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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物資協助災民重建家園捐贈物資協助災民重建家園
休士頓國際區區長李蔚華休士頓國際區區長李蔚華((右三右三))與越南社區救助站與越南社區救助站
負責人負責人((右二右二))﹑﹑東北同鄉會會長張玉誠東北同鄉會會長張玉誠((左一左一))與東北與東北
總商會會長高緒春總商會會長高緒春((左二左二))等人一同捐贈物資給受災等人一同捐贈物資給受災
居民居民﹐﹐提供重建家園所需的援助提供重建家園所需的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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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美南國際電視STV15.3政論
節目休士頓論壇節目本週四探討分析這次哈維颶風造成的重大
災後與災後重建和賠償，邀請許多評論員針對從淹水形成到災
後重建鞛賠償和保險等資訊與觀眾分享。

現場邀請多位評論員包括資深保險規劃師常中政、摩根史
坦利財務顧問馬健、休士頓大學維多利亞分校經濟學教授陳建
賓和德州專業工程師委員會主席及前糖城市議員黃安祥一起加
入討論。

討論議題針對此次哈維颶風造成的重大災情做延伸，包括
「休士頓為何容易淹水？」、 「休士頓兩座水壩建於二戰後，

帶來何種作用」、 「Fort Bend County防洪堤難擋暴雨量」、
「水壩洩洪淹更，居民提告市政府」、 「哈維對休士頓經濟衝

擊大」、 「八成受災房屋未保水災險，損失難估」與 「水災險
申辦，30天後生效」。

常中政表示，這次800年一遇的哈維颶風，造成的淹水災
情可暴露出防洪堤在這種暴雨肆虐下的隱患，因為不只風災帶
來的洪患，許多住戶都是因為Addicks和Barker水壩災後洩洪
，而導致的二次淹水，甚至災情比實際颶風還慘重。

黃安祥說，休士頓面臨兩大問題，下雨時洪水排不出去外
，再來當上游雨勢較大時，也會影響下游的居民，因此在1945
年時建造兩個蓄水池才儲存雨量及供水作用，幾十年來也發揮
良好作用。

只不過
，近幾年來
隨著土地過
度開發，原
本是土壤草
皮的地方，
房屋林立，
水排不出去
，淹水情形
愈來愈嚴重
，防禦疏洪
的工作都顯
然不足，這
就必須聯邦政府要做妥善的經費支出，來建造更大的蓄水池儲
存雨量。

節目上也說，哈維帶來經濟衝擊嚴重，損失高達1500億
到2000億，對全德州甚至全美都造成嚴重影響。

錯過這次播出的觀眾，除鎖定美南國際電視台STV15.3外
，也可藉由網路直播，Youtube 搜尋 Houston Asian Voice TV
Forum (Live Stream)， 或 http://www.youtube.com/channel/
UCbk0l-YLidz0v0pRojp3d-w/live，也可掃描報上直播網站二
維碼，手機收看。請敬請鎖定本台節目預告。

休士頓論壇談颶風哈維災後重建
可掃描二維碼觀看

美南日報歡迎各社團及僑胞踴躍投稿
【本報訊】為掌握新聞脈動和社區時事，豐富美南日報內容資訊，本報歡迎各社團、僑胞和讀者供稿，隨時來信發布新聞稿、專欄徵文，字數不限，如有配圖請註明圖說，投稿請發送

到scdailynewsroom@gmail.com編輯部。

美南日報全新改版上線美南日報全新改版上線 英文版英文版
Southern DailySouthern Daily與主流接軌與主流接軌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為服務廣大讀者群，提升美
南日報多元性及可讀性，並與主流社會接軌，美南日報自9月
6日起全新改版，新增英文報版面，全新 「Southern Daily」已
於本週上線，頗獲大眾好評，一周七天，提供各族裔讀者最新
國際及美南社區新聞時事，一手掌握天下事。

全新的美南日報，內容資訊更加豐富多元，除維持以往國
內外與中港台新聞大事、社區新聞、工商版塊、教育、文化、
體育和影視新聞品質不變外，英文報版面也提供國際重大新聞

資訊，並且囊括許多其他商業、經濟、市政、教育和社區新聞
，提供生活所需信息。近期也刊載許多哈維颶風災後重建及賠
償等資訊，讀者可隨時掌握第一手消息。

英文報也歡迎廣告商家豐富版面，有興趣及需要的商家，
可洽韋霓 Winnie(301)509-1137、秦鴻鈞 Christi(713)306-6808
、黃麗珊Nancy(713)818-0511、朱幼楨Emerson(713 )828-2689
及黃梅子Jenny (832)260-8466。

Southern DailySouthern Daily英文報已推出英文報已推出，，獲得大眾好評獲得大眾好評。。

評論員馬健評論員馬健((左起左起))、、陳建賓教授陳建賓教授、、德州專業工程師委員會主席黃安德州專業工程師委員會主席黃安
祥與常中政祥與常中政。。 ((常中政提供常中政提供))

休士頓論壇二維碼休士頓論壇二維碼，，掃描即可觀看節目掃描即可觀看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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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休斯頓訊) 蔬菜和水果富含多種礦物質、維生素、水與膳食纖維，不但具
足四大營養素，並且含有微量的蛋白質、脂肪、和碳水化合物，是能夠打造健康的
神奇食物。喜歡喝蔬果汁的朋友都明白，蔬菜和水果一旦榨成汁，差不多所有的養
分都跑到蔬果汁裡，因為未經煮、炒，絕大部份的養份得以保留。

休斯頓的李醫師中醫診所提倡生機飲食，其中，用慢磨原汁機所製作出來的新
鮮蔬果汁，就是高能量的濃縮營養食物，可說是食療或食補的濃液。

這款慢磨原汁機十分被李醫師推薦，因為慢磨原汁機不僅健康，而且榨出的果
汁喝起來也非常棒，不需要加任何配料，就可以做出特別好喝的果汁。這款Kuving
慢磨原汁機，是現在最受歡迎的品牌，非常好用，適合群體大眾使用。

最關鍵的是，慢磨原汁機還能夠適合不同的需求，例如，一般榨汁機所榨出的
果汁，是不能給嬰幼兒和有特殊情況的病人喝，但是，慢磨原汁機的果汁，則很適
合那些特殊群體。

Kuving慢磨原汁機與榨汁機比較
1、轉速問題

慢磨原汁機每分鐘70-80轉，不僅不會破壞營養素，而且全部保留了鮮榨果汁
的活性；一般榨汁機每分鐘幾千轉，會瞬間高速高溫的破壞果汁的活性，原因是超

過40度，蔬果汁營養素的溫度承受力
就會失效，直接會導致果汁失去營養
，甚至果汁變質。
2、出汁方式與口感問題

慢磨原汁機榨汁的方式是研磨，
普通榨汁機榨汁的方式是先“割”後
“甩”，二者造成不同的結果，慢磨
原汁機口感靠近水果本身，而普通榨
汁機則可能會出現 「泛苦」這個問題
。
3、優點

Kuving 慢磨原汁機的優點是：外觀漂亮、設計人性化、安裝方便、清洗容易。
工作時聲音很小，出汁率非常高。

Kuving 慢磨榨汁機的休士頓獨家代理是李醫師中醫診所 - 中醫肝膽科，地址
是 9440 Bellaire Blvd. #222, Houston, TX 77036（中國城百利醫療中心 - 國泰銀行二
樓）。歡迎洽詢，電話：832-405-5566。微信號：drlihealing。

【【本報休士頓報導本報休士頓報導】】在哈維橫掃在哈維橫掃
休斯頓之後休斯頓之後，，無論是遭受水災或風災無論是遭受水災或風災
，，不少民眾面臨需要搬家的情況不少民眾面臨需要搬家的情況，，四四
季搬家公司特別提供優惠價格季搬家公司特別提供優惠價格，，讓這讓這
些需喬遷的民眾少操一點心些需喬遷的民眾少操一點心，，安心的安心的
在新居重新開始在新居重新開始。。

無論是個人或是企業無論是個人或是企業，，當需要搬當需要搬
家的時候家的時候，，因為面臨的是全面性的變因為面臨的是全面性的變
動動，，就需要找個可靠而專業的搬遷團就需要找個可靠而專業的搬遷團
隊來協助隊來協助，，能夠省掉許多不必要的麻能夠省掉許多不必要的麻
煩煩，，不用那麼操心不用那麼操心。。休士頓地區的四休士頓地區的四
季搬家與倉儲公司季搬家與倉儲公司(All Seasons Moving(All Seasons Moving
＆＆Storage)Storage)，，在業界擁有三十二年的搬在業界擁有三十二年的搬
家經歷家經歷，，秉持一貫專業原則及可靠的秉持一貫專業原則及可靠的
態度態度，，在糖城和大休士頓地區贏得良在糖城和大休士頓地區贏得良
好的聲譽好的聲譽。。

無論是家庭個人搬家無論是家庭個人搬家、、或是公司或是公司
行號行號、、乃至於大企業喬遷乃至於大企業喬遷，，或者特殊或者特殊
搬遷如搬遷如：：鋼琴鋼琴、、展場展場、、繪畫等繪畫等，，四季四季
搬家都能圓滿的達成客戶的期待搬家都能圓滿的達成客戶的期待。。在在

