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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懇的態度 專業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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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A 7 (a)和 504 小型商業貸款
．商業自用房地產貸款 
   (Owner Occupied Commercial / Real Estate Loans)
．一般產業地產貸款 
   (Convenience Stores, Retail, Apartment, Office Building, etc...)
．資本週轉貸款 (Working Capital Loans)
．設備器材貸款 (Manufacturing, Equipment Financing)
．住宅房屋貸款 (Residential Mortgage Lo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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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在印尼亞齊省展示繳獲的走私馬蹄鱟。警方當天繳獲約3000只走私往泰國的馬蹄鱟。因
被人類食用，古老生物鱟數量日益稀少，已被列為保護動物。鱟的祖先出現在地質歷史時期
古生代的泥盆紀，當時恐龍尚未掘起，與它同時代的動物或者進化、或者滅絕，而惟獨只有
鱟從4億多年前問世至今仍保留其原始而古老的相貌，所以鱟有“活化石”之稱。

俄羅斯波羅的海興俄羅斯波羅的海興““琥珀熱琥珀熱”” 民眾頂大浪撿琥珀民眾頂大浪撿琥珀

印尼發現猩猩新物種印尼發現猩猩新物種

在印尼蘇門答臘島發現北
達班努裏猩猩，它在基因和形
態特征上區別於婆羅洲猩猩和
蘇門答臘島猩猩，是壹個獨立
的新物種。這個獨特物種的猩
猩照片是由蘇門答臘猩猩保護
計劃的工作人員提供的，這些
猩猩在基因和形態特征上區別
於婆羅洲猩猩和蘇門答臘島猩
猩。他們是蘇門答臘島北部巴
丹托魯生態系統的重要組成部
分。這壹發現也宣告了，這種
猩猩是目前世界上最為瀕危的
大猩猩物種，需要加以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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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好日子”回來了？
前三季上市銀行利潤增速回升

“銀行好日子到頭了”，這是近年

來大家常說的壹句話。的確，在經歷存

款流失、息差收窄、利潤增速下滑等沖

擊後，傳統銀行的日子確實沒有前些年

好過了。然而，近日披露的上市銀行三

季報顯示，今年前9個月上市銀行的業

績有所回暖。這是暫時性的反彈還是趨

勢性的好轉？新環境下的銀行出現了哪

些新變化？過去的利潤引擎能否持續發

力？備受關註的行業風險是否得到緩釋？

對於這些市場關註的焦點，從39家上市

銀行的三季報中可以讀出不少信息。

利潤增長靠什麽？
驅動銀行利潤增速走高的重要因素

仍是息差水平，但銀行需轉變過度依賴
利息收入的增長模式

今年三季度，銀行利潤增速回升，

五大行凈利潤增速高於去年底；股份制

銀行中，郵儲銀行、招商銀行凈利潤保

持兩位數增長；城商行和農商行中，南

京銀行、寧波銀行、杭州銀行等凈利潤

增長較快，同比增速超過10%。

年內銀行凈息差從底部溫和回升，

是其保持利潤穩步增長的重要原因之壹。

“首先，從去年第四季度開始，政策面

和資金面發生顯著變化，流動性相對緊

張，資金價格自然上行。其次，今年二

季度以來，銀行獲得資金的成本升幅不

大，而信貸需求相對旺盛，貸款利率上

行速度加快，帶動銀行息差略有回升。

典型的就是住房按揭貸款，現在有些銀

行首套房按揭貸款利率會上浮10%。”

