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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款現代汽車榮獲消費者指
南最佳首選大獎
• 消費者指南®對二十個類別
的150多款新車進行評估

現代汽車全新的IONIQ 5全電
動休旅車因其超過三百哩的行駛
距離、平衡的駕駛性能，以及令
人驚嘆的內外造型設計，而被列
入消費者指南®2022年度最佳受
選大獎。入選的車輛除了提供安
全及可靠的行駛性能之外，還具
備消費者想要的功能與選擇。請
至 http://consumerguide.com/
best-buys/查 詢 消 費 者 指 南 ®
2022最佳首選大獎的完整入選名
單。

消費者指南®總編Tom Ap-
pel 表示： 「IONIQ 5是一款展示
現代汽車雄心壯誌的車型，融合
了前衛的造型與日常生活的實用
性，並表明了現代汽車對電車市
場的重視。」

入選最佳首選大獎的六款現
代車型包含：
1. 緊湊型跨界電動休旅車首選
2022現代IONIQ 5
2. 中型跨界休旅車首選2022現
代Palisade
3. 中型跨界休旅車首選2022現
代Santa Fe
4. 微型跨界休旅車首選 2022
Kona
5. 微型跨界休旅車首選 2022
Venue
6. 微型跨界轎車首選2022 Ac-
cent

消費者指南®的汽車手選大

獎代表了每個車輛類別中最好的
價值與功能。

北美現代汽車產品計畫總監
Ricky Lao表示： 「我們由衷感謝
消費者指南在2022年中將現代的
IONIQ 5列入最佳首選大獎。IO-
NIQ 5是在最佳首選大獎投票截止
日期之後才推出的，但在測試過
IONIQ 5之後，消費者指南非常清
楚IONIQ 5是市面上最好的電車之
一。」

消費者指南®
自1967年以來，消費者指南

®持續發布了對新車、二手車，
以及卡車的權威並客觀的評論。
消費者指南®的宗旨在於讓消費
者能更加輕鬆地購車。消費者指
南®的編輯提供了對於將近一千
五百款新車與二手車的專業且公
正的評估，以及中肯的購車建議

和有見地的評論文章。消費者指
南®位於伊利諾州Morton Grove
， 並 由 Publications International
Ltd.出版。http://consumerguide.
com/best-buys/

北美現代汽車
北美現代汽車專註於 「人類

進步」 以及智能代步解決方案。
北美現代汽車為美國的消費者提
供了滿載高科技功能的汽車、休
旅車，以及電動車陣容。在2021
年，我們的820家經銷商在美國
總共銷售了超過七十三萬輛車，
其中近半是在現代汽車阿拉巴馬
製造廠生產。請至 www.Hyun-
daiNews.com以及北美現代汽車
華人粉絲俱樂部Facebook查詢更
多相關信息。

現代汽車現代汽車IONIQIONIQ 55入選消費者指南入選消費者指南®®
20222022最佳首選大獎最佳首選大獎

消費者指南®2022最佳首選大獎標誌以及榮獲最多大獎
品牌的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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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西南區管理委員會訊休士頓西南區管理委員會訊
休士頓西南區日昨舉行六月

的董事會，除了對即將在國慶週
日（7月3日）舉行的大型焰火
慶祝活動 「Liberty Fest」 的細節
做最後更新核對外，也正式公佈
新近增加的兩位董事會成員。兩
名新董事也馬上進行職務工作，
與管委會主席李雄、其它董事、
管委會職員、社區代表及義工，
一起參與董事會逐項議題討論。

國慶煙火慶祝活動 「Liberty
Fest」 經過數月籌備及近期密集
討論，各項細節已近完整呈現階
段：除了更精緻完美的軟硬體、
社區表演及熱門職業演出團體將
各擅勝場；攤位方面已確認有六
十個以上，包羅萬象內容也將呼
應區域內多元的族裔及文化風貌
；因為是慶祝國慶日的大型同樂
活動，一向注重治安議題的管委
會更密集與警方代表開會研商，
要將安全措施安排完善外，更要
特別為此定位家庭同樂的大型活
動，考慮更多的貼心服務。目前
活動的海報、廣告牌、義工裇衫
等設計也都已完成，部分海報牌
已經放置在活動地點附近，以吸
引路過民眾到時都能參與盛會。
7月3日當天活動將於下午1時進
行至八時許，九點則開始人人期
待的國慶焰火施放，精彩可期。
除了義工人數將達數百人，各方

估計參與人數可輕易達到7500
人次。

非常值得一提的是，因為西
南區管委會視此活動為年度經典
招牌活動，今年更積極採取多項
宣傳方式，包括大手筆的電視
KPRC 採訪報導。除了已經陸續
播出的宣傳及網路新聞外，管委
會主席李雄及各位董事，更將去
現場節目接受專訪，歡迎民眾踴
躍參與活動外，也將把管委會角
色及工作介紹給社區，以加強各
項服務的溝通與成果。另外，管
委會也為活動設立專屬網頁，容
納資料外，也將為活動保存影片
紀錄。今年負責活動籌備的董事
之一、也是經濟委員會主席的
David Peters 更建議設立活動委
員會，讓以後的籌備工作更完美
順利。

管委會兩位新董事包括在荷
門紀念醫院系統任副總的 Blu
Baillio、及擔任管委會Richmond
治安委員會召集人的Frank Don-
nelly III。他們兩人經過董事會面
談、通過，再至市政府受詢、確
認，正式進入西南區管理委員會
擔任董事， 「Liberty Fest」 將是
他們參與的第一個管委會大型活
動。

