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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TAN
ARC專業
旅行社

713-981-8868
全球郵輪★全球簽證★護照更新

公證
認證

T07_ALL AM TRAVEL王朝旅遊1234567C_8

微信客服:aat713
2019 王朝閃亮*獨家行程 專業領隊*

3-4月日本韓國12天赏樱之旅$1800 (包機票 团费 門票 小費)
3月休斯頓牛仔節、新奧爾良狂歡節3-6天$388起
7月國慶日相約阿拉斯加遊輪$899起
9月/10月雲南兩山西遊記團$268

美西 、美東 、黃石折扣高达47%
德州团最高折扣15%  佛州、郵輪最高折扣12%

東方快車 西藏 新疆 埃及 坎昆 北極光 中南美州 豪華遊輪

機票回 越南/上海$0元

太空中心門票$18   
台灣 日本 韓國 新/馬/泰 (買一送一)  中國簽證$170 
江南團 台灣來回機票$399   
代理Viking遊輪 Gate1旅遊 Globus旅遊 廉价机票 

3-4月12天南北越柬埔寨$2900+ (日本/韓國/泰國/江南)

aaplusvacation.com 6918 Corporate Dr, A14, Houston(中國城敦煌廣場側)

上海日本團$868(全包價) 暑假回國機票$625起



休城社區 BB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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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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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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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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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今日美南公眾號直播： 
      觀眾可在「今日美南」
      公眾號上，
       點選「美南視頻」裡的
    「美南國際電視直播」
      就可輕鬆連接至STV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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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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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thern TV-STV15.3 Houston

星期日 2019年1月27日 Sunday, January 27,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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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

中華音樂協會第五十七屆音樂會中華音樂協會第五十七屆音樂會
「「歌聲伴我行歌聲伴我行」」

由指揮施彥由指揮施彥伃伃帶領下的中華合唱團團員作精彩演出帶領下的中華合唱團團員作精彩演出。。

由由Ye -One ChungYe -One Chung表演小提琴表演小提琴，，Ching-Fang WuChing-Fang Wu 表演表演
大提琴大提琴，，以及以及Zhulinzi WenZhulinzi Wen 的鋼琴三重奏的鋼琴三重奏。。

中華團員認真演唱中華團員認真演唱。。 台下的觀眾聽得津津有味台下的觀眾聽得津津有味，，十分投入十分投入。。

全體團員演唱會結束後合影全體團員演唱會結束後合影。。

中華合唱團指揮湯維藩中華合唱團指揮湯維藩、、程美華夫婦與女程美華夫婦與女
兒兒、、媳婦媳婦、、孫女演出後合影孫女演出後合影。。

著名指揮詹硯文著名指揮詹硯文（（左左）） 「「台聯會台聯會」」 會長賴李迎會長賴李迎
霞霞（（右右 ））演出後與團員程美華演出後與團員程美華（（中中）） 合影合影。。

（（ 右起右起 ））休市名人白先慎教授休市名人白先慎教授、、與夫人音樂史學與夫人音樂史學
者歐陽美倫者歐陽美倫 ,,女高音歌唱家張廖莉娜女高音歌唱家張廖莉娜,, 「「美南作協美南作協」」
前會長錢莉前會長錢莉,,及中華團員程美華及中華團員程美華、、湯維藩夫婦合影湯維藩夫婦合影。。

(本報訊）為提供臺灣留學生企業觀摩
機會，讓同學實地與具規模國際企業優秀
專業人士座談交流，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
化辦事處教育組於1月24日 下午特別安排

臺灣同學參訪貝克休
斯. 奇 異 公 司 (Baker
Hughes, GE Compa-
ny)。在休士頓辦事
處林副處長映佐率領
之下，共有來自萊斯
大學、休士頓大學、
奧斯汀德州大學及德
州農工大學等 5 所知
名大學，近 20 名攻
讀工程、海洋、地球
、環境科學及地質學
等專業領域臺灣同學
參加。

奇異公司也就是所謂的通用電氣，係
美國跨國綜合企業，經營產業包括電子工
程、能源、運輸、航空、動力工程與技術
服務等；總部設在波士頓，全球100多個國

家共有員工約28萬人。奇異公司旗下的貝
克休斯為一油田服務公司，總部設在休士
頓，主要向大型石油生產商提供石油探勘
開採設備及技術服務。

參訪當天貝克休斯重要主管包括：首
席工程師 Kathy Bradley、製造部主任 Kevin
Joyce、 經 理 Luis Ochoa 及 法 律 顧 問 Dan
Connelly均親自歡迎台灣同學的到訪，除了
詳細介紹了公司運作外，也與同學們分享
尊重智慧財產與商業保密觀念的重要性。

與會同學展現出對職涯規劃的企圖心
，積極提問參與座談，更難得的是有機會
實地參觀足以承受深海溫度及壓力、價值
高達7,500萬美元的巨型防噴洩氣閥(blow-
out preventer)。與會同學紛紛表示此次參訪
受益良多，更感謝駐休士頓辦事處教育組
的用心安排，擴展了同學未來在美發展的
視野。

（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 2000年，《自然》
評選了人類過去千年以來最偉大的物理學家，只
有20多人上榜，楊振寧先生在這個評選中，名列
第18位，並且他還是這個榜單裡唯一一個在世的
物理學家。

與他一同登上這個榜單的其他人，全部都是
已作古的科學巨匠，包括牛頓，愛因斯坦，麥克
斯韋，薛定諤，波爾，海森堡等等……

2014 年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高等研究院主辦
子 「60年楊- 米爾斯場論」的國際會議。馮達旋
教授（校長 ）是會議主辦人之一，他在會議晚宴
上發言，感謝楊振寧教授對物理學的貢獻。

他說：楊教授和楊夫人，本次會議的同事，
我不知道為什麼要在這樣一個傑出的聚會上說幾
句話。 我認為我能想到的唯一原因是 K. K. Phua
博士和我回憶紀念了很長一段時間。 他和我的哥
哥是新加坡小學的同學，所以他一直是我的大哥
。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在中國傳統中，當大哥說
“跳”時，你說“有多高！”

我在這裡有一個秘密的傾訴。 不像在這次會
議上的任何人，我的生活沒有，也沒有圍繞
“Yang-Mills 理 論 ！ ” 實 際 上 ， 我 是 不 受
Yang-Mills理論的影響。！”我知道這很難相信，
但相信我，這是真的。 事實上，我認為如果你在
世 界 任 何 地 方 挑 選 任 何 人 ， 並 詢 問 他/她 對
Yang-Mills理論的影響有什麼看法，那麼答案將不
可避免地是 “我應該說什麼？”