搬家過程中雖然有諸多細節要注意搬家過程中雖然有諸多細節要注意，，
而四季搬家訓練有素而四季搬家訓練有素、、專業的搬運工專業的搬運工
都會努力做到都會努力做到，，讓客戶盡可能減少搬讓客戶盡可能減少搬
遷過程的壓力遷過程的壓力。。

四季搬家領有政府認證執照四季搬家領有政府認證執照，，提提
供免費估價供免費估價。。公司有各種大小貨車公司有各種大小貨車，，
專門長短途搬運專門長短途搬運，，對需頻繁搬運的公對需頻繁搬運的公
司或個人還有特別優待司或個人還有特別優待，，同時同時，，也優也優
惠前往惠前往Austin, San Antonio, DallasAustin, San Antonio, Dallas的搬的搬
運運。。
如果搬運的貨物暫時需要儲存空間如果搬運的貨物暫時需要儲存空間，，
四季搬家與倉儲公司也有倉儲服務四季搬家與倉儲公司也有倉儲服務，，
安全的保存客戶的物品安全的保存客戶的物品。。

此外此外，，有些民眾可能會需要一些有些民眾可能會需要一些
特殊的搬運特殊的搬運，，例如大型美術繪畫作品例如大型美術繪畫作品
、、各類鋼琴各類鋼琴、、古董或其它需要額外保古董或其它需要額外保
護的物品護的物品，，四季搬家與倉儲公司也提四季搬家與倉儲公司也提
供服務供服務，，幫助客戶安全地將鋼琴移至幫助客戶安全地將鋼琴移至
新的地點新的地點。。在過去在過去，，已經為許多個人已經為許多個人
、、學校學校、、大學大學、、教會教會、、或專業鋼琴家或專業鋼琴家

等進行鋼琴的搬遷等進行鋼琴的搬遷。。工作人員攜帶特工作人員攜帶特
別的設備和襯墊別的設備和襯墊，，確保客戶的珍貴財確保客戶的珍貴財
產搬遷無損產搬遷無損。。
搬家應該注意的事項搬家應該注意的事項::
11..所有東西事先規劃所有東西事先規劃、、打包打包，，小東西小東西
不要零零散散的放著不要零零散散的放著。。
22..在所有的箱子上貼標籤在所有的箱子上貼標籤，，標明內容標明內容
物物，，最好分區最好分區，，例如主臥室例如主臥室、、主衛生主衛生
間間、、客房客房、、書房書房、、廚房等廚房等，，標明標明¬¬一一
、、二二、、三三、、四等數字四等數字，，等搬過去之後等搬過去之後
要歸位會節省很多時間要歸位會節省很多時間。。
33..不用的東西趁機清掉不用的東西趁機清掉，，減少要搬運減少要搬運
的東西的東西，，把多餘或不用的捐出去把多餘或不用的捐出去，，或或
是來個車庫大拍賣是來個車庫大拍賣(garage sale)(garage sale)，，新家新家
就要有新的開始就要有新的開始。。
44..使用品質好的箱子包裝使用品質好的箱子包裝，，不要隨便不要隨便
包裝包裝。。質量好的包裝箱對物品的保護質量好的包裝箱對物品的保護
有很大幫助有很大幫助，，最終省的還是您的荷包最終省的還是您的荷包
。。
55..使用旅行行李箱使用旅行行李箱，，把個人幾天之內把個人幾天之內

要用的東西放行李箱裡要用的東西放行李箱裡，，搬過去後搬過去後，，
一方面會節省找貼身用品的時間一方面會節省找貼身用品的時間，，同同
時也節省空間時也節省空間，，節省運費節省運費。。
66..不要忘了小閣樓和車庫裡的東西不要忘了小閣樓和車庫裡的東西，，
有些人常忘了要收拾自己的閒雜物品有些人常忘了要收拾自己的閒雜物品
，，到最後反而花了更多的時間和金錢到最後反而花了更多的時間和金錢
。。
77..準備充足的箱子準備充足的箱子，，會幫助您在打包會幫助您在打包
過程中更輕鬆過程中更輕鬆，，同時預留幾個箱子同時預留幾個箱子，，
以備搬家當天最後一分鐘還有東西沒以備搬家當天最後一分鐘還有東西沒
收到收到。。
88..用顏色色標分區用顏色色標分區。。將您的新居的每將您的新居的每
個房間指定一種顏色個房間指定一種顏色，，例如廚房用黃例如廚房用黃
色色，，餐廳用橘色等餐廳用橘色等，，將顏色貼紙貼在將顏色貼紙貼在
包裝箱子上包裝箱子上，，然後在新居中然後在新居中，，把匹配把匹配
的顏色貼紙貼在每個房間的門上的顏色貼紙貼在每個房間的門上。。這這
樣樣，，搬運人員就知道應該把東西放在搬運人員就知道應該把東西放在
哪裡哪裡，，提高搬運的效率提高搬運的效率。。
99..同類的東西放在一起同類的東西放在一起。。
1010..如果有含易碎物品如果有含易碎物品，，要在箱子上清要在箱子上清

楚地標明楚地標明，，工作人員會額外謹慎的搬工作人員會額外謹慎的搬
運運。。

四季搬家與倉儲公司四季搬家與倉儲公司(All Seasons(All Seasons
MovingMoving ＆＆ Storage)Storage) 連 絡 電 話連 絡 電 話:(:(281281))
903903--76887688、、 832832--867867--54675467，， 或 上 網或 上 網::
www.allseasonsmove.comwww.allseasonsmove.com

四季搬家公司提供優惠價四季搬家公司提供優惠價 品質保證品質保證
讓喬遷更省心讓喬遷更省心 提供一流搬家服務提供一流搬家服務

常喝新鮮蔬果汁 為健康加分 Kuving 慢磨原汁機 保留蔬果活性

9月9日上午楊俊義老師啟動楊式太極拳健康日活動
休斯敦武術界大師,名家和社團知名人士共襄盛舉

「「愛心組織愛心組織」」 20172017 年學用品捐贈儀式年學用品捐贈儀式
昨在昨在William SuttonWilliam Sutton 小學熱烈舉行小學熱烈舉行，，11501150 位學生受益位學生受益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9月9日週六上午10時楊式太極拳啟動
健康日活動; 主要內容為永年太極拳中心創辦人楊俊義老師, 誠懇
邀請了休斯敦武術界大師, 名家和社團等知名人士在位於
9730Townp ark D. #115 室 Houston, TX 777036 楊式太極拳訓練
館召開新聞發布會! 1) 內容包括：宣布:"休斯敦中華楊式太極拳
學會" 成立; 2) 宣布今年十月份最後一個星期六上午"休斯敦楊式
太極拳健康日" 活動, 從今天開始啟動! 聯繫電話832- 878- 3538
和832-266-7999。

楊俊義老師首先介紹: 自己是練楊式太極拳老師, 已學練楊式
太極拳40多年。師傅是中國楊式太極拳第四代嫡系傳承人傅鍾
文宗師。太極拳源於中國！楊式太極拳是由中國人楊祿禪所創。
後經其子孫努力，在弟子們協助下，至其孫楊澄甫時代定型為現

在世界上流行廣範的楊式太極拳。尤其
是近 70 年來，中國政府積極支持歷代
傳承人和社會各界層太極拳愛好者, 對
推廣, 宏揚和普及太極拳做出了不懈努
力，是近現代太極拳走出國門，遍及世
界的主要推手！

楊老師說,我是練楊式太極拳老師,體
會和認識到,太極拳是一項優化的和練
養相合的運動!它是以中國古老太極陰
陽原理為基礎的武術體育運動！更是一

項上下相隨、內外相合、緩慢而又柔和的健康運動！其運動全過
程充滿著十分豐富內容和哲理！楊式太極拳倡導”用意不用力"
中充滿著東方智慧和亦開啟人體潛能的運動！也是一門省力學文
!其外動內靜、內動外靜, 雖動猶靜, 動靜相合運動結果,且為今日"
充電"而又為明天儲備健康做好了準備！它雖然保留了武術中的
拳勢動作、卻包含者練養相合，以養為主，以預防為主健身大道
！它是一項以慢求快、以外導內、內外雙修，亦能激活人體上下
內外，從而達到自我調節的整體運動等！

鑑於此,為更快更好在休斯敦宏揚中華太極文化, 成立了"休
斯敦楊式太極拳學會" 和"休斯敦楊式太極拳健康日", 是於2015
年 10 月 15 由休斯敦前任市長 Parker 簽發的"Y ang Style Tai Chi

Health" 公告。我們已經舉辦過兩屆健康日活動。今年是第三年!
今年提前啟動, 是為了更多昅收些好的建議,使今年楊式太極拳健
康日活動搞得更好和更普及一些,讓更多人了解、參予、共享中
華太極拳康、健、壽、樂、強健康之道! 據中國河北省《永年太
極拳志》記載, 早在八十年前, 中國著名書法家蔡元培先生就為楊
式太極拳宗師楊澄甫出版《太極拳體用全集》提寫″可以御侮,可
以衛生,願以此有百利而無一害之國粹, 為四百兆同胞之典型"! 練
太極拳對健康有許多好處; 楊老師針對詢問和自己實踐, 提出了學
練太極拳的五字功效即: 康、健、壽、樂、強！康是健康、康復
、康寧; 健是健身、健壯、健體;壽是長壽、動而壽、壽而長;樂是
快樂、康樂、樂而康健; 強是強壯、由弱可練強！