交通銀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員仇高

擎說。

中銀國際報告顯示：今年三季度上市

銀行凈息差較二季度環比上升3個基點，

大型銀行息差整體改善上升近4個基點，

而中小銀行息差水平分化依然明顯。

非利息收入降幅收窄，也減輕了對凈

利潤的拖累。仇高擎分析，上半年，受宏

觀審慎政策和行業監管趨嚴的影響，銀行

理財和同業業務收入增長受限。其中壹些

中小銀行非利息收入的占比較大、基數

高，同比呈現負增長，少數銀行甚至降幅

很大。而下半年以來，銀行逐步適應嚴監

管環境，加大了對其他領域非息收入的拓

展力度，非利息收入降幅有所收窄。

以招商銀行為例。今年三季度招行

壹枝獨秀，凈利潤達到588.05億元，同

比增長12.78%，領先於各家銀行，主要

原因在於，三季度招行非利息凈收入降

幅由上半年的下降8.23%進壹步收窄至

下降2.1%，中間業務止住下滑趨勢，開

始恢復性上行。

盡管業績好轉，但與前幾年相比，

銀行面對的市場環境已變，利率市場化

改革腳步不停，息差水平下降的趨勢難

以逆轉，銀行需要轉變過度依賴利息收

入的增長模式。麥肯錫最近發布的《中

國銀行價值創造排行榜(2017)》對40家

具有代表性的銀行進行了銀行價值創造

分析，報告指出，銀行零售業務呈現上

升趨勢，零售客戶議價能力比公司客戶

低，且零售貸款集中度風險小，比對公

業務更能應對行業周期循環，抗風險能

力更強，值得銀行加大力度投入。

銀行為何也“錢緊”？
整治金融亂象，防止金融行業資金

空轉、自我膨脹，銀行業資產規模增長
剎住快車，增速放緩

雖然業績有好轉，但在防風險、去

杠桿的大背景下，靠鋪攤子、沖規模就

能賺錢的“好日子”不再，不少銀行也

感覺手頭“錢緊”了。

2016年底，中國銀行業資產規模躍

居全球第壹，擁有龐大身形的各家銀行

密集出現在榜單前列，傲視全球。而今

年，銀行業生存環境發生變化，監管部

門大力整治金融亂象，防止金融行業資

金空轉、自我膨脹，特別是嚴查銀行業

同業、理財和表外業務，銀行業資產規

模增長剎住快車，增速放緩。

“通過大力整治銀行業亂象，資金

‘脫實向虛’勢頭得到初步遏制。”最

近，銀監會主席郭樹清介紹，今年以來，

銀行業同業資產和負債開始雙雙收縮，

各減少了2萬億元左右，理財產品增速

大幅放緩，委托貸款增長自2008年以來

首次出現下降。

強監管帶來的影響也清晰地寫在銀

行三季報上。中銀國際報告顯示，行業

規模增速持續下行，三季度銀行業整體

規模增速較二季度繼續下行，大型商業

銀行、股份制商業銀行和城商行規模同

比增速較二季度末分別下降0.3、1.7和

1.8個百分點。其中，中信銀行三季度末

的資產規模比去年有較大幅減少，“縮

表”規模達3941億元。

與此相對應的是，銀行存款規模增

長略顯乏力。“銀行傳統的存款來源面

臨分流，加之今年監管部門加強對理財

和同業業務的監管，導致壹部分銀行負

債來源大幅降低，同時企業存款也不是

很穩定，今年銀行存款壓力不小，資金

比較緊張。”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

究院高級研究員董希渺說。

銀行“缺錢”，在三季報上有所顯

現。向中央銀行借款、拆入資金等短期

負債同比增速較快，是部分銀行負債規

模增長的主要源泉。如五大行中的農業

銀行向中央銀行借款同比增長24.88%，

平安銀行向中央銀行借款同比增長

985.61%，拆入資金同比增長246.19%，

南京銀行拆入資金同比增長135.51%。

銀行風險怎麽看？
從“雙升”到“單降”，資產質量向

好趨勢進壹步鞏固，但要警惕流動性風險
平衡收益和風險，是銀行經營的本質。

對於銀行來說，能不能重溫過去的“好日

子”，有效防控風險是關鍵壹環。

銀行業的風險狀況到底怎麽樣？最

近銀監會公布的數據顯示，今年以來，

銀行業資產質量保持穩定，不良貸款率

比年初下降0.04個百分點，關註類貸款

率比年初下降0.47個百分點。9月末，商

業銀行資本充足率13.3%，撥備覆蓋率

179.5%，流動性比例48.3%，均保持較好

水平，銀行業抗風險能力增強。

“資產質量向好趨勢進壹步得到鞏

固。三季度，大型商業銀行從不良貸款

余額和不良貸款率雙升逐步變成不良貸

款率單降，從‘雙升’到‘單降’是壹

個比較可喜的變化。”董希渺說。

“由於今年我國宏觀經濟基本面表

現良好，加之商業銀行前幾年不良資產

暴露較充分，銀行業不良資產壓力緩解。

從上市銀行三季度披露的數據看，年內

大部分銀行不良率穩步走低、不良貸款

余額增幅有所降低，其中壹些銀行的不

良貸款余額也呈現下降趨勢。前期撥備

計提較充分的上市銀行，其撥備計提力

度隨資產質量好轉而有所降低，對利潤

增長帶來正向貢獻。”仇高擎說。

盡管風險有所緩釋，但仍不可掉以

輕心。董希渺說，從已公布三季報的上

市銀行經營情況看，上市銀行整體運行

穩健，風險可控，但仍需重視銀行流動

性風險，目前，銀行負債來源主要還是

短期負債，即壹年期以內的存款、應收

票據、應收賬款等，這樣的模式恐怕難

以持續支撐較長期限的銀行資產，即壹

年期以上的信貸業務等。下壹步，銀行

需要優化資產和負債的期限結構，增強

主動負債能力。

董希渺建議，未來還得關註信用風

險，進壹步加強信貸風險管控，減少其

對凈利潤的侵蝕。

綜合報導 中央企業對外並購呈現新趨勢，在

並購區域上更加註重向發達國家聚集。2016年，中

央企業在歐洲並購金額占跨國並購總金額的比例達

61.19%。國務院國資委有關負責人表示，歐洲是先

進工業技術、高端服務品牌的聚集地，在歐洲等傳

統發達經濟地區並購的增加，壹定程度上反映了中

央企業並購水平的提升。

對外並購重組已成為中央企業實現快速發展、

增強市場競爭力的重要途徑。據統計，2013—2016

年間，中央企業累計實施並購1532項，交易金額

7855億元。

近年來，中央企業在並購方向上，更加註重戰

略引領。大多數中央企業明確了並購服務於發展戰

略的原則，聚焦企業主業實施並購，非主業並購的

比例顯著降低，較好服務了企業的持續健康發展。

並購目的上，在經過多年以擴大規模和獲取市場為

主要動因的並購後，中央企業更加註重通過並購獲

取關鍵技術、核心資源，培育核心競爭優勢。特別

是在經營發展壓力不斷增大的背景下，開展高質

量並購成為企業提質增效、轉型發展的重要手

段。並購效果上，更加註重後期整合，越來越多

的中央企業通過制定專門並購管理辦法和並購評

價制度，規範整合流程，規範整合操作，以往“重

並購、輕整合”的問題逐步減少。央企的國際化水

平明顯提升，目前已投資設立境外單位9112戶，分

布在全球185個國家和地區。“十二五”以來，中

央企業境外資產總額年均增長15%。

國資委有關負責同誌表示，今後會引導央

企多做符合戰略定位、“補短板”的對外並購，

並購項目既要符合主業，又要能夠彌補核心技

術、核心資源、品牌知名度、市場渠道等方面

的不足。

央企對外並購呈現新趨勢 並購區域向發達國家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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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導航系統

中國北斗是世界三大衛星導航系統之一。
2000年，北斗一號試驗系統組網成功，

開始在國內提供導航服務；2012年，中國建
成北斗二號系統，為亞太地區用戶提供服
務。隨着北斗三號首發雙星在5日完美升空，
北斗導航正式開始全球組網。兩顆衛星在經
過測試及入網驗證後，可對外提供服務。

技術更先進
據介紹，相比北斗二號系統，北斗三號

系統技術更先進、建設規模更大、系統性更
強。北斗三號衛星將增加性能更優的互操作
信號，在進一步提高基本導航服務能力的基

礎上，按照國際標準提供星基增強服務及搜
索救援服務。北斗三號採用星載氫原子鐘，
其精度將比北斗二號的星載銣原子鐘提高一
個數量級。

定位更精確
北斗三號全球導航系統的定位精度將提

升1至2倍，建成後的北斗全球導航系統將為
民用用戶免費提供約10米精度的定位服務、
0.2米/秒的測速服務。同時，衛星設計壽命達
10年以上。
專家表示，隨着北斗地基增強系統提供

初始服務，可提供米級、亞米級、分米級甚

至厘米級的服務。北斗系統建成後，性能將
與GPS相媲美，使中國衛星導航系統達到國
際先進水平。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北斗始終
踐行“中國的北斗，世界的北斗”理念，要
與其他衛星導航系統相互兼容、共同發展。

北斗的目標並不會止步於此。北斗衛星導
航系統總設計師楊長風表示，北斗發展藍圖是
構建國家綜合PNT（即定位、導航和授時）體
系建設，以北斗系統為核心，建成天地一體
（包括太空、地面、水下、室內）的國家綜合
PNT體系，顯著提升國家時空信息服務能力，
滿足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需求，為全球用戶提
供更優質的服務。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 劉凝哲劉凝哲 北京報道北京報道））1111月月55日日1919時時4545分分，，搭載着兩顆北斗三號衛星的長征三號乙運載火箭搭載着兩顆北斗三號衛星的長征三號乙運載火箭

在西昌衛星發射中心升空在西昌衛星發射中心升空。。經過逾三小時的飛行經過逾三小時的飛行，，兩顆衛星在兩顆衛星在““太空擺渡車太空擺渡車””遠征一號的托舉下順利進入目標軌道遠征一號的托舉下順利進入目標軌道，，

拉開北斗衛星導航系統全球組網的大幕拉開北斗衛星導航系統全球組網的大幕。。中國將迎來新一輪北斗組網衛星高密度發射中國將迎來新一輪北斗組網衛星高密度發射，，預計到預計到20182018年底年底，，發射發射1818顆顆

北斗三號組網衛星北斗三號組網衛星，，覆蓋覆蓋““一帶一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沿線國家；；到到20202020年左右年左右，，完成完成3030多顆組網衛星發射多顆組網衛星發射，，實現全球服務能力實現全球服務能力。。