佛光山中美寺供僧法會佛光山中美寺供僧法會
一年一度僧寶節即將來臨，佛光山開山宗長星雲大師恪遵

佛制，定為孝道月，以供僧功德，表達孝親之意。對供僧的
原則： 「不供養一餐，要供養全年；不供養少人，要供養多
眾；不只供養現在，更要供養未來。」

國際佛光會休士頓協會將於7月10號(日)10:30am在中美

寺大雄寶殿舉辦供僧法會，法會圓滿前法師托缽，法會後信
眾憑供僧福田券領取便當(1份$25)，供僧道糧及福田券功德款
將作為供養全球佛光山法師們一年的道糧。

中美寺特於2022年8月28日(週日)上午10:30禮拜八十八
佛洪名寶懺，以此功德回向護法信眾闔家平安，吉祥如意。

竭誠歡迎十方信眾7月10日蒞臨參加供僧法會，同霑法益
，種植福田。

中美寺地址：12550 Jebbia Lane, Stafford, TX 77477
洽詢電話：281-495-3100

西南區管委會主席李雄西南區管委會主席李雄（（左三左三））及管委會董事也是祕書的及管委會董事也是祕書的HaryHary
ShaniShani、、管委會執行官李成純如管委會執行官李成純如，，與新任董事與新任董事Frank Donnelly IIIFrank Donnelly III （（右右

二二）、）、Blu BaillioBlu Baillio （（右一右一））手執手執77月月33日國慶園遊會煙火活動日國慶園遊會煙火活動
「「Liberty FestLiberty Fest」」 海報牌於管委會標識前合影海報牌於管委會標識前合影。。

何事何事:: 白 宮 和白 宮 和
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
部的領導人將參加媒部的領導人將參加媒
體簡報會體簡報會，，討論針對討論針對
55 歲以下兒童的疫苗歲以下兒童的疫苗
，，並談到疫苗接種公並談到疫苗接種公
平的重要性平的重要性。。簡報還簡報還

將討論跨文化社區正在解決的挑戰將討論跨文化社區正在解決的挑戰。。
該小組將提供有關為該小組將提供有關為 55 歲以下兒童提供歲以下兒童提供

COVID-COVID-1919 疫苗的最新信息疫苗的最新信息，，以及有關父母以及有關父母
如何找到有關疫苗如何找到有關疫苗、、加強劑和其他預防措施加強劑和其他預防措施
的信息的信息。。

該活動由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主辦該活動由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主辦，，
此新冠肺炎公眾教育活動命名為此新冠肺炎公眾教育活動命名為:: 「「我我

們做得到們做得到」」 (We Can Do This)(We Can Do This)。。
何人何人: Dr. Anthony Fauci,: Dr. Anthony Fauci, 美國國家衛美國國家衛

生研究院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總監生研究院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總監 (Di(Di--
rector, National Institute of Allergy and Inrector, National Institute of Allergy and In--
fectious Diseases at the National Institutesfectious Diseases at 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of Health) 及拜登總統的首席醫療顧問及拜登總統的首席醫療顧問
(Chief Medical Advisor to President Biden)(Chief Medical Advisor to President Biden)
Rear Admiral Felicia Collins, MD, MPH,Rear Admiral Felicia Collins, MD, MPH,
FAAP,FAAP, 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少數族裔健康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少數族裔健康
副助理部長兼少數族裔健康辦公室主任副助理部長兼少數族裔健康辦公室主任
(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for Minority(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for Minority
Health and Director, Office of MinorityHealth and Director, Office of Minority
Health,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Health,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
man Services)man Services)

Dr. Kevin Chatham-Stephens,Dr. Kevin Chatham-Stephens, 疾病控制和疾病控制和
預防中心預防中心 COVID-COVID-1919 反應的兒科疫苗規劃和反應的兒科疫苗規劃和
實施負責人實施負責人 (Pediatric Vaccine Planning and(Pediatric Vaccine Planning and
Implementation Lead for the COVID-Implementation Lead for the COVID-1919 ReRe--
spons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spons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Prevention)
Dr. Moira Szilagyi,Dr. Moira Szilagyi, 美國兒科學會主席美國兒科學會主席 (Pres(Pres--
ident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ident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
rics)rics)

主 持 人主 持 人: Dr. Cameron Webb, COV: Dr. Cameron Webb, COV--
ID-ID-1919 公平權益高級政策顧問公平權益高級政策顧問、、 白宮白宮 COVCOV--
ID-ID-1919 應對小組應對小組 (Senior Policy Advisor for(Senior Policy Advisor for
COVID-COVID-1919 Equity, White House COVID-Equity, White House COVID-1919
Response Team)Response Team)

何時何時:: 20222022 年年 66 月月 2929 日日,, 星期三星期三
美國東部時間下午三時美國東部時間下午三時

何地何地:: 點擊這裡註冊點擊這裡註冊。。您需要使用您需要使用
ZoomZoom 55..55 或更高版本才能參與或更高版本才能參與。。如果您在訪如果您在訪
問註冊鏈接時遇到任何問題問註冊鏈接時遇到任何問題，，請將以下請將以下 URLURL
複製並粘貼到您的瀏覽器中複製並粘貼到您的瀏覽器中: https://fors: https://fors--
marshgroup.zoom.us/webinar/register/WN_marshgroup.zoom.us/webinar/register/WN_
88CgYVXWCgYVXW00Q-SnatRTDGtuQ-SnatRTDGtu66ww

**本次媒體簡報會以西班牙語本次媒體簡報會以西班牙語、、普通話普通話、、
粵語粵語、、日語日語、、韓語和越南語同步播出韓語和越南語同步播出。。

如何如何: Cate Mueller, Fors Marsh: Cate Mueller, Fors Marsh
Group, CMueller@ForsMarshGroup.comGroup, CMueller@ForsMarshGroup.com

有關有關55歲以下兒童獲得歲以下兒童獲得 COVID-COVID-1919
疫苗授權的媒體簡報疫苗授權的媒體簡報

光鹽社免費乳癌篩檢光鹽社免費乳癌篩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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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E4D電腦制牙最新科技一次完成
三維X光機  全新激光治療機