雖然我的生活不受 Yang-Mills 理論的影響，
但我的生活受到楊的影響！ 在令人難忘的一天，
當諾貝爾委員會宣布李政道和楊振寧教授於1957

年10月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時，不僅李和楊的生
活永遠改變了，我的身體也是以我自己的小小方
式改變的。

作為當時在新加坡生活的五年級中國年輕人
，我們被告知發生了一件非同尋常的事。 有人告
訴我，“兩個中國人，李和楊，就像”你我一樣
“做了一件非常棒的事情，以至於世界上最高的
榮譽被賦予了他們。”（現在我回想起那句話，
“你和 我“是想像中最大的一段時間”）。

對於我這一代世界各地的中國人，也許是我
之前的一代人，也許是我之後的幾代人，無論這
個人是否是物理學家（相信我，與普遍的信仰相
反，大多數中國人不是粒子物理學家）， 楊振寧
教授的名字只是“一種固有的自信心”。

在這次會議上，我在談到 Yang-Mills 理論對
我們對宇宙認識的深刻影響之後聽到了一些話題
。 事實上，Yang-Mills理論給科學界的天賦是無
數的。 但是我的朋友們，我可以向你們保證，楊
教授給予科學世界的天賦與楊教授對中華文明的
禮物相比相形見絀。 憑藉純粹的智慧和深刻的尊
嚴，楊教授在一個非常需要的時代，提升了所有
中國人的精神，歸屬感和深刻的內在自信。 對我
而言，在楊教授認識所有人之前，結局無處可見
。 在楊教授之後，有美好而光明的未來。

我的朋友們，在過去的58年裡，我經常想知
道如果我有機會感謝他而沒有聽起來做作，我會
對楊教授說些什麼。 我現在意識到這是當下，當
我確實抓住這一刻的時候，令人難以置信的是，
我所有的精力和決心都可以說：“打從心底里說
感謝楊振寧教授對物理學的貢獻！”

馮達旋教授在馮達旋教授在Yang-Mills Gauge FieldYang-Mills Gauge Field 理論理論6060 的年會上的年會上
致詞感謝楊振寧教授對物理學的貢獻致詞感謝楊振寧教授對物理學的貢獻

台灣同學參訪貝克休斯台灣同學參訪貝克休斯..奇異公司收穫豐富奇異公司收穫豐富

臺灣同學聚精會神參與討論臺灣同學聚精會神參與討論

圖為馮達旋教授圖為馮達旋教授（（中中））楊振寧教授夫婦在會上合影楊振寧教授夫婦在會上合影。。

駐休士頓辦事處林副處長映佐與出席同學於防噴洩氣閥駐休士頓辦事處林副處長映佐與出席同學於防噴洩氣閥
前合影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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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01-JESSICA REALTY TEAM王洪旭256C_4

金牌地產經紀人   

手機：832-207-8808
微信：andearwang
E-Mail:wanghongxu001@gmail.com

杰喜地產
Jessica Realty Team

王洪旭 Andrew Wang

住房買賣 商業地產 公寓租售
 專精 ●Sugar Land 糖城

 ●T M C 醫學中心

 ●Pear Land 梨城 ● Katy 凱帝

星期日 2019年1月27日 Sunday, January 27, 2019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休士頓同源會新舊會長李成純休士頓同源會新舊會長李成純如如、、陳慶輝交接陳慶輝交接

休士頓同源會陳慶輝會長致贈紀念品給榮調返休士頓同源會陳慶輝會長致贈紀念品給榮調返
國高升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國高升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右一右一））後後，，莊雅莊雅

淑主任致謝詞淑主任致謝詞。。

休士頓同源會陳慶輝會長致贈感謝休士頓同源會陳慶輝會長致贈感謝
獎牌給獎牌給20182018年林玉偉副會長年林玉偉副會長。。

休士頓同源會休士頓同源會20182018年陳慶輝會長致贈感謝獎牌年陳慶輝會長致贈感謝獎牌
給劉秀美前會長給劉秀美前會長。。

休士頓同源會陳慶輝會長及休士頓同源會陳慶輝會長及20182018年年
團隊團隊。。

譚秋晴譚秋晴，，關振鵬律師關振鵬律師，，陳適中陳適中，，余厚余厚
義義，，美洲同源總會敖錦賜前總會長於美洲同源總會敖錦賜前總會長於
11月月2020日下午日下午11時在百利金山餐廳出時在百利金山餐廳出

席席 「「休士頓同源會餐會休士頓同源會餐會」」 。。

休士頓同源會休士頓同源會20192019年李成純如新會年李成純如新會
長宣誓就職長宣誓就職，，趙婉兒副會長及理事趙婉兒副會長及理事

們與會們與會。。

休士頓同源會李成純如新會長休士頓同源會李成純如新會長、、趙婉趙婉
兒副會長及兒副會長及20192019年團隊年團隊。。

休士頓同源會李成純如新會長致贈感謝獎牌休士頓同源會李成純如新會長致贈感謝獎牌
給給20182018年陳慶輝會長年陳慶輝會長。。

伍國活夫人伍國活夫人，，譚秋晴譚秋晴，，台北經文處施建志組長台北經文處施建志組長，，劉秀劉秀
美前會長美前會長，，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韓美銀行何晏玲經韓美銀行何晏玲經
理理、、代表代表，，李成純如新會長李成純如新會長，，趙婉兒副會長趙婉兒副會長，，陳慶輝陳慶輝
前會長在前會長在 「「休士頓同源會新春餐會休士頓同源會新春餐會」」 歡聚一堂歡聚一堂。。

休士頓同源會休士頓同源會20192019年新春餐會與會人士大合影年新春餐會與會人士大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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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休斯頓報導) 正在求職的朋友，
你可知道，找高薪的工作，自己需要具
備什麼條件？眾多求職者在美國的熱門
求職網站如 Indeed、Simply Hired、Ca-
reerBuilder等都會發現，有許多高薪的互
聯網工作，都要求具備一張證照，稱為
CCIE。

據悉，有這張證照的人，與全球眾
多的電腦網絡工程師比起來少之又少。
但是，有這張證照後，在找工作的時候
超級管用。

講白一些，CCIE這張證照，是可以

讓人年收入超過美金十萬以上的證照。
想想看，這是一張什麼樣的證照??