預計再發射逾30顆 2020年服務全球
北斗三號衛星入軌北斗三號衛星入軌 全球組網啟程全球組網啟程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王玨記者王玨 北北
京報道京報道））66日發佈的日發佈的《《氣候變化綠皮氣候變化綠皮
書書（（20172017）》）》預測預測，，到本世紀末到本世紀末，，
上海相對海平面上升有可能超過上海相對海平面上升有可能超過11
米米，，對上海城市安全和社會經濟領對上海城市安全和社會經濟領
域將產生深遠的影響域將產生深遠的影響。。課題組專家課題組專家
建議建議，，上海須超前謀劃應對海平面上海須超前謀劃應對海平面
上升的防範措施上升的防範措施，，完善應對海平面完善應對海平面
上升的防洪上升的防洪、、防潮防潮、、防澇和供水安防澇和供水安
全技術方法全技術方法，，同時進一步完善預測同時進一步完善預測
預估研究預估研究，，有效保障城市安全有效保障城市安全。。

綠皮書由中國社科院國家綠皮書由中國社科院國家
氣象局氣候變化經濟學模擬聯氣象局氣候變化經濟學模擬聯
合實驗室及社科文獻出版社共合實驗室及社科文獻出版社共
同發佈同發佈。。綠皮書指出綠皮書指出，，近近3030年年

是全球海平面上升最快的階段；由
於全球海平面上升與地面沉降疊加
等因素，上海本世紀末相對海平面
上升有可能超過1米。

籲超前謀劃應對
海平面上升對上海防汛防澇基

礎設施建設、城市水源地保護、沿
海海岸帶經濟發展和洪澇災害風險
損失等城市安全和社會經濟領域產
生深遠的影響。課題組建議，上海
在建設全球城市的目標背景下，須
超前謀劃應對海平面上升的防範措
施：一、要具有應對海平面上升1
米的規劃和能力，進一步完善應對

海平面上升的防洪、防潮、防澇和
供水安全技術方法，建立應對海平
面上升的安全治理及管理技術體
系，以具備防範海平面升高1米的
能力。二、要具有防範海平面上升
2米的長遠目標。在未來城市規劃
中考慮海平面上升2米的風險，將
上海黃浦江吳淞口建設開敞式擋潮
閘建設提上議程。三、要加強海平
面上升基礎科學研究，建立防範極
端複合災害系統。應進一步健全完
善監測網絡，同時進一步完善未來
海平面上升的預測預估研究，開展
複合極端洪澇災害風險評估，有效
保障城市安全。

世紀末滬相對海平面或上升超1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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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 已實現：

2000年建成北斗一號系
統，向中國提供服務

已實現：
2012 年建成北斗二號系
統，向亞太地區提供服務

建設中：
2020年前後建成北斗全球系統，

向全球提供服務

資料來源：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倪夢璟 上海報道） 記者6日
從中國極地研究中心獲悉，中
國第34次南極科學考察隊將
於明日（8日）前往南極執行
科學考察任務。此次，科考隊
將首次通過航空和航海兩種方
式進入南極，並啟動新建中國
第五個南極考察站建設的前期
工作，根據計劃，該考察站將
於2022年正式建成並投入使
用。
據悉，此次考察隊由334

人組成。考察隊將搭乘“雪龍
船”途經新西蘭、南極羅斯海
到達中山站，隨後進行普里茲

灣、戴維斯海和羅斯海科考作
業，在停靠新西蘭進行補給
後，前往阿蒙森海作業，總航
程約3.6萬海里，預計2018年
4月中旬返回上海港。
中國極地研究中心主任楊

惠根介紹，第五座考察站所在
的羅斯海區域，具有和其他區
域截然不同的特點，其中，難
言島更是被稱作南極環境最惡
劣的地方，考察隊面臨着不小
的挑戰。不過，即使困難重
重，中國南極第五所考察站的
建立，仍將在多方面進行突
破，或將成中國最具有先進環
保理念的考察站點。

中國開啟第五個南極考察站前期工作

美南版■責任編輯：郭愉薇 2017年11月7日（星期二）5 文匯體育中華體壇

簡簡拿華路自拿華路自20162016賽季中期接手權賽季中期接手權
健健，，帶隊實現衝超壯舉帶隊實現衝超壯舉。。作為中作為中

超升班馬超升班馬，，天津權健於天津權健於20172017賽季力壓河賽季力壓河
北華夏北華夏、、山東魯能及廣州恒大等強勁對山東魯能及廣州恒大等強勁對
手手，，獲得中超第獲得中超第33名的好成績名的好成績，，同時創同時創
歷史地以升班馬身份獲亞冠資格歷史地以升班馬身份獲亞冠資格，，可以可以
說簡拿華路團隊功不可沒說簡拿華路團隊功不可沒。。

據悉據悉，，簡拿華路的下一站將是廣州簡拿華路的下一站將是廣州
恒大恒大。。恒大方面或在日內宣佈其回歸恒大方面或在日內宣佈其回歸。。
簡拿華路執教恒大期間簡拿華路執教恒大期間，，在中超共取得在中超共取得
1313勝勝99平平11負的戰績負的戰績，，20152015年超級盃獲年超級盃獲
得亞軍得亞軍，，20152015年足協盃止步第三輪年足協盃止步第三輪，，亞亞
冠闖入冠闖入88強強。。

蘇沙：給年輕人機會
而而4747歲的保羅蘇沙曾是葡萄牙國歲的保羅蘇沙曾是葡萄牙國

家隊黃金一代的主力家隊黃金一代的主力，，球員時期曾幫球員時期曾幫
助祖雲達斯和多蒙特奪得歐冠冠軍助祖雲達斯和多蒙特奪得歐冠冠軍。。
20052005年開啟教練生涯年開啟教練生涯，，先是在葡萄牙先是在葡萄牙
UU1616國家隊擔任主教練國家隊擔任主教練，，20082008年升任年升任
為葡萄牙國家隊助理教練為葡萄牙國家隊助理教練。。之後之後，，他他
先後在英超史雲斯先後在英超史雲斯、、匈牙利維迪奧匈牙利維迪奧
頓頓、、瑞士巴塞爾瑞士巴塞爾、、意大利費倫天拿等意大利費倫天拿等
隊執教隊執教。。

保羅蘇沙保羅蘇沙66日在接受內地傳媒訪問日在接受內地傳媒訪問
時表示會盡全力帶領球隊取得好成績時表示會盡全力帶領球隊取得好成績：：
““我一直堅信球隊有很大提升空間我一直堅信球隊有很大提升空間，，我我

有自己的目標有自己的目標。。我覺得自己並沒有執教我覺得自己並沒有執教
壓力壓力，，我們的隊員非常團結和努力我們的隊員非常團結和努力，，也也
展現出更強的求勝慾望展現出更強的求勝慾望，，希望在下一個希望在下一個
舞台更好地展現自己舞台更好地展現自己。”。”

