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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懇的態度 專業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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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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奧運開幕前冬季奧運開幕前 朝鮮為閱兵式辯護朝鮮為閱兵式辯護
【美中頭條編譯報導/ 鄧潤京】(法新社首爾2月4日訊) 朝

鮮周六為其在韓國平昌冬季奧運會開幕前一天舉行閱兵式的計劃
進行了辯護。

平壤計劃在2月8日紀念建軍70周年。往年，一年一度的遊
行是在4月25日舉行，但朝鮮政府上個月宣布，從今年開始，
將於2月8日舉行。

朝鮮執政黨勞動黨(Workers' Party)官方報紙《勞動新聞》
(Rodong Sinmun)表示，“沒有人有權對此事發表意見”。“這
是一種習俗，是一種非常基本的常識，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非
常認真地對待它的成立紀念日，並慶祝它。”

韓國平昌冬奧會將於2月9日開幕。
衛星照片顯示，朝鮮士兵和裝甲車顯然在為閱兵彩排，這可

能被視為展示軍事實力。
批評人士指責平壤重新安排閱兵儀式的時間，以破壞冬奧會

的氣氛。
《勞動新聞》認為這些指控是“惡意的”，並指出朝鮮的正

規軍是在70年前的2月8日建立的。該報稱: “這相當於說，我
們早在70年前就知道奧運會將於2018年2月9日在韓國舉行。
”

韓國統一部部長趙明均（Cho Myoung-Gyon）最近發表評

論說，閱兵式“極有可能是一場威脅”，也引起了報紙的警告。
朝鮮參加在韓國平昌舉行的冬奧會，被視為試圖緩解朝鮮半

島圍繞朝鮮核計劃和導彈計劃的緊張局勢。
不過，朝鮮周一取消了與韓國的聯合文化表演，以抗議韓國

媒體對閱兵式的批評。
《勞動新聞》說，這樣的批評將會使冬奧會的開幕式黯然失

色。

世界上最大的炸彈剛升級世界上最大的炸彈剛升級 重型穿甲炸彈威力強大重型穿甲炸彈威力強大
紀念朝鮮軍隊成立的閱兵儀式往年在紀念朝鮮軍隊成立的閱兵儀式往年在44月月2525
日舉行日舉行，，但將於今年但將於今年22月月88日舉行日舉行。。

飽受爭議的朝鮮導彈飽受爭議的朝鮮導彈。。

美國的美國的B-B-22隱形轟炸機和一種罕見的地堡破壞者炸彈隱形轟炸機和一種罕見的地堡破壞者炸彈。。

【美中頭條編譯報導/ 鄧潤京】（PopularMechanics世界新
聞網1月28日訊）美國空軍宣布對世界上最大的常規炸彈gbu57
進行一輪升級。它的重量超過了一架F-35聯合攻擊戰鬥機，並
被設計成“地堡炸彈”。據報道，這次升級增強了炸彈穿透混凝
土結構和運送高爆炸載荷的能力。

gbu57 被正式稱為“重型穿甲炸彈”( Massive Ordnance
Penetrator，MOP)，旨在攻擊硬化的混凝土建築，尤其是那些
地下建築。炸彈的長度為20.5英尺，直徑為31.5英寸。它重達3
萬磅。據報道，大炸彈的鋼外殼能夠穿透厚達200英尺的混凝土
，每平方英寸(per square inch，PSI)的壓力為5000磅。而根據
軍事分析網站Globalsecurity，每平方英寸的壓力為6000磅。

“重型穿甲炸彈”（MOP）的目標包括在伊朗和北韓等國

的地下指揮和控制地點。這兩個國家都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來隱藏
他們的核活動和地下的核輸送系統，而MOP的設計是為了使他
們處於危險之中——或者在必要的時候摧毀他們。

“重型穿甲炸彈”（MOP）由B-2轟炸機攜帶，它可以一
次攜帶兩枚炸彈。一旦轟炸機投放炸彈，“重型穿甲炸彈”會被
GPS導航奔向目標。

根據美國空軍向布隆伯格（Bloomberg）發送的一封電子郵
件，最新一輪的更新“提高了對硬的和深埋目標的性能”。“這
可能意味著200英尺的穿透能力是歷史，而升級版炸彈可以更加
深入。”另外，炸彈現在可能會加入一個更強大的爆炸填料，一
旦它到達地下目標就會造成更大的傷害。

2017年10月，這位飛行員在密蘇裏州的一架飛機上發布了

一份報告，記錄了一項涉及B-2轟炸機的演習。轟炸機正在演
習目標為“一個指揮所，可能的朝鮮領導人藏匿地點”。“朝鮮
在全國有6000至8000個地下設施，其中至少有一部分會在戰爭
中被國家領導人利用，以躲避空襲。”消除朝鮮領導人，尤其是
金正恩，被認為是阻止朝鮮核武庫使用的關鍵步驟。在2017年
10月的演習中，幾乎可以肯定的是，金正恩和他的隨行人員都
可能被“重型穿甲炸彈”（MOP）攻擊。

“重型穿甲炸彈”（MOP）不是唯一的大炸彈。GBU-43/
B，也被稱為“所有炸彈之母” 。重達21000磅, 包括18700磅
，M6制成的彈頭，裝填環三甲基三硝基胺、TNT和鋁的混合物
。俄羅斯也有22000磅重的大炸彈。被稱為“所有炸彈之父”。

巨大的巨大的 B-B-5252戰略轟炸機戰略轟炸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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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密歇根湖現冰雪奇觀美國密歇根湖現冰雪奇觀
滿湖巨大圓冰似荷葉滿湖巨大圓冰似荷葉

由於連日低溫由於連日低溫，，美國密歇根湖出現了滿湖的巨大圓形冰塊美國密歇根湖出現了滿湖的巨大圓形冰塊，，高處俯高處俯
瞰像極了荷葉瞰像極了荷葉，，它們完全覆蓋了四分之壹英裏的密歇根湖它們完全覆蓋了四分之壹英裏的密歇根湖，，甚是壯觀甚是壯觀。。

未來女王未來女王！！西班牙國王授予長女金羊毛勛章西班牙國王授予長女金羊毛勛章

西班牙國王費利佩六世迎來西班牙國王費利佩六世迎來5050歲生日歲生日，，同日同日，，國王向自己的長女國王向自己的長女
萊昂諾爾小公主授予金羊毛騎士團勛章萊昂諾爾小公主授予金羊毛騎士團勛章，，此舉也暗示萊昂諾爾小公主被此舉也暗示萊昂諾爾小公主被
鐵定為未來的西班牙女王鐵定為未來的西班牙女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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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今年 3939 歲的法國人歲的法國人Franky ZapataFranky Zapata身體健壯身體健壯，，他總是夢想著能夠飛上天他總是夢想著能夠飛上天
空空，，但是作為色盲患者但是作為色盲患者，，他無法成為壹名直升機駕駛員他無法成為壹名直升機駕駛員。。因此他將自己的精力因此他將自己的精力
投入到水上摩托車上投入到水上摩托車上，，並且最終打造了自己的水上娛樂公司並且最終打造了自己的水上娛樂公司Zapata RacingZapata Racing。。
對於他來說對於他來說，，當雙腳踩在自己發明的當雙腳踩在自己發明的EzflyEzfly飛行器上飛行器上，，以以128128公裏每小時的速度公裏每小時的速度
飛行在高空時飛行在高空時，，是最令他興奮的時刻是最令他興奮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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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沃斯小鎮精英雲集
誰在達沃斯搶風頭？