有趣的是，根據一位取得CCIE十多
年經驗的專家說，只要能念大學，決心
學習，即使是一張白紙沒有專業背景的
人，經過培訓，也能成功取得這張黃金
證照，其實不是那麼難，重點是要有方
法，有人帶。

什麼是CCIE?
CCIE 是 Cisco Certified Internetwork

Expert，Cisco 互聯網專家，是網絡界公
認的最高認證。

Cisco 認證系統分為評估（Associate
）、專業（Professional）、與專家（Ex-
pert）三個等級，而 CCIE（Cisco Certi-
fied Internetwork Expert）是最頂級的，包
括Routing and Switching、Service Provid-
er、Security、Voice，Storage Networking
等五大領域。

在今日飛速的網絡環境中，網絡工
程師若能掌握Cisco設備所需的專業知識
，擔任與數據技術、互聯網相關的職位
，有CCIE這張黃金證照，能輕鬆找到年
薪十萬美元的工作。

眾所周知，Cisco是網絡設備大廠，

全球約有80%的公司使用Cisco網絡設備
，這樣的網絡龍頭地位，讓CCIE認證價
值高居金字塔之頂。

CCIE需要上機考試，通過考試者，
證明他具備了真實能力，已經具有完整
的網絡問題解決的功夫，專業上已得到
認可，因此，能得到各大企業的青睞，
像是500強公司、銀行、保險公司、電信
公司、航空公司、政府單位等，在徵求
互聯網人才時常把CCIE列入條件要求。

網路技術的金領，讓你能出頭
以更高遠的角度來看，在今日網絡

發展的大潮流中，與你合作的對象，很
可能在印度、歐洲、中國、或者日本。
如果不想取代，要有不能被取代的實力
，若擁有技術性高的金領證照，便能更
具體地顯示你的 「價值與能力」是不可
被取代的。

目前有CCIE的人，全美只有一萬多
，需求量高，人才缺口很大，對於留學
生而言，雇用互聯網專家的都是大公司
、或政府單位，未來能解決身分問題。

有了CCIE這張證照，不僅收入水漲
船高，更提升你的競爭力，顯示你對
Cisco技術的熟悉度與掌握能力，也是增
加自我價值的絕佳路徑。

一位CCIE的互聯網專家劉老師表示
，即使非電腦相關科系出身，憑著毅力
，肯踏踏實實的學，也能拿到CCIE。中
間不可避免的需要付出與努力，只要有
人能好好教你，你真心願意學習，除了
能找到高薪工作，更讓未來生活不無聊
、有極大的發展空間。

另一位剛剛考過CCIE證照的Z先生
表示，畢業後求職過程一直不順利，好
幾個月都沒有找到工作，所以決定轉行
，走互聯網的行業。慶幸的是，培訓中
心有人 「手把手」的教，理論與實務並

進，經過幾個月的耕耘與努力，才能讓
他通過CCIE考試，拿到這張讓人稱羨的
黃金證照。更讓他開心的是，已經順利
找到工作，薪資非常滿意。

如何取得CCIE證照?
想要擁有CCIE，最快的方式是由專

業培訓中心有條理的、一對一的教導，
學生從理論與實務兩方面同時做準備。

Z 先生表示，在培訓中心，要接受
800小時的培訓。每位學生都有三位老師
培訓，一位培訓實務操作，一位教理論
，另一位幫忙學生通過證照後未來找工
作。

機會留給有準備的人，如果您目前
正在找工作、不滿意現有工作、或是在
留學中，不妨考慮取得一張CCIE證照，
在競爭激烈的互聯網時代，能幫助你脫
穎而出，輕鬆找到年薪十萬美元以上的
工作。 詳情可洽301-509-1137。

CCIECCIE是是Cisco Certified InternetworkCisco Certified Internetwork
ExpertExpert，，CiscoCisco互聯網專家互聯網專家，，是網絡是網絡

界公認的最高認證界公認的最高認證。。CCIECCIE互聯網專家的平均收入互聯網專家的平均收入 目前有目前有CCIECCIE的人的人，，全美只有一萬多全美只有一萬多，，需求量高需求量高，，人才缺口很大人才缺口很大

互聯網時代互聯網時代，，大數據大數據、、雲計算正在雲計算正在
改變這個世界改變這個世界

獲得獲得CCIECCIE，，就成為就成為CiscoCisco互聯網專家或大數據分析專家互聯網專家或大數據分析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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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88美南人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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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呂明中醫針炙師 (ACOO196)

9889 Bellaire Blvd Suite A119
Houston, TX 77036

中醫全科 / 頭痛 / 偏頭痛 / 頸背腰痛 / 各種過敏症 / 氣喘咳嗽各
種胃病 / 男女不孕症 / 性功能障礙 / 月經不調 / 更年期綜合症
各種腸胃病 / 運動損傷 / 戒煙 / 神經性疾病 / 高血壓 / 中風偏癱
口眼歪斜 / 風濕關節炎 / 內分泌失調 / 肝病等...

A03_LU MING呂明中醫2456B_4

主
治

御醫
傳人

免費
諮詢

中國吉林長春中醫學院畢業
具有41余年臨床經驗

美國德州執照中醫針炙醫生

Ming Lu Acupuncture Clinic

~ 科學中藥
           一次性針炙針~

713-271-0118
預 約 電 話 /

週一至週五：10:30AM-4:30PM
週六、日：9AM-1PM 週四休息

門 診 時 間 /

門 診 地 址 /

星期日 2019年1月27日 Sunday, January 27, 2019

今 次 在 中
港 澳 歡 渡
過 聖 誕 及

元旦假期後，由香港搭機先在台北桃園國際機場停頓
5 小時，才直返休斯頓。在那300 分鐘的時間內，沒
有浪費一分一秒，而是把從機倉中拿下來的3 份台灣
報紙： 旺報、聯合報、台灣時報，一一細心閱讀，
有所發現： 近日蔡英文 「咸魚翻身」！

三份媒體不約而同地報導出：總統蔡英文的民望
，在1月初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發表《告台灣同胞書
》40 周年講話後急升。 「總統職務表現贊同率」在
十數日內急升 10 個百分點至 34.5 %，為去年 6 月以
來新高，（但仍然低於48%的不贊同率。）另外，有
47.5 %的受訪者，支持台灣獨立，比上月主張台獨的
人，大升 12個百分點。