敦煌植牙 牙周病專科
Dunhuang Periodontics $ Dental Implants PA

Board Certified Periodontist
二十多年牙科臨床實踐經驗

接受老人各類牙科保險

德州大學休士頓牙醫學院牙周病專科
上海第二醫科大學口腔學院牙醫博士
美國牙周病學會會員
國際植牙學會會員

激光牙周病治療
無刀片牙齦萎縮治療
牙齦牙床植骨手術、美容
複雜植牙手術，併發症處理

陳志堅
牙周病植牙專科醫生
Jennifer Chen
D.D.S.M.S

www.drchenimplant.com

中國城診所
9889 Bellaire Blvd., #322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
      (713)995-0086      

糖城診所 Delight Dental
3524 Hwy 6 South
Sugar Land, TX 77478(大華超市旁)
       (281)565-0255

drchenimplant@gmail.com           delightdental@gmail.com 
D02_DUNHUANG 敦煌植牙_1234567B_8

白牙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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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本地新聞

(作者：吳軍) 2022年時逢香港開埠180年（以南京條約割讓
香港准），也是香港回歸25周年。從香港曆史來看，香港發展
可以分這幾個階段：一、英帝國對華掠奪階段（1842年-1949年
），二、西方各國對華封鎖階段（1949年-1997年），叁、回歸
後改革開放大陸對外經濟通道階段1997-2022），四、再出發階
段（2022--）。

一、英帝國對華掠奪階段（1842年-1949年）
雖然香港因《南京條約》被割讓，香港成了英國的殖民地，

率先接觸到了工業文明，又承擔了英國對中國貿易的中轉職能，
所以能從一個小漁村飛速發展成了一個貿易港灣。但是，在這一
百多年裏，香港並沒有在中國經濟版圖中占據什麽不可替代的地
位。隨著大清王朝的覆滅，中國對西方市場幾乎完全開放，外國
人員、資金、貨物，都可以暢行無阻的直接進入中國內地，完全
沒有必要繞道被英國控制的香港。實際上，當年的上海才是遠東
第一城市，名副其實的“大上海”，香港不過是過境補給港地位
，但還遠遠達不到“東方之珠”的稱號。這一百余年，香港只是
不死不活的活著，猶如百年內亂的祖國大陸。

二、西方各國對華封鎖階段（1949年-1997年）
特殊時期，畸形發展，是大陸打破西方封鎖的需要，也是反

華勢利滲透大陸，和平演變的需要。
1949年中共建政、新中國成立。香港由于獨特的地位，獲得

大量戰爭移民與資金，香港人口與經濟開始膨脹。由于新中國在
政治上完全站在蘇聯首的社會主義陣營這一邊，特別是朝鮮戰爭
以後，新中國和整個西方社會互不理睬，同西方世界的經濟聯系
幾乎完全被切斷。雖然前期有蘇聯中國提供經濟建設亟需的資金
和技術，但香港這個最接近西方的口岸城市，是不可或缺的。

70年代初，盡管中國大陸已經決定對西方開放的基本政策方
向，但在實際操作中，卻面臨重重困難。畢竟新中國成立後被孤
立了二十多年，中國對西方國家的貿易規則完全陌生，甚至精通
英語的人都是鳳毛麟角。這種從文化，法律，規則甚至語言的欠
缺，導致中國與西方的交流難以達到令人滿意的程度。而這，正
好構成了香港崛起的條件。

（1982年鄧小平會見撒切爾夫人，提出一國兩制收複香港主
權）

香港畢竟屬于中國，香港人也是中國人。香港人熟悉大陸，
即使在中國和西方關系最冷淡的五六十年代，中國內地和香港間
也保持著相對穩定的人員、貿易往來，一些必須從西方進口的先
進技術、設備、材料與外彙，幾乎都是通過香港獲得。同時香港
人也熟悉西方，在英國統治下渡過了一個多世紀，他們對西方的
法律、貿易規則等等都很熟悉。中蘇分裂後，香港逐漸更成中國
大陸與世界，交往的唯一通道，同時香港也是西方了解和影響中
國大陸的唯一渠道，除此以外，香港同時也還充當了大陸與台灣
之間的聯系橋梁。從八十年代兩岸關系緩和算起，直到兩岸建立

“大叁通”之前，大陸與台灣間的人員、物資往來，絕大多數都
會選擇從香港轉道。背靠中國大陸這麽一個巨大體量的市場，成
當時中國唯一的對外橋梁，也由于這一“紐帶”作用，成就了香
港航運之都、貿易之都、金融之都、間諜之都，也形成的香港獨
特的地域文化，成“東方之珠”。

叁、隨改革開放及回歸後依托大陸而崛起（1997-2022）
隨著香港的回歸，中國大陸加入“WTO”，香港開始真正

的崛起，而香港的崛起，完完全全是因中國大陸因香港回歸而給
與的絕好機會。這個機會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當時的整個東南亞
，有很多的城市如台北，新加坡，吉隆坡，首爾等都想爭奪亞洲
金融中心的位置而不可得。什麽？是因它們的地理位置不夠好嗎
？是他們的人口素質不夠高嗎？都不是！而是因他們沒有中國這
樣一個巨大的市場作支撐！

香港回歸後，在祖國大陸的支援下，戰勝美國導致的金融風
暴，進入高速發展階段，同時再大陸華東水災時，港人也傾囊相
助，中華民族血濃于水的情感得到最好的體現。

然而，香港繁榮的原因也正是香港走向平淡的原因。香港的
繁榮，來自于當時的中國和西方直接交流的不暢。這是一個暫時
而非永久現象，所以自然是過了這個村，就沒有這個店了。中國
大陸不可能特殊時期發展起來的香港，而壓制其他也有得天獨厚
優勢的城市的發展，只不過這個暫時現象持續了一代人的時間，
所以被這一代人視天經地義的事。