綜合報導 雖遭暴雪圍城，但達沃斯

小鎮仍精英雲集。38位國際組織負責

人、70位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340名

政要人物、3000余名嘉賓，在雪山之巔

參加了這場超級社交趴。這裏，也被認

為是壹個在全球比試誰聲音更大、誰調

子唱得更高的地方。

如何在分化的世界中打造共同命

運？全球化無疑是討論最多的問題。正

如美媒所言，“過去的壹周裏很明顯的

是，地緣政治的勢頭在北京，而不在華

盛頓。”

在去年的達沃斯論壇上，習近平以

捍衛全球化的姿態吸引了諸多關註。

今年，法國總統馬克龍做了同樣的

事，他呼籲建立以社會改革和稅務改革

為要旨的“全球新契約”，他特別邀請

美國和中國同大家合作，以防止全球化

低劣化。

德國總理默克爾則向特朗普團隊敲

響警鐘：保護主義不是解決全球問題的

出路。她為此呼籲跨國集團放棄不顧壹

切地獲取最大稅利的短見。

印度總理納倫德拉· 莫迪將全球化視

為當今人類文明面臨的三項挑戰之壹。

他說，“似乎全球化的相反趨勢正在顯

現，這種思維和錯誤帶來的負面影響並

不比氣候變化或恐怖主義的危害小。”

加拿大總理特魯多說：“我們正

努力確保我們南邊的鄰居認識到北美

自由貿易協定有多好，它並非只對我

們有好處，對他們自己以及全球經濟都

有好處。”

金融大鱷索羅斯則更直言不諱，

“我認為特朗普政府對世界是危險

的。”

以上聲音雖然角度不同，出發點不

同，但似乎許多都是針對特朗普。就在

達沃斯論壇召開當日，美國公布了針對

太陽光板以及洗衣機的課稅措施。美國

財長姆怒欽辯護稱，這就是“美國優

先”計劃。

全世界似乎準備好了與這位帶有貿

易保護主義色彩的美國總統“開撕”。

不過，讓全世界詫異的是，壓軸的特朗

普演講壹反常態地溫和、正常，甚至有

些“無聊”。路透社評論稱，在特朗普

精心打造的達沃斯演講中，沒有對參與

達沃斯的精英們不屑壹顧。相反，他強

調了美國的稅收改革，讓大家抓住來美

國做生意的最好時機。

不過，《紐約時報》在總結達沃斯

時卻稱，特朗普的風頭被掩蓋了，中國

才是達沃斯論壇真正的“明星”。

劉鶴，中國經濟改革的靈魂人物之

壹，他的演講是“上座率”最高的。他

說，中國反對壹切形式的保護主義。經

濟開放不僅對中國十分關鍵，對全世界

同樣十分重要。劉鶴甚至放出彩蛋，

“新的經濟改革措施將超越世界的

期待”。

各國領導人也在達沃斯競相呼籲加

強與中國的合作。巴基斯坦總理特地就

中國大型建設項目作出說明，稱“壹帶

壹路”讓雙方都是贏家。

中國對礦石低關稅的做法，還受到

了智利等國的歡迎。

除了劉鶴，中國參會人員也成了

達沃斯的“爆款”。馬雲的飯局政界

名流雲集——約旦國王和皇後，荷蘭

王後，盧旺達總統，盧森堡首相，挪

威首相，加拿大總理，國際貨幣基金

組織總裁等，且吃且聊。馬雲沒談壹

句自己和阿裏巴巴，而是化身文化交

流使者，從哲學層面闡釋東西方文化

的異同。

劉強東組的飯局則完全不是壹個風

格。參局的商界精英市值加起來遠遠超

過2萬億美元，因而也被譽為“2萬億美

元朋友圈”。作為在達沃斯的首秀，劉

強東沒有馬雲的自如，但透出京東的商

業野心。

與以往壹樣，達沃斯制造了大量閑

聊。貿易強國之間的沖突，並沒有在各

自表述和論戰中消解。

房企去年利潤全線爆發 今年或面臨巨大資金壓力
中原地產研究中報告顯示，公布2017年年報預告

的房地產上市企業合計82家，其中多達60家企業的業

績預告預盈與預增，占比達73%。

預計虧損的上市房企不足10%
中原地產首席分析師張大偉表示，雖然2017

年房地產持續調控，但房地產企業在2017年基本

實現了利潤的全線爆發。預計虧損的企業只有8

家，不足10%。這8家企業基本都是處於轉型的房

地產企業。

具體來看，截至目前公布利潤預告的82家房

企中，去年虧損的12家房企全部由虧轉盈。其中，

陽光股份凈利潤從去年的虧損4.68億元，轉至盈利

1.25億元至1.7億元，增幅達127%-136%。*ST松江凈

利潤從2016年的虧損4.55億元，轉至盈利2.02億元。

除由虧轉盈外，根據中原地產計算，多達29

家房企利潤增幅超100%。1月30日，中航地產發布

業績預告，公司預計2017年1-12月歸屬上市公司股

東的凈利潤 4.40 億元至 5.10 億元，同比變動

172.63%至216.00%。

1月29日，世榮兆業業績預告顯示，因可結轉

的商品房銷售收入高於預期，公司預計2017年1-12

月歸屬上市公司股東的凈利潤8.95億元至9.41億元，

同比增加855.88%至905.01%。

此外，京藍科技預計凈利潤盈利2.8億元到3.3

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2235%到2652%。豐華股份

凈利潤盈利1.04億元到1.07億元，同比增長1025%

到1058%。

銷售面積與金額刷新歷史紀錄
除中小房企外，大房企雖然利潤增幅較低，但

從整體規模來看，同樣可觀。1月15日，保利地產

公布2017年業績快報，去年公司實現歸屬上市公司

股東的凈利潤156.84億元，同比增長26.27%。綠地

去年全年實現營業總收入2901億元，同比增長17%；

利潤總額191億元，同比增長32%。

張大偉說，雖然樓市調控重壓，但市場表現依

然樂觀，從全國看，房地產銷售面積與金額再次刷

新歷史同期紀錄，房企年度目標完成平均超過

100%。大部分房企超額完成年度任務，千億房企

數量在2017年超過16家。“上述公布利潤預告的

82家房企中，公布銷售業績的房企合計42家，合

計銷售額43897億元，同比2016年同期的29460億

元上漲50%。”