回看一下蔡英文的民意支持度自去年 6 月以來，
本來一直在低位徘徊，12月份民望更跌至 24.3 %，在
「習講話」後則反彈，大幅提升 10 個百分點，達

34.5%，也是去年6月以來最高的時刻，連原本創歷史
新高的 「總統職務表現不贊同率」也從 60%下降到
48%。
調查又發現，有四成三人滿意蔡英文處理兩岸關係表
現，比上月增加了近 18 個百分點；有四成九人不滿
意，較上月減少 17 個百分點。報告稱，民意態度起
伏之大 「前所未見」，認為蔡英文的聲望出現如此強
勁的 「谷底反彈」，脫離她上任以來兩岸關係處理不
佳的困境，主要是受到 「中國效應」刺激所致，習近
平 「意外的、無心的」幫蔡英文 「鹹魚翻生」，是百
分百 「非其所願的後果」。

受訪者當中，近七成人反對 「一國兩制」,有

47.5 %人支持台灣獨立，比上月主張台獨的人，大升
12個百分點；支持兩岸統一 的人有 22.7 %，較上月
微跌1個百分點；主張維持現狀的人則減少了 11 個
百分點至 18.5 %人。報告稱，結果顯示多數台灣人期
望獨立，而在中國的威嚇下，原來主張維持現狀，會
改為支持台灣獨立。

有 67 % 受訪者表示反對 「一國兩制、和平統一
」的說法，當中更有 44 % 人 「堅決反對」，只有約
7 %人贊成，反映台灣主流民意，並不接受習近平聲
稱統一兩岸的 「最佳方法」。另外，有高達 68 %受
訪者不同意沒有 「九二共識，台灣就完了」的說法，
較同意的人多 48 個百分點，顯示這已成為台灣大多
數民眾的基本共識。

調查顯示，有 48 %受訪者支持蔡英文堅拒 「九
二共識」和 「一國兩制」的立場，即使中國政府或會
因此不斷向台灣政府施壓，亦有四成人不支持。報告
稱，此為台灣社會內部 「最難解的政治分歧」。

誠然，蔡英文此刻的暫時 「翻生」 ，仍需要重
建民眾信心。

報告指，蔡英文上台兩年半，因執政表現不得民
心，結果導致早前地方大選慘敗，現時民望即使升
至 34.5 %，仍屬偏低， 「習講話」暫時有助蔡英文
「絕處逢生」，不過至於如何重建台灣民眾對其政府

的信心，蔡英文政府仍要面對艱巨挑戰。最新民調同
時顯示，在年滿20歲的台灣成年人中，有2成9的人
滿意蔡英文上任迄今的經濟表現，但有高達6成4的
人不滿意，比滿意的人多了35個百分點，且有3成4
的人 「強烈不滿」。

習近平今年1 月 2 日發表《告台灣同胞書》40 周
年講話，重申對台政策，發表以 「一國兩制」統一、

不承諾放棄對台動武等的言論後，蔡英文隨即以強
硬態度回應，重申台灣是民主國家，絕不接受 「一
國兩制」，又指任何政治協商談判均須人民授權。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 「告台灣同胞書」四十週
年紀念大會，提倡一國兩制和平統一，但不排除動用
武力，台灣總統蔡英文多次高調反擊。她作為總統，
要把台灣的聲音傳出去， 「面對霸凌者，越是怯弱，
他們會越囂張。」

蔡英文日前在總統府接見美國智庫 「外交關係協
會」會長哈斯後在fb發文，指包括白宮國家安全委員
會發言人馬蒂斯、美國在台協會和外交關係協會等，
都肯定和關心台灣民主發展， 「守住台灣這座民主燈
塔，是世界共同的期待」；她認為這一代的台灣人有
一個歷史使命，就是維護台灣民主不受威脅，不同的
民調都顯示政府守護主權拒絕一國兩制的努力，得到
台灣人普遍認同。

她又特別提到全世界相信民主價值的人， 「包括
在中國和香港的很多人」，都對台灣有期待， 「守住
台灣這座民主燈塔，亞洲的民主自由才有希望」
守護民主的決心，蔡英文不只要對大家說，更會對來
自國際的友人們大聲強調，因為總統就是要把台灣的
聲音傳出去。

蔡英文指出，這一代台灣人有一個歷史使命，就
是要維護台灣民主不受威脅。守住台灣這座民主燈塔
，是世界共同的期待：最近包括白宮國安會發言人馬
奇斯、美國在台協會、44位國際資深專家學者，以及
今天來訪的美國智庫 「外交關係協會」哈斯會長，都
肯定和關心台灣民主發展。

全世界相信民主價值的人，包括在中國和香港的
很多人，都對台灣有期待。守住台灣這座民主燈塔，
亞洲的民主自由才有希望。

我一口氣看了最新的台灣現況，我蓋上報紙，背
貼梳化椅，合丄眼睛，腦海中飛回到上世紀八十年代

的國務院總理及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對香港人提出一個
問題： 「你們怕我們甚麼？」

趙紫陽的這句講話，是在中英談判香港前途問題
之時。他稍後的遭遇： 因為支持北京市學生反腐及
爭取民主自由的運動，被鄧小平罷免黨內外職務，軟
禁十多年，至死未釋，這已經是港人對中共的心中所
怕的一個主因。你看到即使到了今時今日，趙紫陽逝
世已經十四周年，不少趙紫陽的舊下屬欲前來向他致
悼，也被現今的當權派阻礙，港人應該反問中國政府
： 「你們怕這位死去的開明領袖什麼？」

今年是 「六四」三十周年，估計未來半年，對當
年的記述將會愈來愈多，至於 「你們怕我們甚麼？」
這句，在今天時空底下，大概會令不少香港巿民勾起
昔日種種回憶。趙紫陽這句話，是在一九八二年九月
會晤到訪的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在與記者面對面過
程中說的。這一句話，今天回看，北京當時應該了解
香港社會對收回主權的擔憂，所以才會開口問這話。

八十年代初的香港社會，大部分民眾對中共信心
不大，那時不少巿民說的一句話，就是 「憑乜要信你
？」。這話與之後若干年移民潮大盛時期的 「有錢有
辦法、冇錢基本法」以及 「貧賤不能移……民」，足
可錄入香港五十年來的社會 「金句」。其後，北京用
了九牛二虎之力，把 「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
治」十二個字講得滾瓜爛熟、街知巷聞，從鄧小平到
部級官員，人人如是說了一遍又一遍。中央官員則把
這十二字，不厭其煩講完又講，大派定心丸。