九十年代以後，中國以更開放的姿態向世界開放。中國大陸
有上海，北京，廣州，深圳等一線城市，香港不再是中國唯一的
對外窗口。現在上海的國際地位已然超越了香港，香港的平淡和
上海的崛起幾乎是同步的，不能說是上海搶占了香港的資源，只
能說是時勢造英雄！

同時因回歸後，由于“一國兩制”執行中，凸顯“兩制”弱
化“一國”，香港經濟規劃上並沒能與大陸完全同步，導致經濟
結構不合理，再由于文化和政治上未去殖民化。再加上時代已經
變了，香港的崛起得益于轉口貿易，但現在是網絡時代，許多的
商務貿易活動都可以通過互聯網完成，因轉口貿易而崛起的城市
本來就在萎縮。而香港沒有跟上時代的變化，一些人進而懷念英
國的殖民時代，躺在過去的輝煌，怨天怨地怨大陸，民生進一步
惡化，在加上外部勢力的推波助瀾，進而導致謀求特殊經濟政治
地位的社會動蕩事件發生。

香港應該審視自己，時代變遷不可怕，一時的沒落也不可怕
。香港真正的問題在于，大多數香港人對于時代的變化還沒有任
何的意識，只是將所有的痛苦都丟給大陸。

人都不願承認自身的不足，而喜歡把責任推到別人的頭上。
香港人不懂香港的崛起是依托大陸市場的結果。所以，他們是在
迷茫中稀裏糊塗發展起來，又在迷茫中稀裏糊塗的停滯不前。如
果繼續執迷不悟，香港也會在迷茫中稀裏糊塗的衰落下去。

四、再出發階段（2022--）
時代已經變了，時代一直都在變。
以貿易主的“大航海時代”，這個時代擁有貿易的通道就擁

有財富，香港起源于這個時代，得益于這個時代，繁榮于這個時
代。和“大航海時代”幾乎同步的是“工業時代”，也就是大工
業大制造時代，技術和專利以及規模經濟能帶來巨大財富。歐美
國正是“工業時代”的大贏家。

而現在“數字經濟時代”，”生物科技時代“，信息王，互
聯網改變了一切。這個時代才剛剛開始，香港因“大航海時代”
的退場而平淡，未必就不能因“數字經濟時代”的開始而重新繁
榮。

2022年是香港回歸25周年，也是香港的新起點。
中央政府在政治上確保“香港國安法”和新選舉制度實施，

並舉行了選委會、立法會和行政長官叁場選舉，生了第六屆特區
政府管治團隊，試圖香港發展創造了穩定的政治環境與社會環境
，香港能否從錯綜複雜的國際形勢和疫情影響中突圍，抓住發展
新機遇，考驗著香港新一屆管治團隊的智慧和擔當。

猶如內地改開初期，鄧大人定的：“不爭論”，“發展才是
硬道理”。

香港發展的曆史，香港的獨特地理人文環境，注定香港有先
發優勢。香港整個人口素質是得到國際認可的。依托于這麽好的
人口素質，完全可以做更好的發展，比如金融，旅遊購物，教育
，服務貿易。

隨著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國家“十四五”規劃，只要香港經
濟 全融入整個中國經濟大發展的格局中來，找准自己的優勢定
位依托內地，面向世界，唱著”國際歌"，就一定能再創輝煌。

題外話
近日由黃覺、胡杏兒等主演的《獅子山下的故事》登陸大陸

央視一套並在騰訊視頻首播。該劇時間跨度長達近四十年，少見
地以在港小人物所曆經的人生起伏，來反映香港回歸前後的時代
變遷。開播後收視率直沖第二。

在上世紀70年代至2006年也有一部《獅子山下》系列單元
劇，以處境故事述說一般市民的生活和他們對社會民生的看法。
這些故事反映當時草根階層的掙紮曆程、如何面對種種生活挫折
，並見證了香港曆史。一曲《獅子山下》重新喚起伴隨著香港度
過艱難歲月，引領香港從貧窮落後走向繁榮豐盛的“香港精神
”------一股自強不息、不屈不撓，在艱難中打拼的信念。

主題曲《獅子山下》的歌詞，就是獅子山下人們奮鬥精神的
概括：人生不免崎，難以絕無挂慮。既是同舟，在獅子山下且共
濟。棄區分求共對，放開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同舟人
誓相隨，無畏更無懼。同處海角天邊，攜手踏平崎，我哋大家，
用艱辛努力寫下那不朽香江名句。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自己的觀點）

新香港，回歸25載
再出發--背靠內地，面向世界

（本報訊）借助“乒乓外交50週年團體巡迴賽”的強勁旋
風，第一屆梓荷杯乒乓球雙人團體賽於2022年6月18日星期六
在中國人活動中心CCC乒乓球俱樂部圓滿舉辦。

本次梓荷杯比賽由Zeeknox 致諾公司的劉驥先生贊助，劉驥
也是CCC的球友，梓荷是他可愛的五歲女兒，劉先生以女兒的
名字冠名比賽是希望他的孩子以及更多的青少年喜歡乒乓運動。
因此他選的搭檔是十歲的女孩崔雨薇（五一），球友們都感受到
了劉驥扶持後輩的良苦用心。劉先生表示梓荷杯還會有第二屆、
第三屆。 。 。希望成為休市每年一度的乒壇盛事。

這次梓荷杯比賽大家報名踴躍，不到兩天就報滿了，動作慢
的只能在候補名單上。共48名老中青少各個年齡段的乒乓愛好
者參加，年齡最長的黃良民先生已經84歲了，正反面都是長膠
削球；年齡最小的男孩十一才六歲，和姐姐五一一起學打乓乓，
姐弟倆進步神速，是未來之星。真是休市乒壇，熱鬧非凡；寶拍
未老，新人看好。