同時楊老師還認為:在學練方法正確的前提下，學練者身心
可以受益, 包括以下十三項不同的感受和好處: 1)穩定平衡; 2)放
鬆減壓; 3)培養元氣; 4)宣通經絡; 5)強腰固腎; 6)減肥塑身; 7)美容
肌膚; 8)強筋壯骨; 9)修心養性; 10)走路輕靈; 11)延緩衰老; 12)身體
松正; 13)精氣神足！楊老師認為:學練太極拳主要是練養結合，以
養 (健康) 和預防為主！人們都想追求生命的健康、長壽！但長
壽需要健康，健康更需要 "日積月累"，所以，預防大於治療！而
預防需要有勤、恆、禮、誠、和的五字精神！楊老師講: 什麼東
西丟了，你可以找回來，補回來！但有一樣東西丟了，你無法找
回來、那就是你的生命！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愛心
組織 」2017年學用品捐贈儀式，
於昨天（9 月 9 日 ） 下午一時起
，在William Sutton 小學大禮堂舉
行。由於William Sutton 小學為高
達 90% 低收入貧窮家庭的小學，
休士頓華人愛心組織昨天共送出
1150 位學生，九萬件的全年學用
品。

捐贈儀式上 William Sutton 小
學的校長Luis Landa 首先致謝詞，
感謝愛心組織的熱心奉獻，他們
所作的一切將在小孩子和家長們
內心留下永難磨滅的印象和影響
力。另外州議員吳元之（ Gene
Wu ),HISD 的 Board Trustee Mike
Lunceford 及宋嘉年及 「台北經文

處」 黃敏境處長都來到現場致詞
，對愛心組織過去24 年，每年都
挑選一所貧窮的小學，捐贈每位
學生全年的學用品，至今已捐出
超過二萬五千份全年學生的學用
品事蹟表示肯定。黃處長還特別
向全場師生，家長介紹台灣，予
人深刻印象。

當天現場也安排精彩的文藝
演出節目，包括由劉根明師父主
持的 「少林寺文化中心」 弟子表
演的舞獅，以及醉拳，長槍等多
項精彩的功夫表演，獲得全場的
熱烈反響。其他還有FASCA 表演
的舞蹈，以及William Sutton 小學
表演的歌唱，也極為精彩。最後
捐贈儀式開始，由與會貴賓 「台

北經文處」 黃敏境處長夫婦，僑
教中心莊雅淑主任，僑務諮詢委
員王敦正，僑務促進委員李迎霞
及愛心組織理事高嫚璘、李正揚
及 William Sutton 小 學 校 長 Luis
Landa 率該校代表登台接受學用品
，並合影留念。

愛心組織的宗旨在增強全美
華人社團的團結，幫助休士頓地
區民族弱勢和貧困社群及地區民
族之間的溝通與和諧。過去24 年
來每年都挑選休士頓貧窮小學，
捐贈該校學生全年的教學用品，
至今已捐出超過二萬五仟份全年
學生的教學用品，深得僑社和主
流社會的肯定。 圖為捐贈儀式現場圖為捐贈儀式現場，，所有出席貴賓所有出席貴賓，，愛心組織代表與愛心組織代表與 William SuttonWilliam Sutton 校長校長 LuisLuis

Landa(Landa( 右七右七 ）） 合影合影。（。（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圖為昨天上午出席楊俊義老師圖為昨天上午出席楊俊義老師（（ 前排中前排中））楊楊
式太極拳健康日活動的休士頓武術界大師及式太極拳健康日活動的休士頓武術界大師及
社團代表合影社團代表合影。（。（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楊俊義老師圖為楊俊義老師（（ 立者立者 ））在楊式太極拳在楊式太極拳
健康日活動中講話健康日活動中講話。（。（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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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府的自然風光，可謂春季百花爭艷，夏日
綠樹成蔭，秋日多姿多彩，冬日白雪皚皚。無論
您是想參觀歷史戰場、還是徒步觀景、亦或欣賞
秀美的山川湖泊，徜徉在林海碧原，大華府各種
各樣的國家或州立公園都能滿足您的要求。

所以，華府巡禮特別推出公園系列，就請您
跟隨小編的腳步，先來簡單地做一番了解吧！

大華府旅遊購物指南

0908HFXL

————細數大華府及周邊值得一去的公園細數大華府及周邊值得一去的公園（（四四））

華盛頓堡公園（Fort
Washington Park）

由於在美國內戰期間，大華府曾為主要戰場
之一，這裡的許多歷史堡壘遺跡在如今都被建成
了公園，供人們參觀和游覽，但如果要提到大華
府周邊的堡壘公園，那麼華盛頓堡公園則更加古
老和具有意義，絕對值得一去。

華盛頓堡位於馬裡蘭州，是華府周邊數十年

來唯一一個肩負著保衛華盛頓特區的防
御型堡壘。原始的華盛頓堡建造完成在
1809年，但在英國進攻期間被摧毀，目
前的歷史遺跡是 1824 年修建的，並在
上世紀中期到後期一直被不斷改造，目
前由國家公園管理局負責維護。

華盛頓堡俯瞰波多馬克河，景色十

分優美。堡壘下方還建有燈塔。公園內設有一座
小型的博物館，並配有專門的服務人員為游客講
述歷史。

目前的華盛頓堡公園，除了歷史遺跡外，還
擁有完善的自行車道、步行道，人們可以在這裡
一邊欣賞河景，一邊愜意野餐、釣魚，以及從事
各種戶外活動。

TIPS：
公園除元旦、感恩節和聖誕節，其余全年對

公眾開放，游客中
心則從每日上午 9
點至下午4點半；

7日的小型車入
園費為 10 美元，摩
托車7美元，個人3
美元；

如果您運氣夠
好，或許還能觀看
到華盛頓堡專門的
放炮演示，多為老
兵志願者來為游客
們進行表演，十分
有趣且具有教育意
義。

配圖：華盛頓
堡 1、2 來源：網
絡圖片

阿薩提格國家海岸公
園 （Assateague National
Seashore）

阿薩提格國家公園位於馬裡蘭州東部的大西
洋邊，除了它自身獨特的島嶼結構外，它還一半
屬於馬裡蘭州，一半屬於維吉尼亞州，是大華府
周邊一處十分獨特的所在。

阿薩提格國家海岸公園整體上算作一個狹長
的外島，幾乎全部由沙灘構成，擁有41346英畝
的土地和水域，是大西洋中部地區最大的天然屏
障島型生態系統。由於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和氣
候條件，這個外島一向風平浪靜，因而成為了各
種野生動物的天堂，尤其是各種水鳥，以及當地
特產的野馬。並且這裡對於吃貨們來說也是一處
勝地，島上盛產海鮮，尤其是生蠔和貝類，當地
有不少海鮮餐廳，隨便找一家都能滿足您的味
蕾。

公園內也有很多娛樂活動可以供游客選擇。
沙灘就不用多說了，您可以隨時將自己放空，躺
在沙灘上享受日光浴和海水；在水淺的地方，釣
魚和抓螃蟹可是一個不錯的選擇；當然，您還可
以在海上劃獨木舟，在海岸邊騎腳踏車，島上還
有很多人行步道，也可以選擇徒步。您會在島上
看到各種大大小小的水鳥，並且碰到馬群，這種
與自然撞個滿懷的
體驗，可不是在哪
裡都能感受到的。

TIPS：
如果您選擇自

駕前往，則可以從
華盛頓方向過切薩
皮克跨海大橋，上
US50 東向朝大洋
城的方向行駛；在
大洋城外幾英裡遠
的地方，右轉上
Route611， 直 至
阿薩提格島；從維
吉尼亞海灘方向則
可穿過切薩皮克灣
隧 道 ， 行 駛 在
US13 北向，然後

轉向 US113 北向朝大洋城的方向行駛。右轉上

MD376，再右轉上MD611，直至阿薩提格島；
公園全天開放，需繳納小額門票，可以使用

國家公園年卡，自行車免票，單人3.00美元，七
天摩托車10.00美元，七天轎車15.00美元，年票
30美元，門票可以用在馬裡蘭區域也可以用在維
吉尼亞區域；

阿薩提格國家公園十分適合全家度假，並且
這裡除了隆冬時節以外，一年絕大多數時候都適
合旅游，即使不能下海游泳，您也依然可以從欣
賞自然風光中收獲無限樂趣。

配圖：阿薩提格國家公園1、2 來源：網絡
圖片

求職者通常在投遞了簡歷後，都需要經過
一個內心忐忑的招聘過程，甚至經過了面試，
也還需為最終的結果付出等待。但這個招聘等
待時間的長短，卻可能因職業領域，乃至地域
的不同而有所不同。近日，根據招聘網站Glass-
door最新發布的一項統計顯示，華盛頓特區是
全美平均招聘時長最長的城市，一般的職位等
待期都要超過一個月。

數據表明，華盛頓特區的平均招聘時長達
到了 32.2 天，是全美最慢的。Glassdoor 統計了
超過 84000 個招聘企業和應聘者的數據，根據
2017年上半年的招聘統計，全美平均的招聘時
長在23.8天。這比2014年的數據22.9天幾乎長
了一個工作日，說明全美整體的招聘時間有所
增長，並且不同的行業領域，
在招聘時長上有著十分顯著的
差異。