他續說他續說：“：“權健有很多不錯的年輕權健有很多不錯的年輕
球員球員，，包括現在有經驗的球員包括現在有經驗的球員，，他們也他們也
都有很大的潛力都有很大的潛力。。我的執教生涯中我的執教生涯中，，每每
到一個俱樂部都注重對年輕球員的培到一個俱樂部都注重對年輕球員的培
養養，，給他們適當的比賽機會給他們適當的比賽機會，，通過比賽通過比賽
來成長來成長。。有些隊員一年多後就進入國家有些隊員一年多後就進入國家
隊的名單隊的名單，，這就是要給予年輕球員機這就是要給予年輕球員機
會會。”。”

眾將士向簡帥送祝福
而權健眾將士在迎接新帥的同時而權健眾將士在迎接新帥的同時，，

也向離去的簡帥送上祝福也向離去的簡帥送上祝福。。隊長張鷺在隊長張鷺在
社交平台寫道社交平台寫道：“：“離別總是傷感的離別總是傷感的，，一一
年半的時間不長年半的時間不長，，但足夠在彼此心中落但足夠在彼此心中落
下深深的烙印下深深的烙印！！感謝你及你的團隊為了感謝你及你的團隊為了
天津權健做出的巨大貢獻天津權健做出的巨大貢獻，，一切都是最一切都是最
好的安排好的安排！！祝福你未來一切順利祝福你未來一切順利，，親愛親愛
的主教練的主教練。”。”

小將鄭達倫也貼文小將鄭達倫也貼文：“：“最帥最好的最帥最好的
教練教練，，祝你一切順利祝你一切順利，，好運好運。”。”國腳王國腳王
永珀寫道永珀寫道：“：“永遠的永遠的bossboss，，唯有祝福唯有祝福，，
一切順利一切順利！”！”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陳曉莉

中超（中國足協超級聯賽）新貴天津權健6日宣佈

簡拿華路不再擔任球隊主教練，新任主帥為葡萄牙人保

羅蘇沙。據內地傳媒消息，廣州恒大也將於日內宣佈

簡拿華路上任，中超換帥潮的序幕正式揭開。

隨着中超聯賽的落幕，入選新一期中國男足
的23名隊員也於6日晚在廣州集結，備戰即將開
始的與塞爾維亞和哥倫比亞兩支足壇勁旅的熱身
賽。球隊7日在越秀山體育場進行集結之後的首
堂訓練課。

國足將首先於本周五在廣州天河體育中心體
育場迎戰塞爾維亞國家隊，這場比賽也是中國隊
在12強賽後的首次正式亮相。隨後全隊奔赴重
慶，於14日迎接哥倫比亞隊的挑戰。

而在國足眾將集結之日，中國足協中國之隊
發佈了國足兩場熱身賽的戰前海報“牽手國足
童心同行”，展示了國足上下在新起點上腳踏實
地、義無反顧的決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國足廣州集結
迎戰塞爾維亞

香港文匯報訊世界羽聯中國超級
賽將於本月14日至19日在福州舉行，
主場作戰的中國羽隊（國羽），將派出
包括大滿貫球手林丹在內的超過50人
參賽，屆時林丹有望與李宗偉爭奪四強
席位。另外，在里約奧運受傷的前奧運
女單冠軍李雪芮，日前在個人社交平台
首次回應網友將於明年復出。

本賽季，林丹在馬來西亞超級賽

奪冠，之後接連退出法國賽
和丹麥賽。今次在本土舉行
的中國賽，林丹作為3號種
子進入男單上半區。據網易
體育消息，前兩輪林丹分別

對陣印尼的克里斯蒂和中國香港的伍
家朗，8強賽有可能與老對手李宗偉展
開“林李大戰”，後者前兩輪將連戰
法國的勒維德茲和中華台北的許仁
豪。

男單下半區，里奧冠軍諶龍首輪對
陣港將黃永琪，第二輪遭遇在丹麥賽淘
汰自己的安東森。

女單打進世錦賽四強的陳雨菲，首

輪就抽到世界排名第一的頭號種子、中
華台北的戴資穎，晉級形勢難容樂觀。

亞巡賽周五成都開賽
另外，“2017亞洲羽毛球精英巡

迴賽．成都青白江站”將於11月10日
至12日在成都舉行。屆時，李宗偉、
田兒賢一、蔡贇、亨德拉、葉姵延、徐
晨、王儀涵、王睜茗、蔣燕皎9大世界
羽球頂級選手將齊聚成都，展開一場巔
峰對決。據悉，屆時將12名業餘選手
入圍，於11日至12日進行決賽，獲勝
者將贏得“我要上奧運”挑戰者稱號，
並有機會挑戰上述9名世界冠軍。

LPGA高爾夫日本菁英賽5日收桿，中
國一姐馮珊珊（見下圖）決賽輪交出低於
標準桿4桿的68桿成績，以2桿優勢成功
衛冕，收穫本賽季第2冠，也她個人是LP-
GA職業生涯的第8冠。

馮珊珊於前2回合沒有吞下任何柏
忌，以低於標準15桿的129桿獨佔鰲頭，
表現堪稱完美。不過在決賽輪，她表現有
些起伏，總計打下6鳥、2柏忌，由於前2
回合強勢表現助她奠定勝基，3回合打完她
以低於標準19桿的197桿順利衛冕。

“我的球童告訴我：這一周你會拿第
一，兩周前你拿了第三，上周拿了第二，
所以你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了——第
一。我當時就想，那好吧，為了這個而努
力吧。現在我成功了，真的非常開心。”
馮珊珊賽後表示。

這場比賽，馮珊珊尚獲得22.5萬美元

冠軍獎金，令她在LPGA巡迴賽積累的職
業生涯總獎金達939.5萬美金。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馮珊珊日本奪LPGA第八冠林丹中羽賽復出

有望有望PKPK李宗偉李宗偉

■■國足發佈熱身賽海報國足發佈熱身賽海報““牽手國足牽手國足童心童心
同行同行”。”。

■■林丹在中羽林丹在中羽
賽有望與李宗賽有望與李宗
偉爭奪偉爭奪 44 強席強席
位位。。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權健權健（（白衫白衫））在最後一輪中在最後一輪中
超以超以22：：11力挫恒大力挫恒大。。 法新社法新社

■■權健球員拋起簡拿華路權健球員拋起簡拿華路，，慶祝在中慶祝在中
超最後一輪勝廣州恒大超最後一輪勝廣州恒大。。 法新社法新社

■■保羅蘇沙接過權保羅蘇沙接過權
健帥印健帥印。。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港足開操備戰亞洲盃 新人獲益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首度

入選港腳的兩名新丁18歲門將謝家榮及
19歲翼鋒鄭展龍，6日中午戰戰兢兢，在
將軍澳運動場隨港足展開首課操練。

首課操練就已感受到香港第一門將
“英雄輝”非凡氣場的謝家榮，在葉鴻
輝親和、循循善誘地教導下，獲益良
多。而“英雄輝”也寄語新人要抱以謙
卑的心，不要自滿。眼見不少新人因自
滿成了港隊的過客，“英雄輝”指謝家

榮有身材具備當“一哥”的條件，但仍
要看他往後的造化，“要走自己的路，
不要活在別人的影子下！”

香港男足將於下周二假香港大球場
迎戰對黎巴嫩，這是港足在亞洲盃分組
賽中的關鍵一戰，必須全取3分。主帥金
判坤不否認此刻選入新人有些冒險，但
他認為成績和為香港隊培育新人同樣重
要。他稱，有壓力，但從不畏懼！