這些往事如今重提出來，在歷史面前難免有些欷
歔。像我們這一代，親身經歷八十年代中英談判、目
睹一九九七年大時代，接下來至今都差不多二十二年
了，毋庸諱言，這當中人們知道發生了甚麼事，台灣
人也不時在觀察，對香港回歸後的變化，心中有數！
是以習近平日前對台灣的講話之所以引起反效果，正
正是 「一國兩制」出現成 「你制我唔制」呀！

從港澳探親旅遊剛回來，我讓內子先行休息兩天
，調整一下時差，才好銷假回校上班，而我則因為被
太太喚作 「老牛」仍然是有氣有力，所以便馬不停蹄
，翌日回到小別20 天的校園工作。近十年因為身負
太平洋兩岸報刊的寫作任務，也更因為自己執著的
「書生報國，言論匡時」的人生宗旨，縱然我在中港

澳旅遊時，亦每天關注世界大事、中美局勢，以便可
以隨時隨地作 「書生論政」。感謝現今港澳兩地資訊
發達，即使遠離天之涯，海之角的美國，無論它發生
甚麼事故，那怕我正在走路，又或是在進食，都可以
清楚地從手機上略知一二。當然，要深化某一個議題
，要明白美國本土民眾的看法，我還是喜歡在校園上

班之際，從美國同事的口中，可以聽到他們的想法。
目前硬要在美國及墨西哥邊境建築圍牆，阻止非

法移民入境，是特朗普在兩年前競選時，向選民作出
的一個承諾，特朗普對此十分重視，正盡一切努力，
要令這個承諾兌現。特朗普個人十分相信，能夠完成
這項工程，不但可以助他成功連任，還可以令他名留
青史，成為美國最有作為的總統之一。

這道圍牆長2,300公里，高9米，地基深入地下5
米(以防有人挖隧道)，耗資過百億美元。特朗普在競
選時自誇，有辦法可以令墨西哥出錢來建這道圍牆，
這當然只是屬於他癡人說夢而矣。在他掌權720 天之
後，他明白到根本不可能從墨西哥那方挪出一釐一毫
，在此路顯然行不通的情況下，特朗普唯有尋求美國
國會撥款。可惜時移世易，今時今日由民主黨控制的
眾議院, 又怎可以讓特朗普得逞呢？由議題公佈的當
日起，共和黨的死對頭民主黨，就一直Say No，不願
意與他配合。 但又想不到特朗普竟然耍起野蠻方式
來，國會不給錢，他就讓政府停擺(沒法有經費正常
運作)，並把責任歸咎於民主黨的不肯合作。

想起來可能特朗普打錯如意算盤，他原以為現今
在美國國內，民粹主義聲浪正在抬頭，他若然把美國
的衰落，歸咎於外來人氏，一定是有支持者、捧場客

的，民主黨不與他合作，應難獲選民支持
。誰知局面進展至今，民意調查顯示，在
這個撥款、政府機關停頓的議題上，支持
民主黨立場的人，遠比支持共和黨的他的
為多哩。

現時，美國政府停擺已進入第五周，（在我執
筆撰寫本文時）打破了有史以來前任兩位美國總統奥
巴馬 與小布殊所創下的最長的政府停擺紀錄。眼前
數以十萬計的美國公務員，因而沒法領到工資，很多
政府服務，亦因而停頓；但特朗普依然一意孤行，堅
決不肯讓步。他還威脅國會，若果仍不配合他的需要
，他就會頒布緊急狀態令；屆時，總統就有特權動用
國家的資源，好像國防預算，有着數以千億，抽個零
頭出來，也有五、六十億，足以去特事特辦，興建美
墨邊境的圍牆了。

不過不可不知，但凡宣布國家要進入緊急狀態
，然後接管國家的所有權力，是歷史上的獨裁者最常
用的手段。現今天下太平，又豈能為一己的議題，而
大動肝火，沒想到特朗普竟一點也不曉得避嫌，還目
空一切地想威脅國會就範。若然他真的這樣做，他只
會自絕於美國的基本價值，難望有機會連任，所以共
和黨內部也有很多人不支持他這樣做。力諫他早口改
變策略，另起爐灶，尋求解決方案。

現實的情況是墨西哥邊境，也並非完全失控，邊
界之上，既有一般的移民局人員在把守，更有美國防
衛士兵在押後，美國的安全並沒有受到真正的實質的

威脅，特朗普總統又怎能為了攬權，為了自己可以
「留芳百世」而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
再者，民主黨人也並非完全反對加強墨西哥邊境的
保安，而是認為以今天的科技，已有更充裕、更有效
的保安設施，去防止非法移民，的確沒有必要，花費
近60 億這麼多的資源，去興建一道這麼笨拙的，類
似柏林圍牆式的高牆，假如真的被特朗普總統 「扭計
」成功，建成這一截世紀圍檣 將來只會給世人一個
大笑話而矣。

世人一向以自由神像作為美國的標誌，以為來到
美國就有自由，就可以自主地去追求個人的幸福，做
一場美國夢。美國之所以可以成為世界最強的國家，
就是因為美國一向都是一個歡迎移民的國家。她能夠
匯聚全球最優秀的人才。若是美墨圍牆真的如特朗普
所願、建造成功，那麼在建好之後，世界人很多優秀
人才，可能會望牆生畏，不敢來美國發展。這樣，美
國的損失則更大矣。正因為有見及此，所以美國的知
識界對興建圍牆，一直持不太贊成的態度。

特朗普似乎並不太了解這類美國人的想法，還
以為大多數人都是排外的民粹主義者；所以我認為特
朗普在興建墨西哥圍牆一事上，犯了嚴重的策略錯誤
，他選擇站在少數保守力量一方，想去對抗主流的進
步力量，這是注定不會成功的。

我相信，特朗普不但沒有機會按原定的計劃去
建圍牆，甚至可能會因而做不完他的首個總統任期，
他這次真的是自尋絕路了。

(((

美
南
人
語

美
南
人
語

美
南
人
語
）））

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政海
楓聲楓聲楓聲楓聲楓聲楓聲楓聲楓聲楓聲楓聲楓聲楓聲楓聲楓聲楓聲楓聲楓聲楓聲楓聲楓聲楓聲楓聲楓聲楓聲楓聲楓聲楓聲楓聲楓聲楓聲楓聲