國家統計局此前發布的數據顯示，2017年我國

商品房銷售，無論是成交量還是銷售額，均刷新了

歷史紀錄。2017年全國商品房銷售面積首次突破16

億平方米，達169408萬平方米，比上年增長7.7%；

商品房銷售額也首次突破13萬億元，達133701億

元，增長13.7%。

今年房企或面臨巨大資金壓力
值得註意的是，上海易居房地產研究院分析師

嚴躍進表示，房企的業績改善也有很多不確定性，

包括未來可能的加息、資本市場的管控、企業到期

債務兌付等情況，這些都會給房企造成壹定的業績

壓力。

例如，嘉凱城預計公司全年實現凈利潤19億

元，同比增長376%。對此，嘉凱城表示，公司實

現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凈利潤比2016年同期增

加的主要原因是公開掛牌轉讓子公司武漢巴登城

投資有限公司的100%股權。*ST松江業績預盈也

主要是由於處置兩個子公司股權等非經常性損益事

項所致。

“市場監管的不確定性也再度增加了風

險，日前碧桂園便宣布，因市場波動原因，

取消發行 2018 年第壹期 18 億元中期票據。”

張大偉說。

事實上，近日有消息稱，已有部分銀行下發相

關文件，或已暫停受理房地產行業新增授信業務，

或暫停開發貸業務。

張大偉表示，對房企來說，2018年或將是最近

4年資金壓力最大的壹年。“壹方面是融資渠道收

窄，另壹方面，疊加最近全國多個城市房地產市場

調控，人民幣貶值對房地產市場的利空，房企海外

融資難度也在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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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人滑是
中國冬
季項目的
突 破
口 。
2010 年
溫哥華冬
奧會上，
中國實現
冬奧花滑金
牌 “ 零 突
破”。申雪／
趙宏博、龐清／

佟健包攬冠亞軍，張
丹／張昊獲得第五名，

中國雙人滑展現出了集團
優勢。
但隨着申雪、趙宏博等人

的退役，中國的雙人滑逐漸喪失
競爭力。索契冬奧會上第四次參
戰的龐清／佟健憾列第四，另一
對組合彭程／張昊名列第八。
平昌冬奧周期趙宏博走向台

前執掌教鞭，中國雙人滑水平逐
步提升，本屆冬奧會再度獲得三
個滿額參賽資格，能否重現曾經的
集團優勢讓人期待。
連續三屆世錦賽登上領獎台，隋

文靜／韓聰在平昌周期迅速成長為世界頂尖
雙人滑選手。2017年世錦賽他們一舉奪冠，成為
中國雙人滑時隔6年後又一對世界冠軍。

隋文靜 韓聰獲張藝謀指導
冬奧周期他們的自由滑曲目《圖蘭朵》備受關

注。2003年世錦賽申雪／趙宏博正是以一曲《圖蘭
朵》奪冠。當時申雪的右踝關節嚴重扭傷，打着封
閉上場，兩人以近乎完美的表現成功衛冕，成為職
業生涯經典一幕。
“他們（隋文靜／韓聰）一直希望演繹自己版

本的《圖蘭朵》，我也希望他們能在年輕時完成自
己的夢想。”趙宏博說。

隋文靜／韓聰在冬奧會前的封閉訓練中，技術
進一步提升，並得到着名導演張藝謀和加拿大編舞
師勞瑞親自指導編舞。隋文靜說：“我這個圖蘭朵
公主將更加冷艷與倔強，最後的愛情之火也會更加
絢爛。”
作為中國雙人滑現役選手中的“老大哥”，張昊

將攜手首次參加冬奧會的于小雨向自己的第5屆冬奧
會發起衝擊。
兩人搭檔以來進步迅速，先後獲得中國盃冠軍、

亞冬會冠軍、世錦賽第四等成績。他們的冬奧會曲目
《天鵝湖》將更凸顯于小雨優雅飄逸的冰上氣質，如
果發揮出色有奪牌希望。

另一對組合彭程／金楊搭檔後成績也在逐步提
升，穩定發揮也有望取得不錯名次。

雙人滑集團作戰的同時，男子單人滑也有望再度
突破。

金博洋首征冬奧期待突破
今年21歲的金博洋首次征戰冬奧會。他曾連續兩

屆獲得世錦賽銅牌、創造了中國男選手最好紀錄，被
認為是本屆冬奧會獎牌乃至金牌的有力爭奪者。
平昌冬奧會前最後一站四大洲錦標賽上，金博洋

以突破300分的高分奪冠，宣告自己傷癒後強勢歸
來。
金博洋曾多次表示，自己的夢想是為中國拿到第

一塊男單冬奧會獎牌。
上屆冬奧會排名第7的閆涵創造了中國男單的冬

奧最佳戰績，他將與金博洋攜手共戰平昌冬奧。
但本屆冬奧會男單賽場必將是一場“刀光劍影”

之戰。日本隊中上屆冬奧冠軍羽生結弦、實力新星宇
野昌磨都是獎牌的有力爭奪者，去年底獲得大獎賽總
決賽冠軍的18歲美國華裔小將陳巍實力也不可小視。
金博洋、閆涵二人將承受不小壓力。
與雙人滑和男單相比，中國隊在女單和冰舞項目

上勢單力薄，各自獲得了一個參賽名額，將分別由目
前國內成績最好的李香凝和王詩玥／柳鑫宇出征。但
這兩個項目中國隊實力較弱，與世界一流水平差距較
大，超越自己或許就是最大的收穫。 ■中新社

四年前四年前，，中國花樣滑冰隊未中國花樣滑冰隊未

能登上索契冬奧會領獎台能登上索契冬奧會領獎台。。在四年在四年

後的韓國平昌後的韓國平昌，，中國花滑期待重新中國花滑期待重新

““綻放綻放”。”。

中國花樣滑冰隊6日便出征平昌冬奧會。在
啟行前，花滑隊日前在首都體育館進行了最後一

次公開課暨雙人滑組隊內測試賽，以賽代練，為
平昌冬奧會進行最後的模擬練兵。

據《中國體育報》消息，當日隊內測試賽，
中國花樣滑冰協會組織了三名國際滑聯級裁判和
兩名國際級裁判現場為運動員打分，全程採用國
際滑聯的評分系統。全體參賽運動員身着比賽
服，化比賽妝容，且比賽宣告、熱身、音樂等環
節全部模擬真實比賽，力求給運動員實戰體驗。