比賽不分組別，每隊由兩人組成，各隊隊員將按照美國乒協
積分和實際水平，由組委會根據排列決定低分搭配高分組成，第
一輪分4組循環賽，各組6個隊取前兩名進入前8名，即第二輪
的淘汰賽。各隊比賽順序為單打-單打-雙打，3場2勝制，比賽
順序不抽籤，單打按強對強弱對弱進行，每場球也按3局2勝制
。

中老年選手們雖然很多都是爺爺奶奶級別了，但大家依然生
龍活虎，老當益壯，經過一天的激烈角逐，從小組循環賽到半決
賽和決賽，不畏強手，勇於拼搏，體現了優良的體育競技的精神

。雖然參賽選手都是業餘選手，但不乏專業水平，包括美國乒乓
球公開賽、歷屆全美老年運動會、Huntsman世界老年運動會乒
乓球大賽各年齡組的獎牌獲得者。

在業餘選手中，乒乓球比賽發球違例或者有爭議是常有的事
，組織者之一、裁判長熊長材先生在賽前提醒大家一些發球注意
事項，球友們在發球時盡量做到規範化。這次比賽有美國乒協裁
判證書的球友承寧一邊忙著打比賽、一邊忙著當裁判，盡己薄力
，樂在其中。

由於比賽的規則相當公平，每個隊搭配的比較合理，經常兩
場單打持平，靠雙打一決高低。雙打不僅靠技術、配合，還靠戰
術、心理，甚至要拼體力。所以比賽結果撲朔迷離，難以預料。
八十歲高齡的徐金富先生從小組賽一路打到決賽，一天打了十二
場，計步器上顯示走了22000多步；陳幸亞小組賽時腿部肌肉抽
筋，她敷了藥膏稍事休息繼續拼搏，輕傷不下火線；劉驥則是腳
部舊傷復發，忍痛堅持打到決賽。

季軍爭奪戰在黃寅昭、王俏燕和蔡榮、王先德兩隊之間展開
。黃寅昭和蔡榮都是CCC的資深會員，王俏燕和王先德則是十
幾位第一次參賽選手中的兩位，兩隊單打握手言和，雙打黃寅昭
、王俏燕以3：2險勝，第五局9平後連得兩分，榮獲季軍。

冠亞軍決賽開始已經晚上6點多，兩場單打都不同尋常，劉
驥對陣王淵，前者因傷單打棄權，失去一分；第二單打在10歲
的五一和80歲的徐金富先生之間展開，徐先生在0:2失利後太累
了也放棄了單打，爭取多一點時間休息備戰雙打。接下來劉驥、
五一隊和王淵、徐金富隊拼雙打爭冠軍，已近晚上7點，雙方打

得十分激烈，精彩場面不斷上演，場上場下喝彩聲、加油聲和掌
聲持續不斷。

裁判承寧、計分員小郭認真負責，決賽前4局2:2打成平手
，最後第5局決勝局劉驥、五一還是年輕力壯，技高一籌，奪得
來之不易的冠軍！

俱樂部龔文權部長為第一屆梓荷杯乒乓球雙人團體賽獲獎者
頒發獎杯和獎金：

第一名：劉驥、崔雨薇
第二名：王淵、徐金富
第三名：黃寅昭、王俏燕
第四名：蔡榮、王先德
五至八名（並列）：房文清、徐通增；汪宏正、鍾正華；溫

南西、李健；李書源、李燦準各小組第三名（並列）：孫耀鵬、
張文瑞；余鋒、黎玉瓊；範景智、司徒；駱愛軍、梁天光衷心感
謝俱樂部龔文權部長尤其是熊長材先生忙前跑後組織這場比賽，
球友們賽后共進晚餐，暢談甚歡！

中國人活動中心乒乓球俱樂部成立於2005年，旨在“強身
健體, 交友聯誼”，為乒乓球愛好者提供一個練球、健身、交友
的平台。歡迎大家以球會友，加入我們的乒乓大家庭，快樂乒乓
、身體健康！

中國人活動中心乒乓球俱樂部
5905 Sovereign Dr. #130 Houston, TX 77036
聯繫人：龔文權 (832) 646-4169

第一屆梓荷杯乒乓球雙人團體賽圓滿舉辦

全體參賽運動員合影全體參賽運動員合影 裁判長熊長材在記錄戰績裁判長熊長材在記錄戰績

贊助商企業家劉驥賽前講話贊助商企業家劉驥賽前講話老少同台乒搏老少同台乒搏未來之星五一未來之星五一裁判承寧在記分裁判承寧在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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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威溫網復出戰留憾
鄭欽文挫前美網冠軍

綜合新華社報道 女子網壇傳
奇人物“細威”莎蓮娜威廉絲連續
第二年在她曾7次奪得女單桂冠的
溫布頓網球賽止步首圈。中國新銳
鄭欽文則上演奮起直追好戲，送走

前美網冠軍史蒂芬絲。
擁有23個大滿貫單打冠軍頭銜的細威去年溫

網首圈半途滑倒，因傷淚別倫敦後近一年沒有再亮
相賽場，世界排名亦跌出了1,000外。不到兩周
前，40歲的她突然宣告將回歸這項草地大滿貫，面
對首次獲得溫網正賽資格的24歲法國球手坦恩，
在5：7首盤落敗後憑藉依然強大的發球和強力正
手以6：1回敬一盤，但第三盤卻在率先破發下被
逼和6：6。在決勝局，曾落後0：4的坦恩最終以
10：7讓巨星失色。坦恩巧妙的削球和多變的線路

給細威帶來了很大麻煩，賽後她對能獲勝表示驚
喜，“到現在我也不能置信。”去年傷退淚別溫網
的細威這次微笑着離場，她告訴記者不管怎樣都已
比去年結果好；至於大家未來還能否在賽場見到
她？“我沒辦法回答。誰知道我是不是會突然跳出
來。”細威說。同樣是第一次參加溫網正賽的鄭欽
文也挑落名將，19歲的她兩盤都是在先遭破發下後
來居上，以7：6(1)和7：5送走前美網冠軍史蒂芬
絲。“從整體看發揮不錯，草地賽節奏快，失誤會
更多一些。第一盤開始感覺不是特別好，但自己努
力調整，實現逆轉，總體來講非常滿意。”比賽中
發出7個ACE球，但也出現了9次發球雙錯誤的鄭
欽文說。另外，今年法網男、女單打冠軍拿度、施
禾迪當日雙雙闖過首關；中國“金花”王薔、張帥
也挺進第2圈。