Glassdoor 通過分析得出結
論：通常專業性、針對性較高
的職位比低技能職位的招聘時
長更長。如果按照行業劃分，
排在招聘時長最長前十名的領
域 依 次 為 ： 政 府 部 門 （53.8
天）、航天（32.6 天）、能源
（28.8 天）、生物醫藥（28.1
天）、非盈利機構（25.2天）、
媒 體 出 版 （25.2 天 ） 、 旅 游
（25.1天）、農業（24.9天）、
制造業（24.6 天）、網絡科技

（24.4天）。
華盛頓特區由於擁有大量的政府部門職

位，應聘者需要過關斬將，甚至還要經過很多
額外的招聘環節，乃至安全調查、背景調查等
等，所以整個招聘時長被大大增加。

全美招聘過程最長的職位是大學教授，平
均為 60.3 天。而招聘時長最短的職位為餐廳服
務員，平均只有8天。

同時分析人員還指出，如果一個地區對企
業在勞動力市場上的監管越多，企業聘請員工
就將更加謹慎，所需招聘時長也會更長，對當
地就業市場的活躍性就會產生消極的影響。

配圖：招聘 來源：WTOP網站

特 區 被 指 招 聘 時 長 超 過 一 個 月特 區 被 指 招 聘 時 長 超 過 一 個 月 ，， 全 美 最 慢全 美 最 慢
一直廣受華府民眾關注的地鐵

紫線，終於在日前得到聯邦資金支
持，並正式動工。

馬裡蘭州的紫線地鐵已經提議
多年，最早甚至可以追溯到 1994
年，但真正具體籌劃始於 2002 年，
可直到 2015 年 6 月信任州長霍根上
台後才正式將紫線的建設計劃提上
日程。但在今年5月，紫線建造再次
面臨流產的危機，因為馬州地方法
院認為馬州和聯邦運輸管理局沒有
對紫線的客流量及安全問題做出正
確嚴肅的評估，宣判紫線地鐵項目
被無限期擱置。但終於在今年7月下
旬，聯邦上訴法院裁決聯邦需對紫
線 撥 款 9 億 美
元，紫線地鐵才
算迎來曙光。

紫線地鐵將
共 建 設 12 個 站
點 ， 全 長 16 英
裡，可以將馬州
兩大人口密集的
郡蒙哥馬利郡和
喬治王子郡貫通
起來，呈東西向
從新卡羅頓至貝
塞斯達，實現了

居民在華府城市外圍間的公共交
通，並將與地鐵綠線、橙線和紅線
相交，成為大華府地鐵版圖上重要
的一條新枝。

據悉，紫線此次能夠順利得到
聯邦撥款，有賴於馬州州長霍根和
交通部長趙小蘭的多次會談。同
時，紫線地鐵的建造將使用公私合
作的模式，即將紫線的設計、建
造、運營和維護授權給私有聯合企
業，實現政府與盈利性企業合作為
重大基礎設施建設共同融資運營。

配圖：紫線規劃圖 來源：網絡
圖片

大華府紫線地鐵終獲資金正式動工大華府紫線地鐵終獲資金正式動工

華府特約版

 

08/11 to 09/10



BB55星期日 2017年9月10日 Sunday, September 10, 2017
休城工商

大中華超市每週特價活動大中華超市每週特價活動，，特價商品根本掃不停特價商品根本掃不停！！
每週都幫你精打細算(9/8/17~9/14/17)

慶祝慶祝106106年國慶年國慶1010月月1414日舉行國際標準舞觀摩會日舉行國際標準舞觀摩會
特邀職業舞蹈家演出特邀職業舞蹈家演出 保證保證精彩絕倫精彩絕倫一流水準陣容強大一流水準陣容強大

(本報訊)大中華超級市場，主要是
希望讓亞裔家庭，能夠在舒適的購物環
境中，買到熟悉喜愛的食品和日常用品
，讓生活更充實。也希望把多姿多彩的
亞洲飲食文化，介紹給多次元社會的所
有家庭。每周大中華超市將會推出不同
的特價商品。新鮮美味的商品將以最優
惠的價格。讓顧客放心的放入自己的購
物籃中，您的需求我們已經準備好，而
您準備好了嗎？

本週特價(9/8/17~9/14/17), 哈密瓜
$0.88/磅、玫瑰蘋果$0.98/磅、新疆香梨

$1.28/磅、黃金奇異果$0.98/磅、王子菇
$1.18/磅 、 青 江 菜 $0.88/磅 、 白 菜 花
$1.18/磅 、 大 芋 頭 3 磅 $1.00、 牛 腩
$2.98/磅 、 小 雞 腿 $0. 48/磅 、 排 骨 $
$1.88/磅、 阿根廷紅蝦$ 4.98 磅/lb、花
鮫魚$ 1.48/磅、金鯧魚$ 1.98/磅、孖象
牌水磨粘米粉/糯粉68¢/ 袋、綠鹿雪菜
大王$0.48/袋、丹丹郫縣豆瓣$0.98/袋、
大漢口川味熱乾麵系列$4.98/袋、梅林
素油八寶飯$0.98/罐、綠野生薏米$3 /2
袋、綠野加拿大紫菜、無沙紫菜 2 袋
$4.98、巧克力派２盒/$3.00、康樂橄欖

油$4.98罐
特價只限大中華休斯頓店。特價品

以庫存量為限，售完為止。如此廣告上
之圖片或價格不符，請以賣場實際公佈
為準。本公司有權更改或取消優惠商品
與方式，恕不另行通知。本廣告圖片均
為 美術設計作用，可能別於實物。大中
華超市休斯頓店 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Building B Houston， TX 77036、 Tel:
281-501-1820、營業時間 8:00 am - 11:
00 pm

（本報訊）慶祝中華民國 106 年
國慶，國際標準舞觀摩會及舞會，將
於 10 月 14 日星期六）下午 7:00 時在
華僑文教服務中心（10303 Westoffice

Dr., Houston, TX 77042）舉行（6 時
30分開門才可進場）此活動是由休士
頓全僑慶祝中華民國106 年國慶籌備
會，王麗純舞舞蹈學校所主辦。為了

慶祝國慶，主辦單
位不計成本,將邀請
國際著名舞蹈家來
演出一流水準的國
際標準舞，他們共
襄盛舉的演出是觀
眾的眼福，請大家
不要錯過。精彩之
程 度 決 不 輸 於
"Dancing with the
Stars”。
略舉職業界知名如
下：前義大利職業
拉丁舞冠軍的 Cris-
tiano Callegari與Ka-
tia Kuznetsova；En-
zo Zappia 與 Stepha-
nie Betts（現任摩登
舞冠軍)並也將帶得
意學生表演精彩的
International Stan-
dard Modern； 並 特

別邀請到現美國職業新星組拉丁舞冠
軍的 Annie He Xiao 與 Nikita Tsernov
（蘇聯人）將從紐約來表演最精彩的
拉丁舞；歐洲職業拉丁舞冠軍的Uli-
ana Maslovskaya 將帶學生來表演拉丁
舞；以及職業新星組 Alex Olivares 與
Rebecca Avila也將表演精彩的拉丁也
將表演精彩的拉丁舞。另有休士頓中
外人士的 Top 業餘者；及 PRO/AM
（最捧的學生）也將來助陣演出。還
有王麗純老師指導 CYC 青少年及華
夏中文學校的學生也將耒表演活潑的
拉丁舞，現正緊鑼密鼓排練中，將把
最好的成果呈現給觀眾。

此次表演不但規模宏大，而為了
配合專業舞蹈水準，特地訂制專業舞
者的高級地板和一流高級音響設備。

舞展節目包羅萬象，預計有20個
節目，演出時間是 7:00 時至 9:00 時
（準時上演），全部演出特經過精心
設計，保証精彩絕倫，節目安排緊湊
，而表演完接著舞會至 10 時 30 分，
讓舞迷一展身手，互相砌磋舞技。

因經費的來源是賣票所得，希望
各僑界人士贊助，票價分為普通票25
元與贊助卷100 元，特由專業編排舞

曲，無論是欣賞舞展，聆聽音樂
或舞會狂歡都值得。欲購票從速
，以免向隅，有
興趣的朋友請電
王 麗 純 (281)

923-5355 或電僑教中
心(713)789-4995 蔡先
生洽購。另外申明除
了大會特許外，不得
自行攜帶錄影機入場
。 (禁止錄影)

又訊：哈維颶風
8 月 25 日侵襲德州地
區，造成休士頓地區
嚴重災情。王麗純老
師 為了配合慶祝中華
民國 106 年國慶籌備
會決定將國慶系列活
動之一 「國際標準舞
觀摩會」的演出活動
結餘將用於救濟德州
地區災民的捐款協助
受災僑胞度過難關。
具王老師表示：決定
在節目中場時間將進
行 (“buy-a-dance”)
全部表演舞者參與，
只要你肯出錢就可以
跟舞蹈明星跳舞，這
些錢馬上就結賑捐出

，將把大會帶入高潮。希望愛跳舞的
朋友參與，因為我們愛心不輸人的。

美國職業新星組拉丁舞冠軍美國職業新星組拉丁舞冠軍Annie He XiaoAnnie He Xiao與與NikitaNikita
TsernovTsernov專程從紐約來表演精彩的拉丁舞專程從紐約來表演精彩的拉丁舞。。