1月31日至2月1日進行的兩天公開課，運
動員發揮普遍較好，精神狀態飽滿。現場裁判針
對運動員的動作提出了寶貴的意見，使運動員在
冬奧會前及時調整，能夠更加充分地做好準備。

總教練趙宏博表示，隊內測試是以賽代練調
整隊員的狀態。他說：“中國花滑隊截至目前備
戰情況比較理想，此前金博洋獲得了四大洲花樣
滑冰錦標賽男子單人滑冠軍，超過了300分，整體
不錯。隋文靜／韓聰前段時間有點傷，但並不會
影響冬奧會，現在我們就差吹起衝鋒號了。”
平昌冬奧會將於本月9日揭幕，中國代表團

部分成員5日抵達平昌，並將於7日舉行升旗儀
式。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花滑隊以賽代練花滑隊以賽代練 征平昌冬奧征平昌冬奧

香港車隊一飆賽車WIN Motorsport 4日
在競爭激烈的亞洲勒芒系列賽馬來西亞站收
官戰中，奮力完成長達4小時的挑戰，躋身三
甲，第二次站上系列賽的頒獎台。

在馬來西亞酷熱的天氣和高達攝氏45度
的賽道溫度底下，比賽過程多次遇到技術故
障，加大作賽難度，但仍然無阻車隊前進。
表現優秀的賽車、合作無間的團隊和爭勝決
心，助一飆賽車WIN Motorsport 車手陸漢
洋、勒芒24小時耐力賽冠軍車手李察畢特利
和菲利蒲·迪斯甘比站上頒獎台，完成首個亞
洲勒芒系列賽賽季。
新成立的車隊在2017年8月贏得亞洲勒

芒衝刺盃年度總冠軍，隨即在10月展開其第
一個亞洲勒芒系列賽賽季，先後在中國珠海
賽車場和日本富士國際賽車場進行各長4小時
的比賽。
亞洲勒芒系列賽告一段落，車隊隨即開

始為6月於法國舉行的勒芒24小時序幕戰—
Road To Le Mans積極備戰。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勒芒亞洲賽收官
一飆賽車躋三甲

中國女足美國熱身兩連勝
中國女足當地時間4日在美國進行的第2

場熱身賽中，以3：0大勝南加州大學隊，取
得海外熱身兩連勝。本場比賽，中國隊的進
球功臣為李影、王霜，其中王霜再次上演梅
開二度。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五人亞錦賽 國足慘敗出局
2018亞足聯五人制足球錦標賽，4日在台

北結束C組第2輪比賽。中國隊（國足）以
1：11慘敗在世界盃季軍伊朗腳下，由於2日
國足以2：4不敵伊拉克，故遭遇兩連敗提前1
輪宣告出局。末輪國足將對陣緬甸，為榮譽而
戰。上屆比賽，中國隊戰績同樣十分慘淡：
1：6負伊拉克、0：7負伊朗及贏5：1約旦。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石宇奇印度奪國羽唯一冠
世界羽聯印度公開賽當地時間4日在新德

里落幕。男單決賽，中國球手石宇奇以21：
18、21：14直落兩局擊敗中華台北名將周天
成奪冠，這也是國羽本站比賽奪得的唯一冠
軍。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短訊

■■一飆賽車日前出戰亞洲勒芒一飆賽車日前出戰亞洲勒芒
系列賽馬來西亞站的比賽系列賽馬來西亞站的比賽。。

于小雨／張昊于小雨／張昊（（上上））
隋文靜／韓隋文靜／韓聰聰（（右右））

李香凝李香凝

巴塞羅那5日在西甲今季第22輪比賽中，
憑藉碧基在第82分鐘的入球，以1:1逼和愛斯
賓奴，守住了今季聯賽22場不敗的金身，而
馬體會則以1:0力克華倫西亞，將與領頭羊巴
塞的差距縮小至9分。
巴塞與愛斯賓奴的比賽在大雨中進行，作

客的巴塞對糟糕的雨戰環境不太適應，被主隊
死死纏住。下半場中段，愛斯賓奴的摩蘭奴用
一記頭槌為主隊先下一城，巴塞多虧碧基挺身
而出，在第82分鐘時接應美斯的角球將比分
扳平。創下西甲開賽22場不敗新紀錄的巴
塞，目前以18勝 4和積58分的成績領跑聯
賽，比第二名馬體會多出9分。

在馬體會與華倫西亞的比賽中，雙方在上
半場都未能製造太多的機會，而安祖哥利亞在
第59分鐘終於憑藉一腳非常突然的精彩遠
射，幫助馬體會拿下3分。這也是這位22歲的
阿根廷小將今季在聯賽中攻入的第六球。雖然
馬體會贏波，但賠上高甸；在今仗踢到50分
鐘時，中堅高甸在死球助攻時衝門，被華倫西
亞門將尼圖打中嘴部，有一隻牙齒即時飛脫，
他口部流血後未能繼續比賽，需由桑法蘭托利
斯入替。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碧基保巴塞22場不敗
馬體會縮差距

獲滿額參賽資格獲滿額參賽資格 盼重建集體優勢盼重建集體優勢

■■金博洋首征金博洋首征
冬奧期待突冬奧期待突
破破。。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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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納•奧倫的全名為Johan Verner Ölund。1879 年10月3日
在瑞典的韋斯特博屯縣的貝霍爾姆教區的一座美麗的田園小村乃
貝村出生他的父親喬納斯在村裏開了一家小店。他母親瑪利亞是
一個家庭婦女。1892年10月15日，華納十三歲。全家移民到了
美國，在波士頓定居。奧倫在波士頓上中學，並在那裏學會了說
英語。和其他移民家庭一樣，在家還說瑞典語。中學時代，他愛
上了演戲。1906 年中學畢業後，女演員阿拉• 納什莫娃（Alla
Nazimova） 欣賞他的舞台表演和作品，邀請他到她的公司參觀
。 奧倫便留在那裏演戲。他演易卜生的戲。而且自己投資自己
翻譯過來的戲《同伴金特》（Peer Gynt）。奧倫演出成功，有了
很可觀的收入。這一經歷不僅在他的簡歷中寫上耀眼的一筆，也
讓他結識劇作家、畫家伊迪絲•加塔南•辛恩 （Edith Gardener
Shearn)，他倆在1907年結婚。可是不久，戲劇慢慢衰落，家庭
日趨貧困。夫妻倆翻譯了瑞典的戲劇家斯特林伯格（ August
Strindberg) 的戲劇 。