在台北機場看蔡英文民望反彈

楊楚楓楊楚楓

楊楚楓楊楚楓

特朗普強建圍牆 自尋絕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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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張票7萬美元
聽個會竟然這麼貴？

對於達沃斯論壇，西方記者曾將其

形容為，全球1%最富人群的大派對。

英國《每日電訊報》另有壹個形象的

比喻——國際論壇中的“勞斯萊斯”。

要知道，想要取得達沃斯的會員資

格，或者獲得年度會議的門票，妳需要

支付超過7萬美元。可盡管如此，通往

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的票依然是每年最

搶手的票之壹。

“如果不是達沃斯，我很難見到這
些人”

達沃斯是瑞士東南部的壹個小鎮，

人口只有壹萬多人。這裏湖光山色，風

光旖旎。也正是這裏的優美風景，論壇

創始人施瓦布選擇在這兒創建論壇，並

作為永久會址。

施瓦布當初創立達沃斯論壇的最主

要想法，是為歐洲大企業的首席執行官

們與政界、專家、媒體以及社會名流，

搭建近距離溝通的橋梁。

所以，自最初創辦開始，施瓦布便

不遺余力在論壇中匯集各界領軍人物，

不僅包括大型企業的管理者和商界精

英，還有政府首腦、學者、文化名流和

科技引領者等。

如此壹來，達沃斯論壇便不僅僅是

個經濟論壇，而更像壹個全球精英的跨

界聚會。而這樣的跨界組合，使達沃斯

在影響力上占據優勢。

曾有壹位頂級銀行的首席執行官

說：“如果不是達沃斯論壇，要見到這

些人（與會者），我可能要花壹年的時

間和無數次飛行。”

在論壇形式上，達沃斯論壇小型、封

閉 ，且非正式交流活動很多。這樣既

可以讓參會者拋棄繁文縟節，建立親密

聯系，同時也不必承受需要達成某個共

識或發表某個公報的“壓力”。

另壹方面，達沃斯論壇自創辦之日

起便堅持“利益相關者”思維。在這種

思維下，企業不僅要服務客戶，同時也

要與政府、社會等利益相關者建立聯

系，積極參與應對全球性挑戰，這樣才

能符合企業長遠利益。

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這場跨界聚

會的合理性又多了壹層。也正是其跨界

思維，成為達沃斯論壇最吸引人的地方

之壹。

經過多年發展，達沃斯論壇逐漸成

為全球矚目的國際盛會。因此，每年的

達沃斯論壇與會者名單都是眾人關註的

焦點，而同樣出名的，還有那些拒絕達

沃斯的“大佬”們。

他們為何對達沃斯說“不”？
如果說2018年是達沃斯論壇的“大

年”（除特朗普外，還有多位重量級國

家元首與會），那2019年更像是達沃斯

論壇的“小年”。跟以往星光璀璨的場

面相比，今年的達沃斯“冷”了些。

究其原因，主要是因為這屆達沃斯

年會少了許多大國領導人的身影。在美

國，由於聯邦政府的“停擺”之結，特

朗普宣布取消達沃斯之行。在英國，特

雷莎· 梅忙於脫歐計劃，無法抽身前往達

沃斯。法國總統馬克龍同樣深陷國內泥

潭，因為“黃背心”運動無緣達沃斯。

此外，由於印度大選，印度總理莫

迪也放棄了前往達沃斯的計劃。韓國青

瓦臺發言人也表示，文在寅不會出席達

沃斯論壇。

《時代周刊》裏寫道：“商界領袖

們長途跋涉來到達沃斯，開豪車、喝香

檳、做生意；學者和非政府組織負責人

則在走廊上尋尋覓覓，希望與決策者不

期而遇……然而今年他們將與許多知名

人物失之交臂。”