金判坤強調新人在周四對巴林的熱

身賽上有上陣的機會。而翼鋒鄭展龍也
對此十分期待。對於入選港腳，鄭展龍
表示甚感意外，因為這幾年入籍兵入選
港隊已是平常事；他承認要留在港隊，
體力須再進一步提升以及獲得更多港超
上場機會。

香港隊6日分組對抗，為亞洲盃試
陣，其中一組人選為：後衛徐宏傑、列
斯奧、丹尼。中場陳俊樂、黃洋、黃
威，前鋒佐迪及辛祖。

■■謝家榮謝家榮（（右右））首課操練就已感受到香港第一門將首課操練就已感受到香港第一門將
葉鴻輝氣場葉鴻輝氣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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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書抵萬金家書抵萬金（（十七十七））

每人一生中，難免會遇到一些意外的毀謗與無理的責備，心情自
然受到很大的衝擊。我亦有過這方面的閱歷。一九六五年三月，我盡
心盡力處理至友王大眾在紐約的喪事，並將其靈骨灰妥善寄歸臺北他
家人。不料事後從臺北傳來，其雙親在親友間表露對我不滿的閒言閒
語，甚至有指責之辭。父親深恐我的心情受打擊，影響情緒。故來諭
（見家書第184封）抄錄寒山與拾得之間的一段問答，囑我體驗其中
的含義與啟示，以面對任何意外的指責及不滿。事逾半世紀，回首前
塵，深感一個人之修養的重要性。祗可惜年輕時，往往很難會有這方
面的領悟。雖然我現已年邁，但重讀郵簡（家書）裡的家訓，還是受
益匪淺。如父諭“盡人事、聽天命”，已成為我退休後，日常的口頭
語了！

一九五五年，我在臺北市同安街南堂天主教堂，接受領洗，成為
天主教徒，付洗的神父是臺大教授方豪。來美後，一九六五年間，曾
因好奇，受朋友之邀，參加過幾次基督教的禮拜活動。不久，哪位朋
友正式徵詢我，考慮成為基督徒。當時我婉言回答，大意是： 「我是
領過洗的天主教徒，要對當年領洗負責；我不會改變我的宗教信仰，
來另一次領洗入基督教。」從那以後，我沒有再參加他們的活動了。
寫到此，想起一九五四年，我在臺大加入中國國民黨（簡稱國民黨）
的歷程。當年傅啟學訓導長主持一個國父思想研習會，一週兩次，有
十多位同學經介紹參加聽講，我是其中一位。他不但詳述國父中心思
想與其救國理念，更強調當前中華民國政府播遷來臺後的嚴峻處境，
以及知識青年的責任。在兩個月後的結束會上，他語重心長地說，你
們都是當前國家最優秀的知識青年，若信仰國父的救國理念，歡迎成
為中山先生的信徒。因崇拜敬仰國父，同年我就正式宣誓加入國民
黨。身係基層黨員逾六十年，對當今黨德之不振、黨魂之消失、領導
之無方，甚感痛心。但一介平凡人的我，嚴肅重視宣誓與領洗，故不
脫黨及不改信他教。這就是我的性格。

一九六五年七月間，為了上班方便，我從馬州遷至維州 2300
25th St. South,Arlington, VA 22206公寓居住。

第183封家書（1965年6月16日收到，在馬州）
父諭（節錄）： 「你六月六日郵簡，十一日上午收悉。蔣總統

說：“能自重則為人之所不能輕，能自強則為人所不能弱，能自信則
為人所不能欺，能自立則為人所不能困。”你應力行自重、自強、自
信、自立。並先重人、讓人、信人、助人為隨時隨地體驗之。一九三
四年你生於江蘇、鎮江東碼頭、焦山象山間，王老九家之軒房。希真
表姐昨又將你通訊處抄去，想必將有信給你敘述她的近況。十一日母
親來法院量血壓，很正常。因滿天烏雲，即將有陣雨，我讓她搭計程
車回家（約新臺幣八元），她覺得花錢“心痛”。經一番解說後，才
勉強坐上去。家人近來各安好，希免念。」

第184封家書（1965年6月22日收到，在馬州）
父諭（節錄）： 「茲抄錄寒山與拾得的問答於下：寒山問“世人

輕我、騙我、謗我、欺我、笑我、嫉我、辱我、害我，我將奈何？”
拾得答“唯有重他、敬他、容他、讓他、耐他、隨他、不理他、再過
些時你且看他。”你應隨時記住這段問答，並體驗之。十七日下午，
胡龍舅舅來自家向母親轉述王家父母之言（我猜係授意傳言）：“王
大眾父母對蕉森為大眾的喪事，認為辦事不力，有很多怨言與不
滿。”母親聞之很生氣說：“蕉森這樣盡心盡力處理大眾的後事，反
受惡言指責，真是有理難申。”記得王父曾在我給你郵簡中附言
（註），感激你替他辦理大眾的善後，現在又背後嚴辭指責，真難令
人理解。我們務必隱忍，無需有所表白，否則將徒增“更傷情感”。

我們絕不與他人計較，至要至要，你應注意。
總之，凡事做到老、學到老。上面我抄錄寒山
與拾得的問答，就是最佳忠言。你務必體驗力
行之。阿東上學期成績優良，校長頒發獎狀及
獎金新臺幣五十元，又退回學費新臺幣七十
元。希望有此好的開始，積極前進，力求增加
知識之快樂。」

註：第168封家書郵簡的下半頁，就有王大眾令尊王覺之的三月
廿六日晚親筆致我的附言。我已抄其全言在該次家書之節錄中。
（見：《家書抵萬金（十五）》）

第186封家書（1965年7月6日收到，在馬州）
父諭（節錄）： 「你六月十七日與廿二日致希真表姐兩郵簡，她

均已先後交我一閱。知你雖忙，但體健，慰甚。廿七日上午王大眾的
父親來自家，我們依舊接待招呼，用過中膳後回去，觀其氣色很好，
甚慰。在與他閒談中，其重點不外名利，但我仍多方譬解勸慰他。六
月十八日黛納颱風猛襲臺東，損壞甚大，其餘各地及自家均安好。養
正已四滿歲，漸懂事，有問有答，可以多多接受指導矣。」

第188封家書（1965年7月22日收到，在維州）
父諭（節錄）： 「你七月十四日來掛號信，附美鈔五十元，於十

九日收悉。母親生日，臺中楊所長邀我同媽去那裡一遊。母親因得你
此次的款項，增加她出遊的興趣及膽量。屆時家中一切，自知注意保
管，希免念。婚姻誠有緣分、不可強求、亦不必強求、惟求志同道
合。關於枝枝節節之處，男人切勿苛求計較，總要在大處與遠處考
慮。」

阿東附筆（節錄）： 「這學期的成績除微積分外，其餘均已公
佈。物理97、化學81、國文84、英文92、近代史94、國父思想88、
軍訓92、投影幾何94、化學實驗85、物理實驗80。 現在我每天在修
女那裡學英文和在家看看書外，還打球、游泳、及主持青年會團契活
動。」