這本書在 1912 年發表，這是戲劇家斯特林堡的作品第一次

被翻譯成英語。1910 年代的早期，奧倫
搬到加州，在那裏打零工。在好萊塢，他
的電影事業剛剛起步，他演些小角色。
1910年他在百老匯已經初露端倪的他沒有
接著拍片，又回到舞台。1915年他在一部
講敘意大利匪徒的西達.芭拉（Theda Bara)
的情景劇《原罪》（Sin）扮中演角色，
這是他有記錄的最權威的參演角色。當時
電影演出是他的第二職業。他的下一部戲
的努力卻失敗了。他參加《伊萊恩的浪漫
史》(“The Romance of Elaine”，1915年
）的演出。這是一部非常著名的白明珠主
演的冒險電影。同年，他重回電影生涯。
他在塞達•巴拉 (Theda Bara)的《麥當娜
的珠寶》的電影演角色。在整個好萊塢默
片時代的後期，由於華納 • 奧倫具有亞
洲人的面相特點，常常演東方的角色。但
也偶爾演些白人的角色。在戲劇方面，他
被培訓作為一個反派角色。他以獨特、
陰險的面貌很快就有演壞人和種族角色的
需求。

1917 年，贊成戰爭的帕西（Pathe）系列劇《我的祖國》
（Patria）由 Irene Castle 首先讓奧倫嘗試一下異國壞蛋角色。這
部電影幫助說服美國人進入第一次世界大戰，是部十分仇外的電
影。奧倫的形象在這部電影中不是立刻就被轉型到東方反派角色
的。1919年他出演了電影《閃電襲擊者》 。

1919年他在《中國金子》（“Mandarin Gold”) 演李旬（Li
Hsun）、1922年他在《帕洛瑪的驕傲》（“The Pride of Palomar
”) 中演 Okada、在 《鬈毛頭頂》（“Curly Top”）中演上海蛋
，這些角色給觀眾留下了他演反派角色的印象。[12]

在後來十年左右的時間裏，奧倫演了三十多部電影人物角色
。20 世紀10和20年代好萊塢的電影正在由無聲到有聲過渡。有
聲電影的誕生正值奧倫表演亞洲角色的出露頭角。1927年奧倫主
演了華納兄弟的第一部有聲片《爵士歌者》。這部影片也是好萊
塢第一部有聲片。他在裏面出演艾爾•僑生(Al Jolson) 的領唱牧
師，他成了有聲片的歷史的一部分。

他接受了賽克斯.羅莫（Sax Rohmer) 創作的神秘的傅滿洲博
士這個人物的挑戰。這樣傅滿洲博士這個邪惡的天才和連鎖般的
好萊塢偶像式的人物誕生了。他演了兩部派拉蒙的羅蘭.V. 李

（Rowland V.
Lee ） 的 傅 滿 洲
的電影，《神秘
的傅滿洲博士》
（ “Mysterious
Dr. Fu-Manchu
”, 1929) 和《傅
滿洲博士回來了
》 （The Return
of Dr. Fu-Man-
chu, 1930)。

這些影片把
他推到東方角色
專家的位置。 雖
然傅滿洲角色在
影片《龍女》中
被殺死了，然而
奧倫的聲譽已經
快到頂峰。

奧倫能演專職的東方角色因為兩個最大的原因。其一是好萊
塢在那個時期的“黃面孔”規則，當時好萊塢不願雇傭大量的東
方演員擔任描述東方故事中主要角色。當時雇傭白人演員演傅滿
洲的角色是為了迎合當時觀眾的對東方人的認知。其二是奧倫相
貌很具異國特征，容易扮演東方角色。他自己有一次和陸錫麟說
：“我把我的中國相貌歸因於蒙古的侵略。” [13]

陸錫麟說: “對，因為蒙古人到過瑞典和芬蘭，自然他們會
生很多孩子，我天生這個樣子。我的整個家族就這個樣子。”
“他需要不化妝除。” 陸錫麟解釋說：“下巴粘上山羊胡子，
要不然，他有自己的山羊胡子。一切看上去就這樣，不要化妝。
參考書籍和網站：
12. Charlie Chan At the Movies p2.
13. 14 Hanke, Ken. Charlie Chan at the Movies: History, Film-
ography, and Criticism. McFarland & Company: Jefferson,
North
Caro-
lina,
1989.
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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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遇他鄉緣遇他鄉緣遇他鄉 宋曉亮宋曉亮宋曉亮
余光中，一個人人皆知、代表鄉思鄉愁的

名字，粉絲無數。自2017年12月14日與世長辭
以來才一月有餘，多少人已自發辦起各種紀念
活動。大華府地區自不例外。而余光中的世
交、著名詩人黃用，及余光中的私淑弟子、前
北美女作家協會會長張純瑛，受華府書友會之
邀，於2018年元月20日所舉辦的聯合演講，無
疑屬於重量級紀念活動，格外令人矚目。難怪
當日諾大的會場座無虛席。 該日也恰是書友會
會長新舊交接之日。才卸任的會長丘宏義首先
向大家介紹了新會長Vivian；而Vivian剛剛接手
卻只想將時間和主題交給演講者，因之直接開
始介紹兩位演講貴賓，並指出： 「余光中曾提
到很多人有錦心卻未必有繡口，而我們今天卻
有幸請到兩位既有錦心、又有繡口的張純瑛和
黃用來演講，所以會議結束時大家肯定會覺得
不虛此行。」會後與會者們談感觸，果然此言
得到了證實。 曾獲六項文學獎的張純瑛的演講
題目是《日暮鄉關何處是--余光中的鄉愁與鄉
土》。她上來先笑指自己第一個發言的原因，
是在於 「要將壓臺戲交給更重要的人物來
講」、 「我先上來跑龍套」。在發言中，她首
先說明自己從八十年代第一次讀到余光中的散
文起，便已徹底被其文采所折服、 「常有拍案
叫絕之嘆」，因之持之以恆地收集其書文並
「研究余光中已經二三十年」、早已是其忠實

的 「粉絲」，所以其散文和遊記深受余光中的
啟發與影響。她進而以圖片展示了自己每見必
藏的重要的余光中散文集，和她自己密密麻麻
一張張夾在書中、提示好句的各色紙條，嘆息
「好句實在太多了，根本記不下來！」她總結

說：除了人們早已耳熟能詳的那些詩歌，余先
生已出版的有39本散文集、14本評論集以及13
本譯著。她並從這三個方面展開，向大家介紹
了她所念所感的 「左手寫文，右手寫詩」（梁
實秋語）的余光中。 對於她最為心儀的余光中
的散文、尤其是旅遊散文，她以非常有說服力
的實例，從不同的角度證明了其文字之優美、
遣詞之新穎、感情之豐富、內容之廣泛、知識
之淵博、意像之靈動、以及表達之酣暢，並進
而談到這一切對自己的影響。關於余光中的評
論文章，她也以實例說明作者是如何以優雅自
然的散文手法書寫這類通常生硬艱澀的文章、
以其博學和精準文字來進行引經據典、對比分
析，因之其文 「飽滿多汁，咀嚼有趣，讀來了
無掉書袋、堆砌術語的僵硬枯燥之氣」，令她
在欣賞之餘也曾將此種手法採用在自己的行文
之中。關於余光中的包括《梵谷傳》、英美詩
選、王爾德四部喜劇等13部譯著，她同樣是以