有外媒述評，西方多國“大佬”留

守國內、缺席達沃斯，反映出世界正處

於危機狀態。當他們埋頭處理“失序和

混亂”的國內政治之時，應對全球治理

挑戰的共同意願也在悄悄溜走。

“去年是歐洲國家出席達沃斯最集

中的壹次，他們自認為克服了前年的政

治危機。但現在看來，歐洲乃至西方國

家的深層病根並未消除。”中國國際問

題研究院歐洲研究所所長崔洪建表示，

今年達沃斯論壇在務虛層面的合作恐怕

難有盛況。

雖然多位大咖缺席，也仍有不少領

導人參與此次年會。中國國家副主席王

岐山、德國總理默克爾、日本首相安倍

晉三、意大利總理孔蒂、西班牙首相佩

德羅· 桑切斯、巴西剛就職的新總統博爾

索納羅等成為出席本屆論壇的主要國家

領導人。

商界精英中，微軟創始人比爾· 蓋

茨 、 優 步 （Uber） 首 席 執 行 官 Dara

Khosrowshahi、高盛集團首席執行官Da-

vid Solomon、瑞銀集團董事長AxelWe-

ber、阿裏巴巴集團創始人馬雲等都出席

了本次年會。

“總的來說，由於世界部分主要

領導人缺席達沃斯，此次論壇可能開

成壹次缺乏共識的會議。但我也相信，

會有更多國家發出呼聲，維護經濟全

球化帶來的積極成果，推動新型全球

化來造福更多國家和利益群體。”上

海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徐明棋說。

人均GDP將破1萬美元是中國經濟轉型新契機
綜合報導 中國人均GDP即將突破1萬美元，

這壹成績的取得令人鼓舞，也為中國進壹步深化改

革開放聚斂了更大的可自由發揮空間。

2018年，中國GDP（國內生產總值）突破90

萬億元人民幣，與此同時，中國人均GDP也即將達

到約1萬美元。中國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副主

任牛犁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根據測算，2018年

中國人均GDP約為9777美元。而且，若匯率相對

穩定，今年中國GDP保持 6%的增速的話，人均

GDP突破1萬美元幾無懸念。

按世行2015年的標準，人均GDP低於1045美

元為低收入國家，在1046-4125美元間為中低等收

入國家，在4126-12735美元間為中高等收入國家，

高於12736美元為高收入國家。

中國人均GDP即將突破1萬美元，意味著中國

又向高收入國家行列邁進了壹步。

這壹成績的取得令人鼓舞，也為中國進壹步深

化改革開放聚斂了更大的可自由發揮空間。

壹直以來，各界人士都將跨越“中等收入陷

阱”當作是中國亟須邁過的壹道坎。阿根廷、委內瑞

拉等國家，都被認為是止步於這道坎的失敗國家。

盡管我認為“中等收入國家陷阱”是壹個僅具

歸納統計意義的概念，但是，上述國家的失敗，都

源於未能構建起與其發展階段相匹配的經濟社會制度

體系。用已故諾獎得主諾斯的說法，這些國家之所以

失敗，根源在於未能從有限準入的經濟社會制度秩

序，邁入開放準入的自由的經濟社會制度秩序。

顯然，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不是壹個經濟

概念，而是壹個制度敏感性適應能力的概念——從

來就沒有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壹說，只有制度

惰性壹說。

因此，唯有提高制度之於經濟社會變遷的敏感

適應能力，中國經濟才能獲得我們所期望的韌性和

彈性。而這需要的是不斷深化的改革開放，促使中

國的經濟社會制度從有限準入的秩序，轉型為開放

準入的自由秩序。

那麽如何實現這種制度轉型呢？簡而言之，就

是要搭建順應經濟社會發展的防護型保障體系和透

明型擔保體系，以便營造壹個活力四射的市場、競

相創新的經濟社會環境等。

為此，必須指出的是，這意味著在人均GDP接

近1萬美元的當下，中國亟須補足自身的短板，將

更多的財力投入到社保福利等民生領域，完善公共

服務體系，健全防護型保障體系，增強經濟的內生

增長動力，持續提高中國的全要素生產率等。

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日益強大，中國需通過切

實有效的減稅降費，改變政府在初次分配中過高的

占比，並通過改變財政支出的方向，在再次分配中

降低收入分配差距。這促使政府承擔起更大責任，

而非激勵政府繼續以經濟人的身份參與到經濟增長

的隊伍中，從而避免由於收入分配問題，固化甚至

強化居民對經濟增長的“增產不增收”錯覺。

總之，人均GDP即將突破1萬美元的當下，是

中國用改革開放鑄造新的經濟增長動力的歷史突破

口，是中國在國內外擔負起應盡責任的發力點。我

們相信，這將是中國經濟社會最矚目的成人禮。

河南南陽發現河南南陽發現20002000多年前新莽時期多年前新莽時期““造蔽廠造蔽廠””

故宮博物院首次復原故宮博物院首次復原““天燈天燈””
““萬壽燈萬壽燈””迎己亥春節迎己亥春節

北京故宮博物院在乾清宮前丹陛上下樹立起北京故宮博物院在乾清宮前丹陛上下樹立起
““天燈天燈””和和““萬壽燈萬壽燈””各壹對各壹對，，作為作為““賀歲迎賀歲迎
祥祥———紫禁城裏過大年—紫禁城裏過大年””展覽的實景體驗部分正式展覽的實景體驗部分正式
向觀眾開放向觀眾開放。。清代宮廷沿明代舊制清代宮廷沿明代舊制，，元旦元旦（（即今日即今日
春節春節））前後要在乾清宮丹陛上下各立壹對天燈和萬前後要在乾清宮丹陛上下各立壹對天燈和萬
壽燈壽燈，，乾隆五十四年開始在皇極殿各增立壹對乾隆五十四年開始在皇極殿各增立壹對。。按按
《《國朝宮史國朝宮史》》記載記載，，每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安設天燈每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安設天燈
萬壽燈萬壽燈。。天燈至次年二月初三撤出天燈至次年二月初三撤出，，萬壽燈至正月萬壽燈至正月
十八日撤出十八日撤出。。立天燈立天燈、、萬壽燈是清代早中期過年最萬壽燈是清代早中期過年最
盛大的活動之壹盛大的活動之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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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在日本北海道足寄釘的居住在日本北海道足寄釘的““全球最高齡男性全球最高齡男性””野中正造野中正造2020日淩日淩
晨因衰老在家中去世晨因衰老在家中去世，，享年享年113113歲歲。。據報道據報道，，野中野中19051905年年77月月2525日生日生
於北海道於北海道，，是持續營業約百年的旅館是持續營業約百年的旅館““野中溫泉野中溫泉””的原經營者的原經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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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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欲打造更強反導系統俄能否突破美國反導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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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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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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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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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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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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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慧詩爭先賽全勝李慧詩爭先賽全勝 摘世盃第四金摘世盃第四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雖然於

首個比賽日的團體爭先賽未能殺入前8，不
過仍難阻李慧詩爭取世界盃香港站首金的決
心，這位香港女車神26日於個人爭先賽以一
場不失的完美成績封后，今季第四度於世界
盃分站個人爭先賽奪冠。

近況大勇的李慧詩在26日早上舉行的個
人爭先賽資格賽（200米計時賽）已顯示實
力，踩出10秒729冠絕31名參賽車手，以首
名資格直接晉身16強；其後李慧詩與日本車
手小林優香爭奪8強席位，面對曾在亞錦賽
擊敗自己的小林優香，李慧詩未有讓歷史重
演，直接以場數2：0勝出；至於被視為李慧

詩勁敵之一的鍾

天使則因犯規16強止步，愈戰愈勇的李慧詩
在8強及四強賽繼續保持不失，清脆俐落地
以2：0輕取韋特及古碧姬蒂。

以全勝姿態殺入決賽，金牌之戰上演亞
運決賽“翻版”，遇上韓國名將李慧珍的李
慧詩再次笑到最後，首場李慧詩讓對手率先
搶攻，不過在最後一圈即以爆炸力反超對
手，最後更以兩個車位的差距先勝一場；第
二場李慧珍同樣先行加速試圖搶得先機，不
過李慧詩再次於最後彎道爆贏對手，以2：0
贏得這面世界盃主場金牌，亦是李慧詩今季
於世界盃個人爭先賽第四度稱霸。

另外兩名港隊車手馬詠茹未能突破資格
賽，而李海恩則無緣8強。

中國乒隊（國乒）
日前公佈了4月底布達

佩斯世乒賽的隊內選拔辦法和選手名
單，這是國乒繼2017年直通杜塞爾多夫
選拔賽後，時隔一年再度開啟直通選
拔。但據內地傳媒消息，無論在直通賽
第一階段、還是第二階段的參賽選手名
單中，均沒有大滿貫球手張繼科的名
字。