中國跳水隊中國跳水隊

◆王宗源從
第一跳開始就全
程領先，六輪動作
幾乎沒有瑕疵。

新華社

世錦賽添兩金世錦賽添兩金

王宗源與曹緣之前已搭檔在雙人3
米板比賽中奪冠，來到單人項

目，兩人又以準決賽前兩名的身份晉
級決賽。從第一跳開始，王宗源就一
路領先，全部6個動作有5個都獲得
當輪最高分，最終以561.95分、領先
排名第2的曹緣69.10分的巨大優勢奪
冠。“今天的決賽，中間三跳還是感
覺差一點，307C、207C和5156B三
個動作還是有些遺憾，但是前兩跳和
最後一跳還是比較滿意的。”王宗源
在賽後接受採訪時表示。東京奧運會
上，王宗源輸給隊友謝思埸在該項目
中獲得銀牌。“其實比賽中還是更多
關注自己的動作，而不是說關注在多

少分、第幾名，也不會去看對手的分
數和我差多少、對手跳得怎麼樣，而
是去想自己的各個技術要領。”王宗
源說。27歲的老將曹緣連續兩屆世錦
賽在該項目中奪得銀牌，這也是他在
奧運會和世錦賽上獲得的第13面獎
牌。在男子跳水歷史上，僅有俄羅斯
傳奇名將薩烏丁在這兩項大賽中獲得
的獎牌數比他多。“今天還是有些地
方不夠穩，有一些細節，比如起跳高
度、姿態處理得不夠好，如果說這個
能夠再完美一些，可能分數會上去一
些。”曹緣說。

東京奧運會該項目銅牌得主、英
國名將拉弗“驚險”地獲得一枚銅
牌。上屆世錦賽他在一路領先下最後
一跳207C出現嚴重失誤，痛失金牌。
本次決賽，他把207C放到了自己的第
四跳上，結果再次出現重大失誤，只
拿到37.80分，該輪過後排名下降到第
6。後來這位27歲老將及時調整心態，
最後兩跳分別拿到91.20和97.50的高
分，最終以473.30分拿到銅牌。預賽
中穩居第1的練俊傑/楊昊，在雙人10

米台決賽中依然發揮穩定，六輪下來
以467.79分為中國隊再添一金。英國
組合馬菲李爾/諾亞威廉斯以427.71
分奪得亞軍，加拿大組合維恩斯/森
博梅利以417.12分摘得銅牌。截至目
前，在世錦賽男雙10米台項目上，中
國隊奪得了12面金牌中的9面。該項
目是中國跳水隊在東京奧運會上唯一
“失手”錯過金牌的項目。

“我們是一對新組合，近期參賽
比較少，多少有一點兒緊張。相對於
大賽表現而言，我們今天不算完美，
但總體來說比較穩定。”楊昊說，
“這次贏得並不輕鬆，我們仍然記得
東京奧運會上中國隊錯過了這個項目
的金牌，現在把這個冠軍拿回來。”
2017年布達佩斯世錦賽，楊昊搭檔陳
艾森奪得該項目金牌，第二次在世錦
賽該項目上奪冠的楊昊對此感慨道：
“時間過得真快，轉眼已經5年，身
邊搭檔已經換了，隊裏同伴也在變
化，不變的是，大家一直在進步。跟
不同的搭檔都拿到這塊金牌，非常開
心。”

王宗源全程領先強勢摘冠
楊昊練俊傑新組合奪佳績

綜合新華社和中新社報

道 2022年游泳世錦賽當地時間

28日在匈牙利布達佩斯繼續進行跳水

項目比拚，中國跳水隊一日收穫兩金。

在男子3米板決賽上，中國選手王宗源、

曹緣以絕對優勢包攬冠亞軍，男子雙人

10米台決賽練俊傑/楊昊組合以完美發

揮奪冠。截至當日比賽結束，中國

跳水隊已在本屆世錦賽獲得

4面金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郭正謙）亞洲足協盃J組於
6月30日迎來終極一戰，首仗力克理文的東方龍獅只
要對台南FC保持不敗即可晉級。雖然球隊仍受傷兵
問題困擾，不過在亞洲盃外圍賽有出色表現的港腳孫
銘謙卻停賽刑滿復出，有助提升東方龍獅鋒線威力，
爭取以小組全勝姿態晉級。

東方雖然因為種種問題未能全力出戰今屆亞協盃
小組賽，不過重用小將下反而帶來驚喜，在年輕球員
馬希偉及朱偉鈞均有不俗演出之下，上仗以3：1擊敗
理文掌握出線主動權，今仗只要對台南FC保持不敗
即告晉級。

孫銘謙急不及待復出爭連勝
大戰前夕，東方陣中亦有好消息傳出，前鋒孫銘

謙今場停賽期滿復出，對人手緊張的東方而言可謂及
時雨。這名年輕港腳表示，自己已經準備好為球隊爭
出線獻一分力：“上一場只能坐在看台觀戰特別着
急，看到球隊贏波當然十分開心，更有動力在今場有
好表現幫助球隊晉級。我們為了亞協盃準備了很長時
間，如果順利出線可以證明我們的努力沒有白費。”

上仗東方踢出銳利的快速反擊成為贏波關鍵，而
今場非勝不可的台南FC亦很可能以攻代守，擅長突
破的孫銘謙復出無疑增加了球隊的反擊本錢，他與上
仗梅開二度的巴杜姆鋒線組合令人期待。雖然出線形
勢佔優，不過東方主帥盧比度卻未敢掉以輕心：“目
前每隊都仍有機會出線，形勢有點複雜，今場絕對是
一場硬仗，我們需要小心應付，全場保持高度集
中。”