實例來說話，指
出僅僅只是一些
書文的譯名便足
以證明余光中的
高超水平；進而

從中選例來證明若要譯得好，中英文必須都出
色。 張純瑛進一步講述自己成為余光中 「私淑
弟子」的歷程。從私下的忠實粉絲，到2000年
貿然請余光中為其第一本散文集寫序、得素昧
平生的余光中一絲不苟竭心盡力認真地完成，
再到2014年時任海外華文女作家協會會長的張
純瑛借黃用之力、將85歲的余光中親自邀來廈
門大學，為第十三屆雙年會擔任主講貴賓……
經過如許多年，張純瑛這才在2014年秋真正得
償夙願，親見久仰數十年的偶像余光中。以許
多張當時的照片為佐

證，張純瑛詳細介紹了當時余光中的音容
談吐、感人軼事、諸般風采，以及給該雙年會
帶來的五千人與會的空前盛況，還重點指出余
光中在參加此次會議時所展示的高尚人格。最
後，則為自那時起與大師再也無緣相見而由衷
扼腕嘆息。 對於余光中的辭世，張純瑛也談到
社會上對其身後毀譽參半的評價，指出其負面
評價其實皆出自政治層面，包括鄉土文學論
戰、統派vs.獨派、反共到親共種種。她尤其具
體介紹了鄉土文學論戰，並以余光中的生平、
言行等大量事實闡述了其真正的立場，說明他
是如何深愛著台灣，而許多指責其實是對他的
誤解、誣陷或人身攻擊。當張純瑛提到其思鄉
之愁時則指出，在余光中內心的擺放位置其實
是 「大陸是母親，台灣是妻子，香港是情人，
歐洲是外遇」。聽眾中有人及時半開玩笑地追
問了一句： 「（他認為）美國是什麼」，張純
瑛不假思索立即回答 「美國是棄婦」，引發了
會場一片哄笑。她最後以介紹余光中1966年寫
於美國的詩歌《當我死時》，來說明他的 「大
中華情結」、並以此作為她演講的結束。 休息
之後黃用走上前台，以《悼念詩人余光中—我
的朋友余光中》為題做了演講，並且也是以一
番 「歉詞」開始：針對張純瑛關於他是 「壓
臺」的說法，他笑稱自己的演講不過只是 「狗
尾續貂」。 黃用的紀念余光中，是從廣為流
傳、尤其海外人士感觸尤深的《鄉愁》一詩講
起。他指出此詩反復重複的句式，並以其與曹
雪芹的《紅豆詞》等的經典詩詞相比較，說明
這種句式自古即有，而余光中熟練地運用在了
他的詩中。對於這首詩以及其他的思鄉之作，
已經為多人譜曲歌唱，其中不乏著名歌手，至
今流傳甚廣。他因此當即播放了數首不同版本
不同作曲家或歌手所唱的《鄉愁》、《鄉愁四
韻》、《傳說》等歌曲，並對 「海棠紅」的真
實涵義、即特指20世紀初包括外蒙古時的中國
版圖做了解說，說明何時中國版圖才從一葉海
棠而變為今日的公雞圖式。一唱三嘆的詩句與

樂譜乃至歌聲，令本已鴉雀無聲傾心聆聽的會
議室更加出奇地安靜、幾乎聽得到各位海外遊
子自己的心跳。接著黃用出示了余光中早在
1969年送給黃用的照片，照片反面寫的有 「光
中獨坐落磯山 西望舊大陸」字樣，而日期簽在
一九六九年十月。他由此說明，這證實了其鄉
愁早在1969年即已經存在、而並非自《鄉愁》
之詩寫就之時的1971年。他順便指出，現在國
內余光中的手稿拍賣動輒60至80萬元，所以此
照片 「很值錢」。笑聲之餘，他還順便講了數
個余光中年輕時的小故事。故事之餘黃用不無
傷感地說，余光中詩中說到 「我在外頭，母親
在裡頭」，現在成了他和他的母親都 「在裡
頭」了。 作為余光中的世交、發小和一同在文
學領域馳騁多年的同事與摯友，黃用介紹了自
己與余光中的私交，笑指關於人們認為他是受
余光中影響才寫新詩一事，其實與事實稍有出
入。他說事情的真相只是始於余光中在1952年
和1954年各出的一本詩集，該詩集余光中均送
了一本給黃用的父親，其父遂道出一些諸如
「你看，余家的哥哥多行」等言語來；而黃用

在讀了這些詩集後卻很是負氣，回說 「這種詩
我也會寫」，方才開始了他的寫詩歷程。兩人
當年俱是藍星社的大將。余光中十分欣賞黃用
的詩作，在其新近發表的遺作、紀念藍星七十
年《藍星曾亮半邊天》一文中，他還專門詳細
提到和評論了現今的黃用，對黃用不再寫詩而
只譯詩表示遺憾： 「古人一生留詩雖多，但往
往多在唱和應酬，若是創作，就比較少。黃用
小我八歲，一直是我的 『後輩』，但現在也八
十二歲了，不再寫詩，只縮小世界，只限譯
詩，真可惜。」黃用還將余光中1960年在美國
時用英文寫的對黃用的評價投放了出來，言黃
用對自己的文字很嚴苛、對批評他人也很苛
刻；說他在寫詩上並不多

產、只出了一本詩集，等等。黃用接著詳
細介紹了他們當年在藍星社時的諸人諸事，並
出示一張早年 「藍星四友」的照片，照片中的
他與余光華親密無間、風華正茂。 黃用接著也
大致談了一下余光中在散文、尤其旅遊文學，
以及翻譯等方面的貢獻，而且提到很多人認為
其散文比其詩歌還要出色。他接著特別指出，
余光中其實還有其他方面的重要貢獻，比如校
園歌曲、現代繪畫、對中文的維護，以及講演
和朗誦方面等等，說起主持過許多朗誦會，很
是熱心。關於余光中本人的演講，黃用說他並
不非常激動，但總是 「娓娓道來」、令聽眾會
很入勝， 「是個很好的演說家」。在穿插了一
系列余光中的小故事之後，他開始說明余光中
如何是位有爭議的作家，並指出在其去世之後
還有人說他 「死了好」，認為這極其卑劣。他
以實例來反駁許多中傷余光中的說法；他還舉
例說明余光中早年在美時即非常思念家鄉，並
以黃用自己1960年來美時的處境、和當時自己