第190封家書（1965年8月4日收到，在維州）
父諭（節錄）： 「你七月廿三日郵簡，於廿七日收悉。嫉妒者係

不明事理，不明事理者係知識短淺，知識短淺者，乃俗氣太重。我希
望你們兄弟，心地要超脫俗習，而行事要合於天理、人情與法律為
要。母親以前很想去王府看看他們，安慰他們。自從得知他們夫婦因
痛惜愛子，而懷恨我們之後，即心灰意冷，至今尚未往來。 我同母親
中部旅遊，日期定八月三至六日。大嫂生日，母親已替你贈送禮金新
臺幣二百元。」

阿東附筆（節錄）： 「我已得知微積分的成績是96。這學期總平
均是89.8。上學期的總平均是87。爸爸決定要買打字機了，暑期我又
多了一件事，學打字。」

第192封家書（1965年8月16日收到，在維州）
父諭（節錄）： 「自家已買了一個手提英文打字機（Royal

牌），價格是新臺幣三千二百元。先供阿東練習好之後，大哥大嫂將
來均可學習使用。我認為總比購置電唱機來得有意義。母親六十歲生
日臺北各親友均送賀禮，但一一謝拒了。八月三日上午，我同母親搭
觀光號飛快車，赴臺中一帶遊覧。大哥大嫂阿東養正送我們上車，來
回車票係大哥購送。這次出遊會見了好多位親友，有林炳光、胡龍舅
舅、胡益進舅舅、潘樹珍夫婦、陳嘉斌姑丈、楊紹裘伯伯、朱山叔等
及其家人和後代。各家均對我們殷勤款待。胡龍舅媽梅影陪同母親看
了一場電影，兩位舅舅在家同為母親祝壽，並夜遊霧峰省議會，夜景
甚美。鄉間空氣清新，夜睡安靜，心神曠怡為我們多年來所未曾享
受。姑丈陪同遊故宮博物院及八卦山等名勝景區。楊伯伯家盛宴招
待，夫婦又陪同我們遊日月潭。這次很高興目睹中部各親友家平和、
安康與興旺的景像，甚慰。六日結束這次出遊，於上午十一時返抵家
門,我和母親甚感愉快。此行母親還贈送幾家晚輩的見面禮金，若將大

哥贈送的車費在內，共開支計新臺幣一千五百元。」
阿東附筆： 「本學年度大專院校聯考，甲組最高分是臺大機械工

程學系。出頭了，好樂！」

第195封家書（1965年8月26日收到，在維州）
父諭（節錄）： 「你八月十七日郵簡，廿二日才收到。自家和鄰

居相處十多年了，他們都能聽懂母親的溫州話。廿日養正需繳忠心幼
稚園的學雜等費，母親已交大哥新臺幣三百五十元去支付。自家真似
同燈籠，外紅內空。最近希真表姐和大姑母（季菊華）曾為她們友
人，先後向自家商借美金，結果均無以應，似難得人諒解。我觀察一
般人的用塲情形，任何人家都比自家充裕。母親一生未曾帶過手錶，
未塗過口紅，更未用過任何化粧品。在都市中恐無人節省勝過母親。
若非如此，則我必無以維生，你們兄弟學業亦必受到影響。母親曾說
我所得的錢，如購香燭供菩薩，當有所報應！此乃自慰之言，非外人
所得相信也。此項承繼祖先的家風已有數代了，你輩宜繩守之。」

第196封家書（1965年8月26日收到，在維州）
父諭（節錄）： 「你八月十八日夜具稟及附致王大眾父親函件，

於廿六日收悉。你給王父函件，我已看過，尚無不週到之處。為朋友
服務，而得反報答，並非你獨有，我亦曾有數起。你應該極客觀，曠
達自慰為要。孟子曰：我善養我浩然之氣。我希望你們總要隨時學習
養就浩然之氣的功夫，而要謹防小人。施伯母之自待及待人（並非指
待你而言），實在令人敬佩之至。你可曾遇見過像施伯母類似的為人
沒有？」

第197封家書（1965年9月7日收到，在維州）
父諭（節錄）： 「八月廿八日掛號信及附美鈔五十元，收悉。廿

九日上午我同母親搭法院的交通車，去遊烏來及碧潭，至下午四半才
回家。家庭中應力求和氣，少說評判言語，宜多作身教，以潛移默化
求進步為要。你等今後應注意及此。」

第198封家書（1965年9月9日收到，在維州）
父諭（節錄）： 「母親常操心有關大哥對養正外祖父母之年節應

盡的孝敬禮數。現有你協助家用之款，使她放心。我常言，自家似燈
籠，外紅而內空，唯有我們自己知道，此外任何至親、近戚及友好，
均不諒解。所以我們應更加克勤克儉，以資克服困難。我素來認為凡
事應“盡人事、聽天命”及“求事在人、成事在天”。若能做到“盡
其在我”，則於心安矣！希你體驗之。母親以次家人均安好，希免
念。」

第199封家書（1965年9月29日收到，在維州）
父諭（節錄）： 「凡名人必有嘉言，是乃“有德者必有言”。中

央日報常載有“嘉言類選”，我看到：廉不言貧、勤不言苦。想到你
祖母性格如此，可資紀念。又看到：窮通得喪、俟其自天。我甚同
意，你亦應有此胸懷。圍棋大師吳清源指示其學生林海峰奕棋謂：
“求勝之心，仍不可太過急切，一切泰然處之，這是做人之道，亦是
奕棋致勝之道。”我想這亦是對任何事求其成功之道。這是順於時運
之神，默默主宰之道。你應體驗之。卓舅公爺日前送自家公母雞一
對，說母親近來氣色很好。我想其言正確，因自家人天天在一處，是
難能感覺到的。你可寬慰。」

第200封家書（1965年10月1日收到，在維州）
父諭（節錄）： 「九月九日郵簡，廿五日到臺北，收悉一切。你

說：“我的心情因施伯母來，改善很多。”令家人欣慰。你初抵美先
住施伯母處，備蒙愛護關照，此情莫忘。你應注意伯母之飲食。總
之，一切要使伯母愉快康樂，也讓施姐姐安心。自家各人均認識施伯
母，希代大家向她請安。」

2017年10月30日 於馬州 （待續）

季蕉森季蕉森季蕉森

重陽登高在矽谷重陽登高在矽谷
1102D06蔡老師《重陽登高在矽谷》

上週末是我們的重陽節，熱
了一個禮拜的秋老虎也終於離開
了，讓我們週末的爬山黨再度出
動，跟隨我們才由西北走廊和俄
國金環地區旅遊回來的隊長，去
她家附近的山頂登高望遠。下山
後，參加了兩個華人社區的文教
活動。回家吃點東西，再到一個
大教堂裡，欣賞到一場精彩的西
洋古典音樂會，度過了一個快樂
而精彩的重陽佳節。