美國職業摩登舞冠軍美國職業摩登舞冠軍Enzo ZappiaEnzo Zappia與與Stephanie BettsStephanie Betts所所
表演的優美舞姿表演的優美舞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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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足踝醫療 整復手術 鐳射治療灰指甲
HOUSTONMEDICALCLINICFOOT&ANKLECENTER

接受各種保險 政府醫療卡

˙家庭全科
˙心電圖
˙化驗檢查
˙中醫針灸﹑推拿

˙執照物理治療師
˙各種急慢性疼痛
˙車禍

FRI 11/20 Noon-2 PM

SAT 11/21 Noon-5 PM

D03FA-HOUSTON MEDICAL 休士頓診所B_16

休士頓診所休士頓診所 電話: 713.272.6688
傳真: 713.271.6689

週一至週六9:00am-6pm
www.houstonmedicalclinic.com

˙拇指囊腫，槌腳趾，扁平足，高弓足，關節炎，先天性畸形，腳跟痛，扭傷，       
骨折，脫位，   糖尿病足，神經病變，痛風，骨腫瘤，軟組織腫瘤，神經瘤，嵌  
甲痛，雞眼，贅疣，香港腳。
˙鐳射治療灰指甲，最高科技，減少藥物副作用，無需麻醉。

陳彥旭 
足踝專科/外科

醫生
（通國語）

9889 Bellaire Blvd., Suite E219A,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內）

休士頓診所足科中心休士頓診所足科中心

星期日 2017年9月10日 Sunday, September 10,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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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爆氫彈震撼國際

楊楚楓楊楚楓

無視國際社會的多次
警告，朝鮮近日又再度
進行了一次核爆試驗。

其後，朝方宣佈成功測試了為洲際彈道導彈打造的氫彈。對此中俄
日韓等多國強烈譴責。

美國和中國於北京時間三日上午十一時三十分均錄得朝鮮發生
六點三級地震，外界相信朝鮮進行了第六次核試。韓國政府表示，
今次地震的強度顯示，威力較去年九月第五次核試時強九點八倍。
韓國軍方證實地震屬人為，地點在豐溪里核子試驗場附近。

“朝鮮新聞”網站報道稱，朝鮮國家電視台主播李春姬宣讀了
核子武器研究所的聲明說：“朝鮮核子界的科學家遵照勞動黨打造
戰略性核武的計劃，九月三日十二時，於朝鮮北部的核試場成功測
試了為洲際彈道導彈打造的氫彈。”李春姬還說，試爆“威力空前
強大的”炸彈，“代表達成國家核子武力這個終極目標，來到非常
重要的時刻”。李春姬還展示了朝鮮領導人金正恩手寫、要求在今
天中午測試的命令。

金正恩較早前到核武研究所現場指導，他表示，氫彈全體構成
，從武器級核物質生產，到零部件精密加工及組裝等工程，要全面
實現國產化，今後可以隨意大量生產強力核武器。

儘管國際社會的製裁措施日趨嚴厲，朝鮮仍在三日進行了迄今
為止最大規模的核試驗，爆炸威力遠遠超過以往的歷次試驗。朝鮮
官方電視台報道稱，試驗取得圓滿成功，而且這種氫彈可以安裝在
該國新近製造的洲際彈道導彈上。韓國和日本方面已經證實了朝鮮
進行地下核試驗的消息。朝鮮方面表示，氫彈試驗沒有導致核洩漏
或其他對環境的消極影響。

俄羅斯衛星網三日消息，日本防衛大臣小野寺五典表示，今次
朝鮮核爆試驗的威力，可能達七十千噸，這是一九四五年廣島原子
彈威力的三倍多。小野寺稱：“本次試驗超過以往的數次試驗。”

日本放送協會報道說，小野寺五典三日傍晚在防衛省就朝鮮的核

試驗對媒體記者表示，
據估算這次與上次相比
具有更大的能力，他表
示正抓緊分析，以查明
這次試驗，是不是如朝

鮮公佈的那樣是氫彈試驗。
朝鮮今天宣佈成功試爆氫彈後，美國總統特朗普透過推特作出

回應，痛批朝鮮是個流氓國家，對美國“非常有敵意和危險”，而
對朝鮮採取姑息態度將行不通。韓國總統文在寅強烈譴責朝鮮進行
第六次核試，他強調，這是公然違反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決議的行為
，也是對國際社會和平與安全的重大挑釁，令人感到失望和憤慨。

他強調，朝鮮應該認識，政權存續和發展無法透過核彈挑釁獲得
保障，應盡快放棄核彈計劃，走上對話軌道，才是維護安全和保障
的唯一途徑。

南韓朝鮮日報報導，美國國防部1998年以廣島原爆的威力模擬
首爾與市中心駐韓美軍龍山基地遇襲的情況，結果顯示方圓150公
尺內的建物將被摧毀、方圓1.5公里內的民眾將遭到三度灼傷，預估
62萬人喪命，廣島原爆則造成13.5萬死亡。北韓三日試爆的氫彈，
假如在南韓首都首爾引爆，估計將有200萬人罹難。
廣島原爆的威力相當於1.5萬噸黃色炸藥，北韓最新一次核試爆的當
量預估在5萬到10萬噸黃色炸藥之間。南韓估5萬噸，美國、中國
大陸與日本都估10萬噸。朝鮮日報指出，南韓政府經常低估北韓核
試爆的威力。

北韓這次試爆的氫彈至少有5萬噸當量，威力比廣島原子彈強
得多。因此若北韓以這次試爆的氫彈攻擊首爾，估計將造成200萬
人萬人死亡。若北韓以10萬噸當量的核武在首爾爆炸，衝擊區域面
積將是廣島原爆的2.5倍，首爾大部分地區都將被夷為平地，半徑
370公尺內的建物都將蒸發，方圓2.5公里內的建築不是被烤焦就是
熔化，生物無一倖存。半徑3.75公里內的民眾將遭受三度灼傷，半
徑11.25公里內的建物嚴重受損。

若這顆氫彈在首爾上空 100 公里位置爆炸，產生的電磁脈衝
（EMP）將癱瘓所有電子儀器。

因為氫彈威力，遠超原子彈,朝鮮三日宣稱成功測試可裝載在最

新研發的洲際彈道導彈上的氫彈。氫彈是核武器的一種，是利用原
子彈爆炸的能量，點燃氫的同位素氘(D)、氚(T)等質量較輕的原子的
原子核發生核聚變反應（熱核反應）瞬時釋放出巨大能量的核武器
，又稱聚變彈、熱核彈、熱核武器。氫彈的殺傷破壞因素與原子彈
相同，但威力比原子彈大得多。氫彈的運載工具一般是導彈或飛機
。為使武器系統具有良好的作戰性能，要求氫彈自身的體積小、重
量輕、威力大。因此，威力的大小是氫彈技術水平高低的重要標誌
。

英國薩里大學物理學教授裡根表示：“氫彈落地地點的一點六
至三點二公里內，所有東西都會被衝擊波夷為平地。 ”朝鮮官媒亦
提到，他們的氫彈頭可以在高空爆炸，產生具威力的電磁脈衝。據
美國政府的資料顯示，電磁脈衝會破壞電力系統、電子儀器及電腦
系統。美、俄、中、英、法被認為是屬於“核俱樂部”的五大國，
這些國家都承認自己試爆過熱核裝置，並聲稱擁有核武器庫。

朝鮮今日宣佈進行了核試驗後，中國外交部就朝鮮再次進行核
試驗發表聲明，對朝鮮不顧國際社會普遍反對，再次進行核試驗，
中國政府表示堅決反對並強烈譴責。

聲明強烈敦促朝方正視國際社會在半島無核化問題上的堅定意
志，切實遵守安理會相關決議，停止採取惡化局勢、同時也不符合
自身利益的錯誤行動，切實回到對話解決問題的軌道。聲明強調中
方將同國際社會一道，全面、完整執行安理會有關涉朝決議，堅定
不移地推進半島無核化目標，堅定不移地維護半島和平穩定。

韓國外交部發言人趙俊赫三日朗讀政府聲明稱，朝鮮當天進行
第六次核試驗是對國際和平與穩定的重大挑釁，韓國政府對此予以
強烈譴責。聲明強調，朝鮮試射洲際級射程的導彈後又進行比以往
更大威力的核試驗，明確違反聯合國安理會決議。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於當天下午召集了臨時的國家安全保障會議
，研究對策。安倍會後會見記者，表示日方絕對不能容忍朝鮮核試
驗，向朝鮮提出強烈的抗議。

俄外交部三日發表聲明稱，俄外交部對朝鮮測試“洲際彈道導
彈的熱核爆裝置”表示深切擔憂。俄外交部指出，朝方行為“再次
展現了平壤對聯合國安理會相關決議和國際法的輕視，應該受到最
堅決的譴責。 ”

每年夏天六月期間，借助任職之美國校區放暑假之時
，筆者夫婦二人，便會乘坐飛機，返回港澳地區，探望
家慈三妹，並與一眾親朋戚友相聚，共渡夏天美好時光
。今年亦毫無例外，不過今年跟往年不同的是，當我們
鳥倦知還之際，有內子外家香港親人，提出要隨我倆一
起來休市遊覧。 「有朋自遠方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當然卻之不恭。為一盡地主之誼，我馬上跟此地休市親
友聯絡，如何安排 「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的招待