得A的表示鄉思的作文，來證實海外遊子更易
產生鄉愁、更知祖國強盛之重要。他從各個方
面大力維護余光中，說明余光中絕不會像有些
人攻擊他的那樣會為錢而改變自己、造謠撞
騙，且恰是人所周知的如此攻擊他的那個人才
會這樣做、並且那人的許多誣衊之詞後來也已
是不攻自破。黃用一再強調余光中對故土的真
正的熱愛、甚至在1969年之前便已非常懷念家
鄉，何況還對中國文化有著諸多重大貢獻，所
以堪稱 「一代宗師」、很值得我們懷念。 爆滿
的會場連邊角也已擠滿，後來的人只好自己加
座。新會長自然是忙前忙後，老會長們也不甘
示弱：前會長金慶松不僅全力以赴處處幫手、
並且親自幫忙播放錄像；剛卸任的會長丘宏義
則勞神勞力煮了一大鍋仍熱氣騰騰的紅豆湯
來，再有幾位新老會長共同張羅來的各種點心
飲料，使得人們在中休的十分鐘裡格外溫馨，
整個會場賓至如歸。海外遊子在這種環境下紀
念鄉愁大師，更加倍感華人鄉親情近、思鄉氣
息濃厚。 散會時按書友社慣例，由現任會長上
前為兩位演講者各獻上一盆美麗的蘭花。 當人
們帶著滿腹感慨走出會場之時，數人再提余光
中的詩歌《鄉愁》，並情不自禁脫口而嘆：
「我們在這頭，可您、卻去了那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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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秦鴻鈞）由於德州地處溼熱地
帶，地板日漸成為住家的寵兒，很多上檔次的
住房，皆一一把房間換上地板，不怕冷熱，清
理方便。

「敦煌地板」 就在敦煌超市旁，由WIL-
SON余先生主持，已開設六年，在此之前，
余先生在休市地板界已服務十餘年，累積豐富
的經驗，加上做人實在，腳踏實地，做事熱誠
，很多與他合作過的人，都會不斷回來找他，
並介紹新客戶給他，其口碑可見。

「敦煌地板」 專營地板，地毯，磁磚，花
崗石…等上百種款式，包工包料，且價格公道
，品質佳，歡迎比較。如其8MM每呎僅1.99
元起，12.3MM每呎2.35元起，12.3MM高仿

真複合地板，每呎2.99元起
，實木複合地板，每呎4.99
元起。

「敦煌地板」 與 「敦煌
裝修」 是同一家， 「敦煌地
板」 除為您更換地板，地毯
，磁磚，花崗石外，還兼做
與其環境相關的如內外油漆
，櫉浴更新。

「敦煌裝修」 更承接商業，住宅工程，地
板，瓷磚，地毯，內外油漆，精細木工，浴室
，廚房更新，廚櫃，花崗石，大理石等工程。
價格合理，工細用心，備受好評，歡迎您家
（或公司）有大小工程，跟余先生打一通電話

即 可 。 電 話 ︰ 832-353-6900，
832-877-3777或至 「敦煌地板」 找他面洽，
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B-24C（敦煌
超市旁）

圖為敦煌地板內部圖為敦煌地板內部。。

圖為位於敦煌超市旁的圖為位於敦煌超市旁的 「「敦煌地板敦煌地板」」 門面門面。（。（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敦煌地板 敦煌裝修
工細價公道 新店 新舊屋裝修最在行

（ 本報記者秦鴻鈞
）美國最早最大的海
參捕撈商，德州的海
參第一品牌海參專
家----- 「 鼎海堂
」 以推出世界最頂級
深海野生岩刺參而聞
名於世。該公司的野
生海參均來自美洲無
汚染海域，在美國衛

生局 FDA 嚴格監督下，天然曬乾，自然淡乾，無任何添加物
。如其世界最頂級的深海野生岩刺參（5-7年）原價$208，現
價$188。（3-5年）原價$188，現價$168。為什麼大家都推
薦吃海參？海參的營養價值究竟有多高？請看以下的解說---

海參是世界上少有的高蛋白、低脂肪、低糖、無膽固醇的
營養食品，倍受中老年人的青睞。海參中的營養成分不僅豐富
，而且均衡、合理，是難得的天然營養滋補品。
1、海參壁的營養

營養成分：蛋白質、DHA、EPA、海洋性脂質。
功效：膠原蛋白，美容養顏;18種以上氨基酸，號稱“精氨酸
大富翁”!提高免疫力，消除疲勞;防止健忘性老年癡呆，延緩
衰老。
2、海參筋的營養

營養成分：海參素、海參粘多糖、維生素及多種礦物質營
養。
功效：海參筋是海參的營養中的精華，營養價值是海參壁的
4-5倍，海參內筋一直被韓國、日本及臺灣用於強身健體之神
物。

3、蛋白質
18種以上氨基酸，可促進機體細胞的再生和肌體受損後

的修復，提高人體免疫力，延年益壽消除疲勞。膠原蛋白中的
甘氨酸、谷氨酸、丙氨酸、精氨酸含量極為豐富，生血養血，
美容美白，使肌膚保持光滑及富有彈性，延緩機體衰老等功效
。
4、海參粘多糖

海參內含有粘多糖和海參糖氨聚糖，是海參的營養中最重
要的成分之一，另外所含有的硫酸低聚糖為海參獨有，品質優
於鹿茸和魚翅。抗癌防癌，平衡血糖，增強抵抗力，延緩衰老
，抗病毒，抗輻射等，針對糖尿病、高血糖、陽痿、甲亢、血
栓、關節炎、骨質疏松、皮膚病等疾病有很好的治療作用。
5、海參素

海參素也稱作海參皂甙，存在於海參體內，也是海參的營
養成分中最重要的成分之一，它的分子結構類似於皂甙，藥用
保健價值極高。有抗腫瘤，抗菌作用，抗疲勞，促進性功能，
提高免疫力與造血功能，針對腸炎、胃炎、肝炎、陰道炎、腦
炎等各種炎癥及各種癌癥有很好的輔助治療作用。
6、EPA和DHA

EPA，屬於不飽和脂肪酸，是人體不能合成但又不可缺少
的重要營養素，降低血液粘稠度，增進血液循環，消除疲勞。
預防腦血栓、腦溢血、高血壓等心血管疾病有很好的療效。
DNA，被譽為“腦黃金”，是大腦視網膜的重要構成成分。對
兒童智力發育，保護神經元、促進大腦發育有益及有成人提高
免疫力、增強記憶力及預防老年癡呆等作用。
7、礦物質

幫助調節體內酸碱平衡、肌肉收縮、神經反應等。海參的
營養成分中還含有多種對人體生理活動有益的微量元素，如鈣

、鉀、磷、鐵、錳鋅硒等等，增強免疫及預防骨質疏松、提升
食欲、提升造血功能、提升人體生命代謝等作用
8、維生素B1、B2

維生素B1以輔酶形式參與糖的分解代謝，有保護神經系
統的作用;還能促進腸胃蠕動，增加食欲。維生素B2是水溶性
維生素，為體內黃酶類輔基的組成部分，人體內維生素B2的
儲存是很有限的，因此每天都需要飲食提供。它參與體內生物
氧化與能量代謝，是機體組織代謝和修復的必須營養素，還具
有抗氧化活性。