第一階段直通賽於2月12日至17日
舉行，除直接進入第二階段的男女隊各
六名選手外，其他一隊選手赫然在列，

而在第二階段的男隊名單中，只有馬
龍、許昕、樊振東、林高遠、梁靖崑和
王楚欽，張繼科同樣“名落孫山”。

國乒男隊教練劉國正透露，張繼科
是因為近期缺乏系統訓練，主動放棄了
此次直通選拔賽。而這也是張繼科繼
2017年因傷退出直通杜塞爾多夫選拔賽
後，再度選擇退出直通賽的選拔。

另外，為備戰世乒賽直通選拔賽，
國乒對原定出征國際乒聯葡萄牙挑戰賽
的人員進行調整，陳夢、王曼昱等運動
員將退出比賽。

國際乒聯葡萄牙挑戰賽將於2月13
日至17日舉行。據悉，原定參加比賽的
陳夢、王曼昱、武楊、車曉曦、張薔、
薛飛6人留在內地為直通選拔賽衝刺備
戰。

根據協會奧運戰略、世錦賽戰略及培
養青少年戰略的需求部署，原報名名單中的
林高遠、劉詩雯等人繼續前往葡萄牙參加比
賽。對於劉詩雯繼續參賽，其主管教練
馬琳表示，繼續參加葡萄牙挑戰賽是雙
方的共同決定。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放棄直通世乒賽選拔

張
繼
科
低
迷

■■劉詩雯將參加葡萄劉詩雯將參加葡萄
牙挑戰賽牙挑戰賽。。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張繼科主張繼科主
動放棄世乒動放棄世乒
賽直通選拔賽直通選拔
賽賽。。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一掃上半季頹風 王者歸來

■■伊高沙托尼伊高沙托尼（（右右））全場不斷在傑志右後防製造全場不斷在傑志右後防製造
威脅威脅。。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 攝攝

■■傑志門將王振鵬傑志門將王振鵬（（淺色衫淺色衫））
被撞至人仰馬翻被撞至人仰馬翻。。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

永淦）港超聯賽首循環創下近

年最差成績的傑志，踏入下半

季終於還我本色。26日在高級

組銀牌決賽憑藉三次死球攻勢

攻入三球，以3：2險勝和富大埔，繼上季菁

英盃、足總盃及今季社區盃後，再次“剋

死”對手高舉冠軍盾牌。

傑志與大埔兩支隊伍近
年已多次在盃賽決賽

碰頭，卻是第一次會師銀牌冠
軍戰。傑志由於多名主力養
傷，陣容有所調整，比賽初段
形勢明顯不及對手。大埔翼鋒伊
高沙托尼利用高速，頻頻於左路
製造威脅，可惜勞高及哈利均未能
把握，結果傑志沉着應戰至16分
鐘，便憑一次角球攻勢，由月初加
盟的澳洲中堅馬特史密夫門前補射得
手先開紀錄。10分鐘後大埔球員伊高
沙托尼策動攻勢，李家豪傳中造就陳肇
鈞勁射掛網扳平。不過完半場前補時階
段傑志禁區頂獲得罰球，費蘭度直射本
來無甚威脅，但門將曾文輝“捉錯路”

目送皮球入網，傑志半場領先2：1。

李志堅指細節決定成敗
換邊後盧卡斯接應傳中倒掛，射

中艾華度手部，球證示意繼續比賽。
57分伊高沙托尼左路突破後傳球入中
路，勞高第一時間撞射得手，大埔再
度扳平2：2。正當大家以為會加時再
戰，75分鐘黃威後場與費蘭度爭球時
被判犯規，鞠盈智傳中令門前大亂，
大埔守衛馮慶燁“擺烏龍”撞入自己
球門，傑志第三度領先。末段時間大
埔換入基藍馬客串中鋒，一度令傑志
防線風聲鶴唳，可是艾華度及哈利兩
次黃金機會都未能把握，最終再次向
傑志俯首稱臣。

賽後大埔主帥李志堅指細節決定
成敗：“對比上季兩次決賽對傑志，
今仗我們很有決心贏波，但是每到一
些關鍵位，場上便有些意外因素，
影響了球隊發揮，或許可以說我們
球員在某方面的經驗不足。”
傑志贏得季內首項冠軍，一

掃上半季頹風，鞠盈智更期望這
場勝仗能助球隊漸入佳境：
“我以往在公民及東方龍獅都
贏過銀牌，但都是受傷時間比
較多，今季在傑志上陣次數
多了，所以也是最有感覺一
次，希望球隊能乘勇在下
月初的亞冠外圍賽也踢出
好表現。”

■■傑志的費蘭度榮膺決賽傑志的費蘭度榮膺決賽MVPMVP。。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 攝攝

■■傑志隊長黃洋傑志隊長黃洋（（上排右一上排右一））與隊友高舉與隊友高舉
冠軍盾牌冠軍盾牌。。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 攝攝

■■李慧詩揮李慧詩揮
動區旗動區旗，，接接
受眾人的祝受眾人的祝
賀賀。。美聯社美聯社

■■李慧詩在李慧詩在 2626
日的爭先賽保持日的爭先賽保持
不敗不敗。。賽會圖片賽會圖片

本屆澳洲網球公開賽女單冠軍誕
生！日本球手大坂直美於26日的決賽
中，以盤數2：1擊敗捷克的姬維杜
娃，繼上年尾美國網球公開賽後，連
贏第2項大滿貫錦標；這位21歲球手
並會在最新WTA排名榜中，登上一
姐寶座。
大坂直美在首盤比賽表現穩定，

並先贏一盤7：6取得領前；到第2
盤，大坂直美在領先局數5：3情況
下，再獲得三個冠軍賽點，只是姬維
杜娃頂住壓力，以出色發球連贏5分
追至4：5，並於之後再連贏三局，以
7：5追成平手。到第3盤，大坂直美

未有因第2盤的失利出現壓力，最終
再贏一盤6：4，繼上年美網後連贏第
二個大滿貫，並會在最新WTA排名榜
登上一姐之位，成為女子網壇歷史上
第26位世界第一。

獲得亞軍的姬維杜娃於賽後首先
接受頒獎，這位捷克球員約兩年前曾
被劫匪嚴重割傷握拍的左手，幾經辛
苦才能重返賽場，故接受訪問也表示
對能殺入大滿貫決賽已相當高興。

至於奪冠的大坂直美則謂一直期待
能與姬維杜娃在賽場較量，並感謝教練
團的支持。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浩然

大坂直美澳網女單稱后

■■大坂直美大坂直美
（（右右））在李在李
娜手上接過娜手上接過
獎盃獎盃。。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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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7日 Sunday, January 27,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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