而香港主帥郭嘉諾領軍的台南FC上仗雖然不敵
理文，不過球隊卻成功製造不少威脅，只是未能把

握。他們要出線必須淨勝東方兩球，難度不小，郭嘉
諾表示會維持球隊一貫的主攻踢法，雖然部分球員有
傷未能上陣，但有信心球員體能可以應付四天兩賽的
頻密賽程，在今場踢出自身風格爭勝。

◆◆鄭欽文連續兩盤後鄭欽文連續兩盤後
來居上來居上。。 法新社法新社

◆ 細威結束溫網一輪
遊，揮手道別。 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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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俊傑與楊昊合力摘下國家跳水隊在練俊傑與楊昊合力摘下國家跳水隊在
今屆世錦賽的第今屆世錦賽的第44面金牌面金牌。。 新華社新華社

◆◆曹緣獲得亞軍曹緣獲得亞軍，，賽後他指自己有賽後他指自己有
些地方還可以做得更好些地方還可以做得更好。。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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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賽前記者會上在賽前記者會上，，盧比度盧比度((左左))指即使形勢佔指即使形勢佔
優優，，預料這仍將是硬仗一場預料這仍將是硬仗一場。。 東方龍獅圖片東方龍獅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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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畫頁

这天晚上，许刚从一家饭店里出来，两腿打

晃地走向自己的座驾，一看那样子，就知道喝了

不少。好在他还没有彻底喝傻，拉开车门的同时

，似乎意识到了什么，猛地拍了一下脑门，现在

对酒驾查处得那么严，这不是往枪口上撞吗？

许刚从兜里掏出手机，打开代驾平台，用手

指戳了半天，也没找准目标。就在这时，一辆电

动滑板车停在他面前，一个留着爆炸头的男青年

殷勤地询问：“大哥，需要代驾吗？”

爆炸头很机灵，没等许刚回答，便打开后备

厢，把滑板车放进去，笑嘻嘻地说：“您通过平

台下单，还得等;我通过平台接单，被人家抽提成

，也会赚得少。还不如这样，方便又划算，您说

对不对？”

许刚点头表示同意，他打着酒嗝坐到后座上

，爆炸头问清地址后，开着车上了路。这家伙嘴

闲不住，吸了吸鼻子说：“大哥，您喝了多少啊

？味儿这么大！”

许刚大着舌头说：“也没喝多少，三个人喝

了四瓶高度白酒。”爆炸头啧啧连声：“快一斤

半了，这还没多少？绝对的酒场高手！”

“没办法。”许刚嘿嘿一笑，“我这人朋友

多，酒局当然也多，大家都叫我许三多！”

爆炸头一边开车，一边奉承：“看您这派头

，就是个领导！”

许刚乐呵呵地说：“算不上什么领导，也就

是个公职人员。”

眼看快到许刚家了，爆炸头的手机突然响了

，他接起来一听，顿时脸色一变，嚷嚷道：“什

么？有这种事？好好好，我马上到！”

爆炸头把车靠边停下，一边开车门一边对许

刚说：“大哥，我女朋友在酒吧给我打电话，说

有流氓骚扰她，让我赶紧过去……”

许刚一听急了：“你这算哪门子代驾？半路

上把我撂下，让我怎么回去？”

爆炸头连声道歉：“对不起了，大哥，我也

是第一次遇这事，代驾费我不要了还不行吗？”

许刚生气地说：“还有几百米就到了，你先

把我送到再走，分分鐘的事！”

爆炸头摇摇头说：“一秒我都不敢耽搁，我

女朋友真要出了什么事，她非踹了我不可！”他

取下滑板车，临走前对许刚说：“大哥，这片儿

没交警，就那么点路，您自己慢慢开回去吧！”

他踩着滑板车，火急火燎地滑远了。

许刚无奈地从后座上下来，坐到驾驶位上，

发动了车子。好在路程很短，他觉得应该不会出

什么问题。可偏偏怕什么来什么，突然从后面开

过来一辆车，不知怎的，一下子撞到了许刚的车

屁股上。

许刚火冒三丈地从车上下来，冲着那辆车吼

道：“你……你怎么开车的？这种距离也能追尾

？”

从那辆车上下来一胖一瘦两个男人，胖子阴

阳怪气地说：“嚷嚷什么？是我的责任，我绝不

会逃避，该赔多少我都认。”

许刚说：“那就简单了，商量个价吧。”

胖子摇了摇头说：“我没有私了的习惯，咱

们还是等交警来吧。”他吩咐那个瘦子：“快给

交警打电话。”

瘦子答应一声，掏出手机。许刚愣了一下，

摆摆手说：“我没工夫奉陪，算我倒霉，不用你

们赔了！”说完他转身就要上车。

不料胖子快步上前，拦住了他，皮笑肉不笑

地说：“哥们儿，身上好大的酒味儿，喝了不少

吧？”

许刚瞪了他一眼，没好气地说：“关你什么

事？”

胖子理直气壮地说：“怎么不关我的事？酒

驾醉驾是对他人生命安全很不负责的行为，说不

定什么时候我就成受害者了，人家执法机关都说

了，对酒后驾车进行举报，是每个公民的权利和

义务！”

许刚不服气地说：“我叫了代驾的！”胖子冷哼

一声：“代驾在哪儿呢？我咋没看到？”

许刚解释说：“他临时遇到点事儿，中途下

车走了，我寻思着已经到家门口了，也犯不上再

找代驾了，这才自己开了一小段。”

胖子点点头说：“要这么说的话，也算情有

可原。不过既然你找了代驾，肯定会有平台订单

，让我看一看行不？”

许刚底气不足地说：“没订单，是他主动招

呼我的，没通过平台。”