在那個位於聖荷西市東邊的
塞 拉 山 峰 區 （Sierra Vista Open
Space）那幾近海拔2000尺的觀景
點上，通常是看整個南灣科技地
區風光的好地方。也許是受到了
重陽氣節的影響，那天居然只能
看到一片覆蓋全部矽谷上空的浮
雲和矽谷西側的遠山（圖一）。
隨著氣溫的上升，等我快要下山
時，有些浮雲已經慢慢地化成了
清晨的霧氣。因為我要趕場，不
得不告別還在峰頂的朋友們，先
行下山，趕去聖他克拉拉縣的會
議中心。

雖然還不到中午，就像通常
在矽谷的週末一樣，那兒的停車
場已經有很多人先到了。等我找
到 華 美 半 導 體 協 會 （Chinese
America Semiconductor Profession-
al Association CASPA）的會場時，
好些在科技界工作的朋友們都正
在那兒佈置各家商品展覽的場
地。因為我比較高，也熟悉那些
設備，所以就義不容辭地幫忙把
其中兩位朋友的商展台弄好（圖
二）。雖然我也想留下來聽聽人
工智慧和半導體的最新發展，但
是無論就年紀或者資歷來看，我
都已經有點過時，何況還有一個

更符合我心靈的活動在等我，所
以再度上車，趕去位於山景城電
腦博物館對面的一家大電影院。

在那裡看到好些活躍在文藝
界的朋友們來參加這個由優視頻
道（Uchannel TV）主辦的優視原
創紀錄片發表會。因為我搬家到
矽谷後就再沒有電視機，所以沒
有看過這個華人創辦，全美最好
的非營利，全方位生活頻道的節
目。這次去參加是為了要看看當
天首演片之一，介紹我來矽谷後
才認識的老朋友沈悅的紀錄片
“今天也可以”。她是我剛搬到
矽谷時，在一個讀書會上認識的
朋友之一。後來也去過她家幾
次，看過她主編的話劇等。雖然
那個讀書會如今已經停辦，但是
除了好些細節之外，對那紀錄片
裡描述的她（圖三）依然感到非
常親切。因此在當天發表會後，
我同另外一位書友還特地同她夫
婦倆合照留念（圖四）。

此外，我們也看了一部描述
一位於1931年生在中國，長在中
國，把一生奉獻給中國的德國傳
教士的紀錄片“中國漢斯”。看
了他的一生，包括在台灣結婚和
傳道的事，實在欽佩這位如今住
在灣區，已經八十多歲，依然在
週末趕來南灣華人教會中服事的
漢 斯 （Rev Hans Martin Wi-
helm）。當天我們還看了幾部有
關親子關係，家庭生活和旗袍美
女等比較短的精美紀錄片。

看完那些動人的紀錄片，回
家休息了一會，到帕咯阿圖的一
個大教堂裡，同幾乎滿座，大半
是耆老的聽眾們欣賞了一場很動
人的西洋古典音樂會（圖五）。

當晚這個由二十幾位全是各種提
琴表演家組成的舊金山室內樂團
（Chamber Orchestra） 表 演 了 三
隻弦樂曲，包括一隻由巴哈（Jo-
hann S Bach）於 1730 年前後作曲
的小提琴交響樂。除了各式提
琴，還有一個在鋼琴以前的大鍵
琴（Harpsichord）。為了幫我們
了解這些古老的樂曲，曾在哈佛
和史丹福教過音樂，現在柏克萊
加大教音樂的指揮Ben Simon還特
別要樂隊分段表演樂曲的連帶關
係等，給我們上了好些音樂欣賞
課。

很高興能在矽谷登高看了雲
海之後，也欣賞到一些谷裡的科
技和文藝，學到好些做人的道
理。更重要的是，我也願意同沈
悅那樣說“今天也可以！”

10/30/17

蔡老師蔡老師蔡老師

【華府新聞日報訊】

【華府新聞日報訊】

圖一圖一。。在矽谷的雲海上在矽谷的雲海上

圖二圖二。。在在CASPACASPA 2626屆年會商展攤位上屆年會商展攤位上

圖三圖三。。沈悅在優視的沈悅在優視的““今天也可以今天也可以””紀錄片裡紀錄片裡

圖四圖四。。與與（（右起右起））盧研禎盧研禎，，徐大麟和沈悅徐大麟和沈悅

圖五圖五。。舊金山室內樂團在矽谷舊金山室內樂團在矽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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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士頓 / 秦鴻鈞報導）中國人活動中
心- 華助中心哈維救災捐款發放儀式，於周日
（ 11 月 5 日 ） 上午十時在中國人活動中心大
廳舉行。這次該中心共籌到12萬1028 美元，經
過審核與評定，共分給 187 戶受災家庭，再加
上當天國僑辦捐贈的二萬美元哈維救災專款，
平均每戶可得$669.16 元。

發放儀式由陸峻、劉金璐主持。劉金璐表
示： 颶風於八月底重創休士頓，很多房屋被淹
。很多人住進了避難所，還有很多人被困家中
，停水停電，沒有食物。中國人活動中心---
華助中心當即表示： 百年不遇的哈維颶風給休
斯敦地區的很多華人同胞們造成巨大經濟損失
，為了幫助他們盡快恢復災後重建，特此向社
會各界進行募款募物，並秉持公開、公正、透
明、規範原則，接受社會監督，將所接受捐款
捐物用於救助受災的華人同胞。這次總捐款共
231 個，包括26 個企業及社團及205 個個人，
總計$
121,028 元，其中購買救災物資（ 口罩2000 個
、 風 扇 100 個 、 驅 蚊 水 來 144 瓶 ） 總 計
$5897.84 元。可分發金額$$115,130.16 元。其中
資助受災嚴重的華夏中文學校$5000 元，資助為
救災犧牲的警察家庭$5000 元。其餘資助187 戶
受災家庭，每戶$669.16 元。

中國人活動中心執行長范玉新首先生儀式
上介紹來賓，包括 「中領館」 副總領事劉紅梅
，僑務領事易川，中國人活動中心前理事長李
允晨，以及山東、東北、天津、上海、湖南各
同鄉會會長， 「中國人活動中心」 董事會各成
員。

中國人活動中心-- 華助中心董事
會主席靳敏致詞，感謝國務院僑辦捐
贈了哈維救災資金五萬元。

中國駐休士頓總領館副總領事劉
紅梅也在儀式上致詞，這次風災中國
人活動中心真正在僑界起到了 「領頭
羊」作用，發動社團及個人捐款，這
是華人社區愛心再一次湧現。她也對
大休斯頓地區華人社團及個人致以最
高的敬意。這次國務院僑辦捐出的五
萬元，其中二萬給受災戶，三萬給華
助中心作應急活動使用，表達了祖國
對大休斯頓廣大僑胞的支持。劉紅梅
副總領事 希望愛心在僑界不斷傳遞，
正能量不斷提升。

當天立即舉行國僑辦哈維救災資
金（ 五萬元 ）的捐贈儀式。由劉紅梅
副總領事代表國僑辦捐贈，由靳敏主
席及范玉新執行長代表中國人活動中
心-- 華助中心接受捐贈。

同時，為表彰先進，弘揚正氣，
上個月休斯敦中國人活動中心（華助
中心）、美南報業集團、中國駐休斯
敦總領館已聯合舉辦評選表彰休斯敦
中國人社區抗洪救災先進典型，當天
又為另一批默默無聞救災英雄（ 包括
十幾個集體，十幾個個人） 提出表彰
。