「 鼎海堂」 現正招聘國內及美國達拉斯、奧斯汀總代理
。低投資，高回報，並有強大的品牌後臺支持，歡迎來電洽詢
。 合 作 電 話 ： 281-455-5555， 加 盟 批 發 電 話 ：
713-918-9999， 「鼎海堂」 休斯頓百佳超市專櫃：9280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德州的海參第一品牌海參專家［鼎海堂］
推出世界最頂級深海野生岩刺參陪您過春節

(本報訊)休士頓華僑文教
服務中心於 2 月 4 日在該中心
舉辦 「2018年海外華裔青年英
語服務營」活動說明記者會，
休士頓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說
明活動開辦的宗旨及目的，僑
務諮詢委員王敦正、駱健明、
前客家文教基金會主任委員梁
慎平及休士頓客家會會長李元
平均參與記者會，另106年參
加的學員許明、林亞瑋、佘崇
華、李亭誼及2015年參加英語
營的客籍青年林雅貞等人亦到
場分享參與教學的心得及收獲
。

這個甚受本地青年歡迎及
僑界肯定的營隊，迄今已幫助
逾3萬餘名臺灣偏鄉及弱勢的
學童學習英語。為讓具有強烈
服務熱忱之華裔青年有更多服
務的機會，今年預計招募美加
、紐西蘭、澳州、英國、愛爾
蘭、南非及貝里斯等地區 534

名華裔青年志工回臺服務，美
南地區分配名額為 51 名(含客
籍7名)。會中莊雅淑主任表示
，評選委員會除仍繼續秉持公
正、公開及公平原則綜合評量
報名學員外，更儘量採取較彈
性開放的參與原則以鼓勵更多
年輕人投入志工服務行列。僑
務諮詢委員王敦正提醒報名的
學員利用作文多敘述自己成長
背景、經驗，讓評選委員透過
自傳多瞭解個人的特質與性向
；僑務諮詢委員駱健明強調除
了課業優良外個人多元化的發
展也非常重要，尤其具有活潑
的個性更適合從事志工服務。
前客家文教基金會主任委員梁
慎平表示藉由參加英語營的志
工服務磨練日後更能成為人上
人；客家會會長李元平亦會將
報名資訊轉給客家鄉親子弟鼓
勵踴躍參加；家長許韶丹更以
自身二位小孩參加英語服務營

的經驗和與會家長分享。
曾參與2017年英語服務營

的學員們紛紛展示參加活動及
教學的照片，也敘述擔任志工
服務的生活點滴，對於參加英
語服務營不但加深對臺灣的認
識與了解，也拓展人際關係，
對個人自我成長有很大的幫助
都深表贊同。

「2018年海外華裔青年英
語服務營」即日起至2月28日
止報名! 網路登記報名請連結
以下網站: www.aidsummer.net
，歡迎年滿 17 足歲但未滿 25
足歲之華裔青年報名，加入志
工服務的行列，幫助國內偏鄉
及弱勢兒童增進學習英語的機
會！詳情請洽休士頓華僑文教
服務中心(10303 Westoffice Dr,
Houston,TX 77042;
電話:713-789-4995#113 前客家文教基金會主任委員梁慎平前客家文教基金會主任委員梁慎平((前坐右一前坐右一))、、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前坐右二前坐右二))、、僑務諮詢委員王僑務諮詢委員王

敦正敦正((前坐中前坐中))、、僑務諮詢委員駱健明僑務諮詢委員駱健明((前坐左二前坐左二))、、客家會會長李元平客家會會長李元平((前坐左一前坐左一))與參加活動說明記者與參加活動說明記者
會的家長及學員們合影會的家長及學員們合影（（秦鴻鈞攝秦鴻鈞攝））

（ 本報訊）2018年2月17日（週
六），中華文化服務中心（United
Way, 美國聯合公益基金會成員）將舉
辦慶祝農曆新年春節遊園會。遊園會
將會於當日上午10點到下午4點在休
斯敦中華文化服務中心（9800 Town
Park Dr.）舉行，活動入場及停車均免
費，並提供部分停車場與遊園會之間
免費穿梭巴士服務（停車信息請見文
章底部），邀請公眾前來慶祝狗年的
到來。春節遊園會自2003年第一次舉
辦以來就受到廣大市民們的喜愛，每
年都會有超過 12，000 人來到中國城

，感受亞洲文化的魅力，並一同歡慶
農曆新年。

如往年一樣，今年的遊園會將帶
來豐富多彩的文化活動，主要包含室
內演出舞台和室外的華美銀行新春市
集。在舞台上您將觀賞到多場經典舞
龍舞獅表演、傳統武術少林功夫、川
劇變臉、傳統印度舞蹈、韓國舞蹈等
精彩表演；華美銀行新春市集將帶來
多種遊戲，展示春節紀念品，並銷售
特色美食和飲料。除此之外，遊客們
還能親身體驗亞洲傳統手工藝品製作
、摺紙、中國書法等活動。遊園會的

另一項亮點就是彩券抽獎，今年的
100 多種禮品中包含了精美鑽石珠寶
、最新最潮的 3C 產品以及多種商店
和餐館的消費券，等你來贏取！

2018年農曆新年春節遊園會特別
由華美銀行（冠名贊助華美銀行新春
市集）、休斯頓市聯合休斯頓藝術聯
盟、HEB，富國銀行，Xfinity, Dis-
count Power、休斯頓交響樂團、Bud
Light/Silver Eagle Distributors、Drews-
tar老年醫保諮詢以及MD安德森癌症
治療中心鼎力支持贊助。

如想獲得更多2018年農曆新年春

節 遊 園 會 的 更 多 資 訊 ， 請 前 往
ccchouston.org/lunarnewyear， 或 聯 繫
市場經理李冬梅。
電話713-271-6100轉202
郵件meili@ccchouston.org.
活動官方停車場：

Collins Elementary School, 9829
Town Park Drive（僅限持有 VIP 停車
證的車輛）

亞美企業, 9720 Town Park Drive,
Suite #180

華 夏 中 文 學 校 ， 5925 Sovereign
Drive, Suite #115

中國人活動中心，5905 Sovereign
Drive

華人聖經教會，6025 Sovereign
Drive

B&E Sovereign, 5902 Sovereign
Drive

Arabia Shriners, 10510 Harwin Drive
（上午10點到下午4點提供免費穿梭
巴士服務）

中華文化服務中心慶祝中華文化服務中心慶祝 20182018 年農曆新年春節遊園會年農曆新年春節遊園會

2018年海外華裔青年英語
服務營活動說明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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