貴賓之所呢？
他們異口同聲地笑我： 「你回得正好！不需多花心思了，一於

八月美食上珍寶。他們正在慶祝開業18 週年！為回饋本地食客，實
行8、9 兩月大酬賓，晚餐7折，好食扺食，不作別地之想！」
既然大家有此共識，我也便順從眾議，甫扺休市，一行廿人，車分
四部，浩浩蕩蕩，駛入唐人街百利大道的中心地帶的 「香港城」右
側的珍寶海鮮城上來。

八月的休市，仍舊是酷暑難耐，不過在金烏西下的黃昏，舉步
踏走進珍寶樓頭，卻有一陣清涼消暑的感覺。因為在綠瓦紅柱的走
廊兩邊，是兩池春水，水上幾十朵荷花怒放，有色有味，使我即時
呤起唐人著名的詩句來：
畢竟西湖六月中，風光不與四時同，
接天連葉無窮碧，映日荷花別樣紅。

古代詩人詠唱的是杭州西湖的六月荷花，我們是千多年後的美

國休市珍寶海鮮酒家。儘管是
地方不同，時代有異，然而千
古不變的仍是荷花，花香引我
入酒樓，坐在珍寶樓地下的貴
賓房內，把酒點菜之後，舉杯

交談之時，從目四顧，你會覺得珍寶樓的地廳，也有著濃醇的優雅
品味，跟樓頭之外的荷花水池比較，互相輝映。我最愛的是她四邊
牆壁上崁入的顏色鮮豔、景像清晰的北京天壇、山海關萬裡長城的
精裝照片、令人精神飛越，仿似人到當中。而兩幅國畫，一幅是
「明月幾時有」，說的是宋朝大學士蘇東坡的千古名詞，它最末的

兩句： 「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正可以為座上客的配偶、愛
侶、手足, 好友、良朋，親屬，譜寫人生願望。而另一幅的 「菜根香
」國畫，以彩色水墨畫筆，勾勒出農家多種多樣的瓜菜水果來。假
使國人以此作為長期裹腹之物，定然會是 「菜根素味廷長壽，華府
鮮味一室香」。

珍寶海鮮城地下共有三間貴賓房，分別可放一至三張大枱，每
枱可坐10 至16 位食客，大家自成一室，是家庭聚會、僑友談心，
公司主管機關跟下屬，業餘交流的好塲合。本人隸屬休市 「頤康雅
座」的會員，過去十多年以來，我夫妻跟隨主辦人何天祐醫師、張
景燊會長、王植頤教授，在這裡的貴賓房中，舉辦了數不聲數的晚
餐，與會中 「晚晴詩社」陳友堂大詩家、著名的僑界義工Gigi 王德
夫婦，Selina, 培英高材生朱佩玲伉儷、Rebecca 女仕、攝影大師
Gordon Yang Karen, Ida Chen, 太極老師余先生、龍岡公所前任主席
關叔夫婦等友好，一起共渡了不少個歡樂晚上。

寫到這裡，真的要稱讚一下珍寶海鮮城資方及管理層人仕，他
們對貴賓房的銷售數字，持開方態度，那就是說沒有像外界一些大

酒家，硬性規定要花上至少四、五佰元酒席，小費必收飲食單上百
份之十八，才可以給食客使用。珍寶酒家這種商業手法，正合古人
所說的 「有容乃大，無欲則剛」的高深學養。正是 「人非草木，誰
是無情」？走得出來僑社應酬活動，大家共識當然要食得高檔豐富
一些，如果不是這樣，每一味菜色價錢都要斤斤什較, 貼士都要度清
度楚，不如自家到超市自行買菜，回家食自己好了。幸好市面上有
常識，明事理的食客還是佔多數，因此到珍寶海鮮城貴賓房食餐的
人客，都是知情識趣，每枱酒菜，不會難看，而且對於整個晚上對
您殷勤招待、事事順隨人客心意的企枱，您又怎麼會 「辣手摧花」
，不給予重賞呢？

珍寶酒家的地下大堂的面積，可以坐上300 多人。這樣一塊大
型地方，幾乎可以相等於一間中型餐館。平日週一至週五的午巿及
晚市，飲茶食飯,足夠應用。即使遇上多個宴會，亦是綽綽有餘。我
曾經不止一次見証在哪裡舉辦不同主題的餐會。以去年農歷年為例
，在一個週末的晚上，就有香港會館、石油企業職工協會、越南人
仕婚嫁，一起在地下大堂舉行。杯酒交錯，餸菜穿梭，歡聲笑語，
整整有條，各不混亂，足見珍寶酒家管理人員及樓面服務一流。

登樓而上，二樓之上，更是風光無限。這裡可以筵開100 席，
供千人餐讌。休士頓是美國第四大城市，但若以中國城的唐人酒家
的規劃地方而言:應該是位列前矛。本人有親友分別居住於紐約，美
國第一大都會、芝加哥，美國第二大都會洛杉磯，，美國第三大都
會，然而上述三處城市的中國城內，都找不上一間中國酒樓，可以
跟本市珍寶海鮮酒家相題並論。休市華人團體眾多，每年年頭團拜
、過時過節、嫁娶生日、歌舞晚會，不上珍寶，何處容身？是以珍
寶海鮮酒家開業十八年以來，風光無限。際此開業十八年，謹以禿
筆乙支，寫下拙文，敬祝珍寶城開不夜，客似雲來！

楊楚楓楊楚楓

珍寶風光十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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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讀圖

休城讀圖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黃麗珊攝黃麗珊攝

休士頓台灣松年學院師生們歡慶副院長休士頓台灣松年學院師生們歡慶副院長
LaVel DailyLaVel Daily9090大壽大壽

松年學院董事長陳美芬松年學院董事長陳美芬、、院長許勝弘做詩並讓全體師生簽名院長許勝弘做詩並讓全體師生簽名
祝賀副院長祝賀副院長LaVel DailyLaVel Daily9090大壽大壽

松年學院董事長陳美芬松年學院董事長陳美芬、、院長許勝弘院長許勝弘、、副院長何益民與插花班師生與副院長副院長何益民與插花班師生與副院長LaVel DailyLaVel Daily歡聚歡聚

松年學院董事長陳美芬松年學院董事長陳美芬、、院長許勝弘與副院長院長許勝弘與副院長LaVelLaVel
DailyDaily切生日蛋糕切生日蛋糕

松年學院師生唱生日快樂為副院長松年學院師生唱生日快樂為副院長LaVel DailyLaVel Daily慶生慶生

松年學院董事長陳美芬松年學院董事長陳美芬、、院長許勝弘院長許勝弘、、副院長何益民率學院師副院長何益民率學院師
生們為副院長生們為副院長LaVel DailyLaVel Daily歡慶歡慶9090大壽大壽

松年學院為副院長松年學院為副院長LaVel DailyLaVel Daily準備生日蛋糕準備生日蛋糕 松年學院院長許勝弘親自主持副院長松年學院院長許勝弘親自主持副院長LaVel DailyLaVel Daily生日派對生日派對 副院長副院長LaVel DailyLaVel Daily過過9090大壽致謝詞大壽致謝詞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

愛心組織愛心組織20172017 年度學用品捐贈儀式年度學用品捐贈儀式
昨在昨在William SuttonWilliam Sutton 小學熱鬧舉行小學熱鬧舉行

圖為圖為PeterPeter 謝謝，，高嫚璘夫婦高嫚璘夫婦（（ 後排中後排中 ）） 分發學用品給分發學用品給William SuttonWilliam Sutton 小學的學生後與學生小學的學生後與學生
及家長合影及家長合影。。

William SuttonWilliam Sutton 小學的小朋友表演歌唱小學的小朋友表演歌唱。。
由由 「「少林寺文化中心少林寺文化中心 」」 代表在捐贈儀式上作精彩代表在捐贈儀式上作精彩
功夫演出功夫演出。。

上千名師生及來賓出席大會上千名師生及來賓出席大會。。(( 前排右起前排右起）） 「「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黃敏境處長夫婦黃敏境處長夫婦，，僑務諮詢委員王敦正僑務諮詢委員王敦正，， 「「
世華工商婦女會世華工商婦女會」」 會長黃春蘭會長黃春蘭、、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王姸霞等人在大會上王姸霞等人在大會上。。

由由 「「 少林寺文化中心少林寺文化中心」」 推出的舞獅表演推出的舞獅表演，，炒熱現炒熱現
場氣氛場氣氛。。

（（ 左起左起 ）） 翁定台翁定台，，州議員吳元之州議員吳元之（（ Gene Wu ),Gene Wu ), 李李
迎霞迎霞，，王姸霞王姸霞、、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在大會上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在大會上。。

FASCAFASCA 的成員作舞蹈表演的成員作舞蹈表演。。

（（ 右起右起）） 大會主持人馬健大會主持人馬健、、ABCABC 的主播的主播Miya Shay, William SuttonMiya Shay, William Sutton 小學校長小學校長Luis LanLuis Lan--
da,da, 高嫚璘高嫚璘，，陳瑩在大會上陳瑩在大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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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政策推動外資“入局”國企混改
簡化程序放寬限制