當天還邀請休斯頓哈維救災捐款金額最多
的 PFA Houston 經理 Mr. Thomas Chen 發言，
並與劉副總合照。

儀式的最後是發放資助HPD 犧牲警察家庭
五千元,資助華夏中文學校五千元，及資助 187
戶受災家庭每戶$669.16 元，分三批上台接受。

中國人活動中心執行長范玉新表示： 按照

其它慈善與公益機構如紅十字會等慣例，我們
應該可以留用募捐款$121,028.00 的 20%( =$24,
205.60 ), 但是我們沒有留用，也就是說我們中
心向廣大災民捐贈了$24,205.60 元。

中國人活動中心中國人活動中心 -- 華助中心哈維救災捐款發放儀式華助中心哈維救災捐款發放儀式
周日上午舉行周日上午舉行，，共捐出共捐出1212 萬餘美金資助萬餘美金資助187187 戶受災家庭戶受災家庭

各位黨員同志，光輝的十月是中華民國重大的慶典月，僑界舉辦各項慶祝活動， 中山學術研究學
會也舉辦了盛大的眷村美食活動，歡慶台灣光復節，我們邀集了十三個攤位準備了最具有眷村美食代表
性的餐點並有老歌傳唱及抽獎活動，吸引了七百五十人以上的來賓參與，盛況空前。

慶祝中華民國的生日，在台灣實施民主憲政，落實 國父的三民主義的建國方略，我們更應當緬懷
國父孫中山先生的高瞻遠矚，沒有他將生命裡的四十年歲月奉獻給國家，也就沒有今日的中華民國。

十一月十二日是 國父的誕辰紀念日，旅居海外熱愛中華民國的同胞，更應該熱烈參加這次的紀念
活動，喚起台灣新ㄧ代對中華民國存亡的危機意識，比起當年 國父孫中山先生與其他開國先烈所經歷
的險峻，我們現在所遭遇的逆境，正需要鼓吹孫文思想，積極宣揚 「三民主義」，發展 「適合中國國情
，順應世界潮流，實現偉大的中國民族大業。」期能恢復全體國人的自信心，體認 「主權在民」的道理
，從而建立人民有權、政府有能的 「萬能政府」，勾勒出民生樂利的藍圖，尤其是推動兩岸關係的和平
共存，而不是將中華民國推向鎖國獨立的台灣共和國。

中山學術研究學會將於十一月十一日早上十點三十分，在僑教中心 國父銅像前，舉辦 國父誕辰紀
念活動，敬邀各位同黨同志撥允時間請親臨紀念會場，表達您對中華民國的熱愛支持，我們全體黨員同
志用行動來捍衛 國父所創建的中華民國，我們會繼續守著這個榮耀與成就，無懼前行。

日期：11/11/2017(週六) 10:30am
地點：僑教中心大廳 國父銅像前

國父誕辰紀念活動
圖為華助中心捐款五千元給華夏中文學校圖為華助中心捐款五千元給華夏中文學校，，由華助中心全體董事會成員上台與華夏中文學校代表由華助中心全體董事會成員上台與華夏中文學校代表，，劉劉
紅梅副總領事紅梅副總領事（（ 中中 ）） 合影合影。（。（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圖為捐款單位圖為捐款單位//個人及救災先進集體和個人頒獎個人及救災先進集體和個人頒獎。。

（ 本報記者秦鴻鈞）位於 「黃金
廣場」 的 「津津有味」 （ 原 「小瀋
陽」 舊址）開出滿堂彩，週一中午，
全店客滿，因為中國城再也找不出第
二家，像他們這麼 「平價」 ，平均六
塊錢一道菜，道道菜都是 「極品」，
吃的大夥人仰馬翻，意猶未盡。景況
更勝當年 「小瀋陽 」 時代。

「津津有味」 的菜色強調純正
、美味、健康，該店東主劉汝成先生
在廚房親自掌舵，嚴格控制師傅們每
一道出爐的菜，因此 「津津有味」 端
出來的每道菜亦如其名，無論是小炒
或麵食，總會令人驚艷不已，而大塊
朵頤。

「津津有味」 的特色招牌菜包
括： 特色烤魚、八珍豆腐、黑蒜子牛
肉粒、冰糖肘子、麻婆茄子龍、麻辣
香鍋、尖椒肥腸、乾扁尤魚絲、鹹蛋
黃焗南瓜- ---- 道道菜無論賣相和
滋味皆可圈可點，令人吃來齒頰留香
。而且他們極懂食材與調味，火候的
奇妙組合，更相得益彰。如 「鹹蛋黃
焗南瓜」，南瓜是糖尿病患者之寶，
一般人只知蒸煮，而它們配以鹹蛋黃
去焗，果然大受各界歡迎，無論口感
或食物的營養都是一流！還有尖椒肥
腸更是該店的 「特色 」 之一，因為
這些肥腸都是經過高壓洗滌，不留一

絲肥油，再加上尖椒的搭配，更加鮮
香可口。

「津津有味」的劉老闆，從過去
在 Katy 開設 「Cafe Asia 」 的經驗，
視顧客如親人，為了慶祝在中國城黃
金廣場新張，特舉辦新開業酬賓，凡
顧客消費滿三十元者，送鹵鳳爪壹份
； 凡消費滿四十元者，送皮凍壹份；
凡消費滿五十元者，送孜然雞架或肝
尖壹份；凡消費滿六十元者，送鹹蛋
黃焗南瓜一份。同時，週末還推出特
價乾鍋鴨頭，每份才8.99 元，讓大家
吃的盡興，物超所值。

「津津有味」 最值得一提的是他
的特價午餐，從週一至週五，每天上
午十點半至下午三點，三十道名菜饗
客，除了紅燒吳郭魚，豆瓣吳郭魚、
蔥爆牛、椒鹽蝦四道菜是$6.99 外，其
它菜色一律5.99 元，如尖椒肉絲、左
宗雞、尖椒肥腸、火爆腰花、溜肝尖
、香辣魚片、魚香茄子、乾煸四季豆
等二十多道菜，吃的人不異樂乎。而
他們的紅燒吳郭魚更值得一提，無論
中午，晚上，大大的一大盤，才 6.99
元，實在是物超所值。

「津津有味」 每週七天營業，從
上午十時至晚間九時半，該店地址：
9888 Bellaire Blvd. # 158， Houston
TX 77036, 電話：（713） 995- 9982

純正美味健康純正美味健康 地道家鄉美味地道家鄉美味
「「 津津有味津津有味 」」 知名北方菜及各式麵食知名北方菜及各式麵食，，令人驚艷令人驚艷

圖為位於圖為位於 「「黃金廣場黃金廣場」」 原原 「「小瀋陽小瀋陽 」」 舊址的舊址的，，新開張餐館新開張餐館 「「津津有味津津有味」」 。。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尖椒肥腸尖椒肥腸 炒蜆炒蜆 八珍豆腐八珍豆腐魚香雞絲魚香雞絲 乾煸魷魚絲乾煸魷魚絲（（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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