胖子撇了撇嘴说：“空口无凭，谁会信你的

话？何况就算你找了代驾，也不能否认你醉驾的

事实，还是等交警来吧，他们会秉公处理的！”

许刚被捏住了七寸，只能使劲说好话，可胖

子不为所动。情急之下，许刚在身上摸出几张百

元大钞递了过去：“一点小小心意，你买几包烟

抽，放兄弟一马，兄弟感激不尽。”

胖子瞟了他一眼，干笑一声说：“你打发要

饭的呢？这点钱就想消灾免祸？”

许刚皱起了眉，问：“那你想要多少？”

胖子竖起三根手指，慢吞吞地说：“三万块

，一个子儿都不能少！”

许刚差点跳起来，瞪着胖子嚷道：“你这是

敲诈勒索，信不信我报警？”

胖子一副有恃无恐的表情，冷笑一声说：

“你现在就报啊，不报是我孙子！”

许刚不禁噎住了，等警察来了，人家胖子根

本就不会承认要钱的事，但他醉驾的事实却是否

认不了的，这岂不是作茧自缚？没办法，许刚只

能继续求饶：“你们能不能少要点？就这么点事

儿，让我出三万，我也太亏了吧！”

“一点都不亏！”胖子很有耐心地劝道，

“让我来帮你算一笔账，你喝了这么多，肯定算

醉驾了！醉驾处罚有多重，你不会不知道，那是

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如果你是国家公职人员，判

处刑罚之后，还会被单位开除。你想想你的损失

有多大？相比之下，三万块算什么？”

许刚似乎意识到了什么，他指着那两个人说

道：“我明白了！那个代驾跟你们是一伙的，怪

不得他不用平台接单，怕暴露个人信息对吧？怪

不得他一上车就套我的话，想根据情况定敲诈价

码对吧？你们就是一个诈骗团伙！”

胖子脸一沉，冷笑道：“凡事要讲证据，现

在唯一的证据，就是你醉驾的事儿，是要破财消

灾，还是想因小失大，你自己看着办！我们的耐

心是有限的，给你两分钟的时间考虑，两分钟之

后，我们会直接报警，到时候你可别后悔！”

一分钟不到，许刚就妥协了，他气呼呼地说

道：“把账号发过来！”

胖子却说：“我们只收现金，你自己想办法

。”显然，这帮家伙十分狡猾，不想留下转账记

录，不想留下任何证据。

没办法，许刚只好拨通了小舅子的电话：

“我现在急需三万块现金，你快去我家一趟，取

了送过来，这会儿不方便说话，随后再跟你解释

……”

不一会儿，一个戴着头盔的小伙子骑着电动

车过来了，车把上挂着一个黑包，胖子和瘦子交

换了一个大功告成的眼神，从小伙子手里接過黑

包。不料，小伙子突然牢牢握住了胖子的手腕，

掀开头盔喝问道：“死骗子，还认识我吗？”

胖子强作镇定地说：“谁认识你？快松手！”

小伙子怒冲冲地说：“你以为装傻充愣，就能

蒙混过关了？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半个月前

，你们就是用这样的手段，坑了我一万块钱！”

旁边的许刚乐呵呵地说：“没你姐夫价码高

，大概这帮家伙听我说自己是公职人员，怕丢工

作，升了价码！”

胖子强撑着说：“我根本不知道你们在说什

么，小心我告你们诽谤罪！”

小伙子“呸”了一声说：“我和姐夫早就定

好了暗号，接到他电话之后，我就报警了，你们

一会儿向警察告状去吧！”这下胖子和瘦子有点

慌了，看上去蠢蠢欲动，似乎想动手。

许刚突然捡起一块砖头，一劈两半，冷冷地说：

“我劝你们别做无谓的反抗，要不然让你们尝尝

一名边防老兵的厉害！虽然退伍多年了，但收拾

你们这种混混，还是不在话下的！”

胖子不甘心地嚷道：“就算警察来了，我们也不

怕，你们有什么证据？”

许刚淡淡一笑说：“你们大概不知道吧，最

近一段时间，我每天都会在小舅子被骗的地点附

近，以醉酒者的身份出现，等的就是你们！我这

只腕表，就是一个微型摄像机，已经把事件全程

录了下来，你们两个，还有那个冒充代驾的，一

个都跑不了！接受法律的惩罚，是你们唯一能做

的事儿。”

胖子困兽犹斗，红着眼睛喊道：“你刚才醉

酒驾驶总是事实吧？我一定咬你到底，让你付出

代价！”

许刚哈哈大笑，解开外套的衣扣，露出里面

的衬衫，说：“我根本就不会喝酒，你们闻到的

浓烈酒味儿，来自于这件衬衫。为了迷惑你们，

我用酒把它泡透了……”

胖子和瘦子终于耷拉下脑袋，此时远处传来

了警笛声……

醉驾风波

本報記者黃麗珊報導本報記者黃麗珊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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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ardson Branch     Harry-Hines Branch     Legacy Branch        Carrollton Branch        Arlington Branch      Garland Branch      Plano Branch           City of Industry Branch     Alhambra Branch    Arcadia Branch 
972-348-3488              972-348-3433               972-348-3466          972-428-5088               817-261-5585            972-272-3375         469-429-2422          626-667-3988                      626-863-1980           626-321-4455 
 

www.afnb.com 

877-473-1888 
Call us for more information! 

 Split bill with a friend 
 Pay a bill 

 Deposit checks 
 Send money 

Convenient, Fast, Secure 

Make Deposit or Send Money Directly 

生活難料
加入健保
如果您因為離職而失去健康保險或需要更新
健保計畫，家裡多了個寶寶，或是滿��歲。擁有
健保比您想像的更容易。您可於規定期限內在
HealthCare.gov加入容易負擔、低價的健保計畫。

由美國衛生及公眾服務部資助

1-800-318-2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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