綜合報導 隨著國企改革不斷深化，

外資有望成為國企混改亮點。記者日前

獲悉，國家正在推出多項政策，鼓勵外

資參與國內企業優化重組，簡化程序，

放寬限制，特別是下壹步將繼續鼓勵外

資參與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

“鼓勵外資參與混改，壹方面是因

為中國的外資並購空間巨大，將成為吸

引外資的主要方向；另壹方面也是推動

中國國企優化調整機制、增強活力的需

要。”壹位國資人士對者表示。他同時

透露，目前各地方國資也在醞釀配套政

策和方案，除了鼓勵多種所有制參與混

改，外資參與混改也是下壹步改革的重

要方向。

例如，上海市日前出臺了《關於進

壹步推進上海國資國企改革發展的若幹

意見》，根據該意見，大力推動上海國

有企業“跨地區”、“跨所有制重組”，

吸引中央企業、地方企業及外資企業、

民營企業參與本市國資調整和國有企業

重組。同時，包括上海市國資委在內的

相關部門正在抓緊研究制定配套政策、

實施細則和工作方案。

實際上，近年來隨著我國對外開放

水平的提高，外資進入中國的領域已經

越來越寬。今年7月，國務院就減少了

自貿試驗區外商投資負面清單中的10個

條目、27項措施。

此外，國務院還出臺《關於在市場

體系建設中建立公平競爭審查制度的意

見》，確保外資準入以後能和國企、民

企在同壹個公平的環境內進行競爭。

國務院近期印發《關於促進外資增

長若幹措施的通知》，明確表示積極利

用外資是我國對外開放戰略的重要內

容。該通知指出，當前經濟全球化呈現

新特點，我國利用外資面臨新形勢新任

務，要不斷提升我國引資新優勢，促進

吸收外資實現穩定增長。根據該通知，

我國將從進壹步減少外資準入限制、制

定財稅支持政策、完善國家級開發區綜

合投資環境、便利人才出入境、優化營

商環境等五個方面促進外資增長。

記者了解到，目前央企也在紛紛布

局推動混改，其中外資參與混改的身影

已經顯現。今年6月落地的中國東方航

空集團公司旗下東方航空物流有限公司

混改，就引入了普洛斯投資(上海)有限

公司作為戰略合作者，並占股10%，在

資源互補的基礎上進行合作。此前，中

石化、中信集團等企業也不同程度地在

混改中引入了外資。

“目前國企混改已經初步形成突

破，也已經具備引入外資的條件，”中

國企業研究院首席研究員李錦向記者表

示。他認為，未來應通過進壹步完善董

事會治理等方法，解決外資進入國企時

同股不同權的問題。此外，他建議應在

分類的基礎上推進國企引入外資混改的

工作。

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國

際市場研究所副所長白明也表示，國企

引入外資不能壹概而論，應在細分產

業鏈的基礎上進行。“普通的民用產

業中也可能承擔軍品任務，國防科工

等軍工國企也有民品，因此很難籠統

地說某壹領域、某壹企業是否應該開

放，應該對此做適當限制，在準入、股

本占比、經營領域、合作方式等方面作

出相應規定。”

“外資進入國企，實際上是優勢互

補，”白明告訴記者，國企與外企的

區別之壹是國企在追求盈利的同時還

承擔著很多社會責任，且在我國國民

經濟中占重要地位，外企則追求利潤

最大化。但白明認為，國企和外企的

合作，利益重合部分要大於錯位。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使市場在

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國企的利

益就是國家利益，這種利益也應盡可

能通過市場、通過現代企業制度的方

式實現。”白明說。

白明認為，國企引入外資時應崇

尚優勢互補的原則，借助外資的技術、

境外營銷渠道等擴大國企的國際影響

力，助力中國從制造大國走向制造強

國。他表示，目前我國引入外資的結

構正在調整和優化，比如高端制造業

和現代服務業這兩項利用外資增長就

較快，因此他認為，利用外資助力國

企的轉型升級不僅符合“中國制造

2025”的規劃，也是國企引入外資時

的趨勢。

數字創意+智能制造 常州創意產業“夢工廠”轉型升級
“以前，我都是以央視主播的身份為大家服務；

現在，我以投資人的身份來到常州參加數字創意產

業論壇，親身感受常州創意之智和制造之智。”9

月7日，2017常州數字創意產業論壇拉開帷幕，作

為第十四屆中國常州國際動漫藝術周的重頭大戲，

擔綱論壇主持人的原央視著名主持人趙普壹開場便

坦言了他對常州創意產業的濃厚興趣。

與趙普壹樣因常州創意產業之名而赴常州國際

動漫藝術周之約的還有阿裏健康集團、摩拜單車等

行業大咖以及國內相關機構的代表、專家、行業精

英等數千人。大家對於常州這座打“智造牌”，卻

跨界融合“數字創意”的城市提出疑問，常州的數

字產業會發展成什麽水平，是否能成為創意產業

“獨角獸”的“夢工廠”。

“數字創意+”的未來之路
“今年4月文化部在中央產業的資金中，已經

專門對數字產業領域給予了資金安排。”文化部文

化產業司副司長宋奇慧對今後以數字文化代表的數

字產業發展給出判斷，“數字文化產業將與人工智

能深度融合，產業發展前景非常廣闊。”

在論壇上，常州地方政府、園區及相關企業與

深創投、上海米椒創投、中版漫文化、紫光樂聯物

聯網、訊飛、萬合天宜等知名企業、機構共集中簽

約了，涵蓋基金合作、本地行業電商化、人工智

能+數字體驗、VR技術開發及應用、影視文化孵化

器、智慧城市等領域。這些項目既為常州數字創意

企業提供技術支撐，也盡顯國內頂級機構與常州聯

手，搶抓“數字創意”+“智能制造”之意。

常州創意產業的“造夢工廠”
“（常州）連續14年舉辦常州動漫藝術周，

已經成為文化產業交流交易平臺，創作生產的60

部動漫作品榮獲國際優秀國產動畫片獎，12部影視

作品入選全國五個壹獎。2016年全市實現文化產業

增加值314.5億，當前，我市圍繞兩局壹高的要求，

加快建設文化強市力爭十三五末占總生產值的百分

之八十。”說起常州創意產業的成績，常州市市長

丁純如數家珍。

據了解，14年走來，常州創意產業從最初的動

漫、軟件、主題旅遊起步，至如今的數字創意、互

聯網+、人工智能等新業態、新模式相繼湧現，創

意產業鏈在升級的同時“反哺”文化類產業的增值。

2016年，常州的文化類產業增加值達到340億，增

加11.6%，占全市GDP比重為5.91%，位列江蘇省

第二，僅次於南京。其中，動漫創意產業是其中的

佼佼者。從常州創意產業園區赴“新三板”掛牌的

文創企業截至2016年底達14家。

智能制造為數字創意“破題”
在當前的長三角區域中，重視創意產業發展的

並非常州壹家。前有上海“添堵”，後有杭州“攔

路”，常州的動漫創意產業之路頗有些“夾縫中求

生存”的意味。“常州的破題之法在於，我們的政

府從壹而終的給予各項政策支持。”常州市副市長

方國強向記者表示，

“未來是機器和大數據結合在壹起，機器智能、

人工智能的時代。”阿裏健康集團高級副總裁柯研

從常州數字醫療大數據試點看數字經濟2.0。

他說：“常州是國家醫療數據的試點，我們與

常州通過大數據做成醫療服務系統讓基層醫生能夠

使用到。通過數據臨床分析平臺，解決城鄉醫療服

務不均衡的問題並通過人工智能讓更多普通的醫生

能夠學習到大醫生的思想。”

“未來工業 4.0是什麽樣子？我們認為中國

已經有了基礎，現在基於互聯網雲計算、虛擬現

實，我們開始了2.0時代，我們做什麽？首先最

需要做的，是把智慧城市向城市大腦轉換。”他

表示，常州是中國智慧制造的基地之壹，“數字

創意”+“智能制造”就是工業互聯網為核心的

工業4.0。

“常州國際動漫藝術周是江蘇推動文化產業發

展的重要平臺，去年首次舉辦了數字創意峰會，今

年又以人工智能為主題，邀請專家學者和企業家朋

友聚焦發展熱點，共商發展大計，並為數字文化創

意產業發展註入新的動力。”江蘇省副省長王江在

致辭時表示，希望從業者們加快推進數字產業創新

融合發展，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讓創新鏈、價值鏈

和產業鏈“環環相扣”，將數字創意產業的“夢工

廠”越做越大。

尼泊爾舉行傳統膜拜儀式尼泊爾舉行傳統膜拜儀式 小女孩集體化身小女孩集體化身““活女神活女神””

尼泊爾加德滿都尼泊爾加德滿都，，當地女童被打扮成當地女童被打扮成““活女神活女神””庫瑪麗庫瑪麗
（（KumariKumari））的模樣的模樣，，參加庫瑪麗膜拜儀式參加庫瑪麗膜拜儀式。。這是尼泊爾的壹項這是尼泊爾的壹項
傳統傳統，，認為認為99歲以下的女孩具有女神的力量歲以下的女孩具有女神的力量，，祭拜庫瑪麗活女神祭拜庫瑪麗活女神
可以保護年輕女孩在來年免受疾病和厄運的侵擾可以保護年輕女孩在來年免受疾病和厄運的侵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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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小鎮萊克蒂奧舉行傳統的西班牙小鎮萊克蒂奧舉行傳統的““鵝之日鵝之日””活動活動。。人們用繩子將鵝人們用繩子將鵝
吊在空中吊在空中，，狂歡者跳起抓住鵝頸狂歡者跳起抓住鵝頸，，並試圖將其扯斷並試圖將其扯斷。。在在““鵝之日鵝之日””慶祝慶祝
活動中的優勝者可以拿走鵝作為戰利品活動中的優勝者可以拿走鵝作為戰利品。。

