占成詩》（》（湖南人民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
）、《）、《隨心說事隨心說事》（》（香港新聞出版社香港新聞出版社））等等。。

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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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Provided ByPhoto Provided By

World Hall of Fame networkWorld Hall of Fame network
www.famehall.com www.zzi.netwww.famehall.com www.zzi.net

20202020年年99月月1919日傍晚日傍晚，，近兩年剛剛在休斯敦出演過兩部電影近兩年剛剛在休斯敦出演過兩部電影
的休斯敦時尚達人的休斯敦時尚達人Nancy XieNancy Xie來到休斯敦北康諾湖著名休閒小來到休斯敦北康諾湖著名休閒小
區查看外景區查看外景，，並為下一部新電影的演出做準備並為下一部新電影的演出做準備。。

20202020年年99月月1919日日，，美南大咖談主持人董子天美南大咖談主持人董子天Sky DongSky Dong自從今年出自從今年出
任美南新聞聯播新聞主播後任美南新聞聯播新聞主播後，，近期又將在美南電視和相關自媒體近期又將在美南電視和相關自媒體
頻道推出頻道推出Sky in the ChinatownSky in the Chinatown和快手抖音欄目和快手抖音欄目，，以專業以專業、、智慧智慧、、
機智機智、、青春青春、、活力活力、、時尚成為大休斯敦地區最新穎的網紅之一時尚成為大休斯敦地區最新穎的網紅之一。。

20202020年年99月月1212日中午日中午，，哈里斯郡郡長麗娜伊爾達哥哈里斯郡郡長麗娜伊爾達哥
(Lina Hildago)(Lina Hildago)與全美最大的休斯敦食品銀行與全美最大的休斯敦食品銀行(Hous(Hous--
ton Food Bank)ton Food Bank)總裁兼首席執行官布萊恩格林總裁兼首席執行官布萊恩格林(Brian(Brian
Greene)Greene)在在NRGNRG公園停車場為成千上萬因疫情而陷公園停車場為成千上萬因疫情而陷
入困境的市民們發放免費食品入困境的市民們發放免費食品。。休斯敦食品銀行在休斯敦食品銀行在
大休斯敦及周邊地區有超過大休斯敦及周邊地區有超過15001500個合作夥伴網絡個合作夥伴網絡
，，每週數日發放免費食品每週數日發放免費食品，，共提供共提供11..5959億份營養餐億份營養餐
。。

20202020年年99月月1717日日，，哈里斯縣書記官辦公室召開華哈里斯縣書記官辦公室召開華
裔顧問委員會網絡視頻會議由裔顧問委員會網絡視頻會議由Helen ShihHelen Shih主持主持，，通通
訊及選舉人聯絡主管訊及選舉人聯絡主管。。書記官辦公室華裔選民選書記官辦公室華裔選民選
舉宣導負責人芮久玟舉宣導負責人芮久玟(JoAnne Ray)(JoAnne Ray)和辦公室創新科和辦公室創新科
主任主任、、無需下車投票總負責周浩恩無需下車投票總負責周浩恩(Ben Chou)(Ben Chou)介紹介紹
今年大選組織情況和投票注意事項今年大選組織情況和投票注意事項，，西南管理區西南管理區
執行主任執行主任 Alice LeeAlice Lee 和人口普查華裔專員李鴻美和人口普查華裔專員李鴻美
(Debbie Lee)(Debbie Lee)及黃登陸等也在會上分別發言及黃登陸等也在會上分別發言。。

20202020 年年 99 月月 1818 日日，，休斯敦中國城警察局休斯敦中國城警察局
(HPD Ranchester storefront)(HPD Ranchester storefront)在關閉半年後舉在關閉半年後舉
行了重啟典禮行了重啟典禮。。在西南管理區主席李雄及在西南管理區主席李雄及
30003000位民眾的聯名要求下位民眾的聯名要求下，，休斯敦警察局休斯敦警察局
終於回應了民眾的要求終於回應了民眾的要求，，重新啟動了這個重新啟動了這個
特殊的分局特殊的分局。。負責處理非緊急鄰里安全問負責處理非緊急鄰里安全問
題題 non-emergency neighborhood safety issuesnon-emergency neighborhood safety issues
。。地址是地址是 91609160 Bellaire, Ste. FBellaire, Ste. F，，HoustonHouston，，
TXTX7703677036。。典禮當天典禮當天，，國會議員奧爾格林國會議員奧爾格林
Al GreenAl Green、、德州眾議員吳元之德州眾議員吳元之Gene WuGene Wu、、中中
西分局警分局長西分局警分局長Jennifer ReadJennifer Read、、西南管理區西南管理區
主席李雄主席李雄、、駐休斯敦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駐休斯敦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處長羅复文處長羅复文、、僑務委員黎淑瑛僑務委員黎淑瑛、、張世勳張世勳、、
恆豐銀行董事長吳文龍恆豐銀行董事長吳文龍、、金城銀行董事長金城銀行董事長
吳光宜等政商僑領均前往出席吳光宜等政商僑領均前往出席。。

休斯敦中國城治安堪憂亮紅燈休斯敦中國城治安堪憂亮紅燈。。
20202020年年99月月1919日中午日中午，，位於位於TownTown--
parkpark和合作路交口的和合作路交口的AZ Led & SignAZ Led & Sign
招牌燈具公司東主招牌燈具公司東主Amanda ZhangAmanda Zhang在在
報警三個小時後警察才來做記錄報警三個小時後警察才來做記錄。。
據監控錄像據監控錄像，，破門而入盜賊是在凌破門而入盜賊是在凌
晨晨33點作案點作案，，令華人防不勝防令華人防不勝防。。據據
悉悉，，這也是這個中心第二次被砸破這也是這個中心第二次被砸破
門入室盜竊門入室盜竊。。在美國大家一定要千在美國大家一定要千
萬小心萬小心，，做足防備做足防備，，避免損失避免損失。。

20202020 年年99月月1313日日，，剛剛在今年五月榮獲剛剛在今年五月榮獲MsMs
TexasTexas 桂冠的舞蹈家桂冠的舞蹈家、、演員演員、、詞作者詞作者 EileenEileen
DongDong與與SunburstSunburst選美冠軍選美冠軍Sophie DoritySophie Dority一起一起
來到來到Springwood VillageSpringwood Village社區捐贈口罩社區捐贈口罩，，為慈為慈
善事業做貢獻善事業做貢獻。。

20202020年年99月月1919日日，，Intothewood.com LLCIntothewood.com LLC韓裔教育中心韓裔教育中心CEOCEO兼執行主兼執行主
任任Linda KimLinda Kim率領正在休斯敦實習的韓國小留學生來到率領正在休斯敦實習的韓國小留學生來到NRGNRG中心感受中心感受
休斯敦食品銀行每週一次的超級食品分發活動休斯敦食品銀行每週一次的超級食品分發活動。。圖為休斯敦警察局移圖為休斯敦警察局移
動分局現場指揮官歡迎中學生小朋友們並表示美國在很多方面都做得動分局現場指揮官歡迎中學生小朋友們並表示美國在很多方面都做得
特別棒特別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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