全球重量級古董老爺車亮相全球重量級古董老爺車亮相
20172017青島秋季國際車展青島秋季國際車展



BB1111星期日 2017年9月10日 Sunday, September 10, 2017
體育消息 美南版■責任編輯：吳敏怡 2017年9月11日（星期一）5 文匯體育中華體壇

港單車隊凱旋 明年再辦世錦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香港單

車隊在天津全運會奪得歷來最佳的7面獎牌，
9日午大隊凱旋。

去年里奧失意後，前路、信心陷入迷失
的張敬樂品嘗了全運公路個人計時賽銀牌。
“是甜的，也有酸味。”張敬樂說，獎牌對
自己意義重大，令他信心大增。他稱因對北
方天氣不大適應，否則可奪金牌。

女將孟昭娟在個人公路單車賽為港摘下
銀牌。對此，9日午返港後她仍心有不甘。傷
痕纍纍的孟昭娟說：“今次全運前3個月我斷
了鎖骨，做了手術，現在身體裡還有鋼板和
螺絲，我只恢復訓練9天就前赴天津，終頂住
壓力拿到獎牌。”

去年初備戰時，孟昭娟的頭髗骨嚴重受
傷，之後伴有頭痛及一耳失聰，目前她準備
跟教練沈金康商討退役之事，她稱退役後或
回內地任教。
與梁峻榮拍檔奪得一面銀牌的高肇蔚，努力
十年終於實現獎牌夢。他表示曾想放棄，最
多謝“肥榮（梁峻榮）”的鼓勵與提點，這
面獎牌令他對東京奧運麥迪遜比賽充滿期
待，屆時兩人可以再度出擊。

獲得1金1銀的梁峻榮則自責公路賽發生
意外是心急所致。他表示，公路賽一向是港
隊強項，對這次無緣獎牌感到可惜。下個目
標是備戰明年亞運會。

而奪得女子麥迪遜金牌的楊倩玉和逄

瑤，9日齊齊表示沒想過會奪冠，心情仍然很
激動，回到香港，“吃一頓飯算是慶祝這枚
金牌吧！”到機場接機的香港單車總會主席
梁鴻德透露，香港將於2018-19再辦場地單車
世界錦標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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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上季名
列第三的冠忠南區9日終在新一季中銀人壽
香港超級聯賽打開勝利之門，主場以2：1力
克標準流浪全取3分，主帥鄭兆聰讚揚球隊
踢出鬥志，希望保持水準挑戰列強。

南區今季簽入不少新援銳意大展拳腳，
可惜上仗敗於飛馬腳下全失3分，今仗再度
於主場出擊南區作出不少調整，擔任正選的
許宏鋒於完半場前助球隊打破僵局，接應列
文的頭槌二傳近門建功成1：0。

換邊後南區乘流浪防線欠集中再入一

球，蘇沙禁區內輕鬆射成2：0，流浪及後雖
憑卓耀國扳回一城，但餘下時間卻未能再製
造出具威脅攻勢，冠忠南區最終以2：1擊
敗標準流浪全取3分，而流浪則遭遇兩連
敗。

南區主帥鄭兆聰表示上場敗於飛馬腳下
令球隊鬥心更強，認為今季港超各隊實力接
近，每一場都是硬仗：“今場後備出場的球
員都發揮了應有的作用，我們上場失分令球
隊爭勝心更強，期待球隊狀態會愈來愈
好。”

南區力克流浪 打開勝利之門
中銀人壽香港超級聯賽

9日賽果

冠忠南區

香港飛馬

東方龍獅

2：1

3：2

1：3

標準流浪

R&F富力

和富大埔

“自由泳之王”孫楊在7個參賽項
目上獲得6金1銀，馬龍、丁寧（乒乓
球）、施廷懋（跳水）、趙帥、鄭姝音
（跆拳道）、向艷梅、石智勇（舉重）
等大批里約奧運冠軍，依然是各自項目
的霸主。

游泳新增奪金點
一些在里約奧運後創造佳績的名

將，也延續着出色的表現。游泳世錦賽
新科狀元徐嘉余包攬了男子100米和200
米背泳雙冠，田徑世錦賽金牌得主楊家
玉、鞏立姣依然以絕對優勢獲得女子20
公里競走和女子鉛球金牌……

15歲的小將李冰潔不僅包攬了女子
中長距離自由泳的3枚金牌，還兩超亞
洲紀錄，成為中國游泳東京奧運新的奪
金點。

天津全運會，湧現了近20名希望之
星，體操、跳水和游泳的部分項目，更
是宣告了“00後時代”的來臨。

優勢項目後繼有人
里約奧運一周年，乒乓球、舉重、

跳水、射擊、羽毛球、體操等項目形成
新的人才鏈，東京奧運的優勢地位有望
得到進一步鞏固。

在里約奧運會上1金未得的中國體操
隊，不僅名將張成龍、林超攀、王妍、范
憶琳等展現出良好狀態，又迎來了“00
後”小將陳一樂和劉婷婷等新生力量；中
國羽毛球隊在里約奧運後遭遇退役大潮，
如今19歲的女單冠軍陳雨霏、20歲的銅
牌得主何冰嬌、淘汰諶龍的21歲陸光
祖、進入男單決賽的21歲石宇奇等，昭
示着中國羽球新勢力的崛起。

在馬龍、丁寧還處於運動生涯巔峰
之際，樊振東、陳夢、朱雨玲等正值當打
之年時，林高遠、孫穎莎、王曼昱等小將
已脫穎而出，國球“宇宙最強”的地位更
加穩固。

田徑整體有提高
本屆全運會，游泳超3項亞洲紀錄，

創4項全國紀錄。田徑方面，不僅21歲的
楊家玉和23歲的王凱華接過了奧運金牌
項目男女20公里競走的大旗，中國田徑
還在女子投擲、男子跳躍等項目上漸成集
團競爭力。

最受關注的男子短跑再一次帶來驚
喜。24歲的新飛人謝震業以優異成績包
攬男子100米和200米雙冠，由他和吳智
強、蘇炳添、張培萌組成的跨省市聯隊
在男子4×100米接力上，還創造出超過
世錦賽第四名的好成績。如果將本屆全
運會比成一次“小考”的話，中國競技
體育無疑遞交了一份優秀的答卷。從天
津望東京，中國軍團完全有實力坦然接
受奧運“大考”。 ■中新社

全運會羽毛球比
賽，“全滿貫”老

將林丹以2：0橫掃小將石宇奇，
實現全運史無前例的羽毛球男單
四連冠。

為了這次全運會，林丹從世錦
賽的賽場立即轉戰天津。加上場
場不缺陣的團體賽，19天內林丹
打了15場比賽。他感到時間過得
很慢，每天都在準備比賽、等待
比賽，心情跟訓練不一樣。

“已經沒有什麼退路了。”林
丹賽後說道。“我不可能在這個
時候給自己去找任何理由，說
‘我很累’，或者說‘打不動
了’。進到賽場就要盡量調動我
最好的一面。”

“沒有想到過程會比較順
利。”連續打了近20天的比賽，
林丹終於有一點釋放的感覺。

鎖定勝局後，在現場球迷的沸騰
中，林丹躺到地上，握拳、揮手慶
祝勝利。林丹說，那時候他心裡在
想，這也許是最後一屆全運會，專
注的把每一分打好，是他唯一能控
制的事情，因為隨着年齡越來越
大，他的對手越來越多。

對於所有球迷都關注的，林丹
是否會打到東京奧運會？他回應
說，當然希望自己能堅持到東
京，但是就像從前一樣，每一年
把自己的參賽計劃做好，訓練的
狀態調整好，對他來說是最切合
實際的事。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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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全運會天津全運會88日晚閉幕日晚閉幕，，作為奧運練兵的重作為奧運練兵的重

要舞台要舞台，，本屆全運會競技體育的優異成績本屆全運會競技體育的優異成績，，讓人讓人

對對33年後中國軍團在東京奧運的表現充滿期待年後中國軍團在東京奧運的表現充滿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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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倩玉楊倩玉（（右右））和逄瑤奪得女子麥迪遜賽金和逄瑤奪得女子麥迪遜賽金
牌牌。。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 攝攝

■■香港單車隊香港單車隊99日午凱旋日午凱旋。。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 攝攝

■■南區沈國輝南區沈國輝（（左左））與流浪徐宏傑飛與流浪徐宏傑飛
身爭搶身爭搶。。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攝攝

■■林丹在全運羽球比賽贏得男單四連冠林丹在全運羽球比賽贏得男單四連冠。。 新華社新華社

■■百米飛人大戰百米飛人大戰，，蘇炳蘇炳
添添（（右右））與謝震業與謝震業（（右右
二二））並駕齊驅並駕齊驅。。 新華社新華社

■■1515歲的李冰潔包攬了女子中長距離自由泳的歲的李冰潔包攬了女子中長距離自由泳的33枚金牌枚金牌。。新華社新華社

■■孫楊在天津全運個人孫楊在天津全運個人
奪奪66枚金牌枚金牌。。 新華社新華社

■■丁寧首奪全運乒乓丁寧首奪全運乒乓
球女單冠軍球女單冠軍。。 中新社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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