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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休斯頓/高思）18日淩晨3時左右，百利大道(Bellaire Blvd) 和S Dairy Ashford交界處附近的
Rodeo Square發生槍擊案，警方在現場發現數個彈殼，兩名傷者已送往醫院接受治療，案件還在調
查中。

據悉，一名男性和一名女性在中槍後開車逃往3英里以外，6號公路(Highway 6) 和百利大道交
界處的藥局Walgreens停車場求救，警方很快趕到。男性受害者因傷勢嚴重已被直升機送往醫院，
女性受害者傷勢較輕，警方相信她沒有生命危險。

警方後被告知，當時還存在第三個受害者，且該名受害者中途在休斯頓西部醫療中心（West
Houston Medical Center）被放下，目前已轉入其他醫院進行治療。

警方未披露任何有關嫌犯的信息，案件還在進一步調查中。

休斯頓發生槍案傷患送往醫院 全案仍在調查中

警方獲報到現場拉起封鎖線警方獲報到現場拉起封鎖線。。((取自取自ABCABC1313))

（記者黃相慈
／休士頓報導）數
十名群眾 17 日(上
周日)晚間聚集在
市政府舉行燭光守
夜悼念會，紀念颶
風哈維罹難者，並
對每一位致力於災
後重建工作人員表
達支持。休士頓市
長 透 納 (Sylvester
Turner)、 其 他 民
選與地區官員及牧
師都參與這場燭光
守夜活動。

經歷重大颶風
哈維侵襲，休士頓
災後重建漸上軌道
，透納表示， 「休
士頓過去三周處於
很好的狀態，民眾展現了何謂堅強。
」

悼念會上，參與民眾特地為哈瑞
斯縣不幸在哈維侵襲下喪生的34人默

哀34秒。
Joseph Dowell 一家是受難者其中

之一，也出席了周日的守夜活動。
Dowell在休士頓市政府擔任公職

，但卻在上班途中不幸遭遇嚴重水災
而淹死殉職。

Terrance Hall 牧師為 Dowell 家屬
祈禱，他表示，Dowell為人謙和，對

待別人和社區都很友善，並對於工作
充滿熱情。

根據當地主流電視台KHOU11報
導，為紀念他，Dowell家人打算設立

獎學金服務社區，他的葬禮也在上周
六舉行。

市府燭光守夜哈維罹難者 全場默哀34秒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為協助哈
維受災戶重建家園，並提供足夠物資，華人
社區團結一致，各公司行號和商家有錢出錢
，有力出力。位於敦煌廣場的大中華超市休
士頓店慷慨解囊，捐贈45大箱方便麵和75箱
八寶粥給國際區救災中心，希望能透過該中
心，協助轉交給需要的受災居民。

休士頓經歷如此嚴重的災情，但華人社
區團結力量大，投入災後重建工作，國際區

救災中心積極協助家園重建和物資分配事項
。大中華超市休士頓店經理陳兆明也大方捐
獻物資，15日將45箱方便麵與75箱八寶粥都
送至國際區救災中心，該中心也承諾會盡快
將物資送至災區。

大中華超市今年新開張，秉著提供最優
質商品、最頂級服務以及最實惠價格的經營
理念，作為一家綜合行超市，大中華超市寬
敞、舒適且明亮的購物環境，各商品陳列區

域錯落有致，商品分門別類，無論是生猛海
鮮、新鮮肉類、冷凍食品、蔬菜瓜果、南北
雜貨和各地零食等應有盡有，樣式齊全，讓
中國城又多了一家最物美價廉，最划算的
「好鄰居」。

目前大中華超市休士頓店9月15日至9月
21日有各式商品特惠，詳情可參考美南日報
廣告或直接前往大中華超市採購。

受害者逃往受害者逃往66號公路及百利大道交界處的藥局號公路及百利大道交界處的藥局WalgreensWalgreens求救求救。。((取自取自ABCABC1313))

大中華超市慷慨捐贈物資 協助災民重建家園

大中華超市休士頓店經理陳兆明大中華超市休士頓店經理陳兆明((右一右一))與員工搬送與員工搬送
物資物資，，捐贈給國際區救災中心捐贈給國際區救災中心。。((陳兆明提供陳兆明提供))

休士頓市長透納休士頓市長透納((中中))出席燭光守夜活動出席燭光守夜活動，，悼念罹難者悼念罹難者。。((取自取自KHOU)K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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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意大利攝影師意大利攝影師Andrea FaccoAndrea Facco旅行數百英裏旅行數百英裏，，用垂直全景攝影了令人驚嘆的地標建築用垂直全景攝影了令人驚嘆的地標建築，，包括意大利聖包括意大利聖

靈教堂靈教堂、、埃馬努埃萊二世拱廊街埃馬努埃萊二世拱廊街、、意大利熱那亞的紅宮意大利熱那亞的紅宮、、都靈宮都靈宮、、米蘭大教堂等地米蘭大教堂等地。。

英國伯明翰清潔工罷工英國伯明翰清潔工罷工 街道堆滿垃圾街道堆滿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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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銀行推“刷臉取款”：雙胞胎、淡妝整容也能識別
近日，建行、農行的部分網點推出“刷臉取

款”業務，此前招商銀行已在全行推出該功能業務

。但目前“刷臉取款”的使用率較低。

“刷臉取款”的重要環節為“人臉識別”，農

行、招行均表示，只要客戶沒有化特別誇張的濃

妝，壹般都可以通過驗證。但如果客戶做過整容並

且整容幅度較大，可能無法通過刷臉驗證。

“刷臉取款”每日有限額

近日，中國農業銀行貴陽中南支行的兩臺

ATM機上，已正式開通刷臉取款功能。據農業銀

行向新京報記者介紹，2017年6月，農業銀行在試

點成功的基礎上，啟動了ATM“刷臉取款”項目

推廣工作。截至目前，農業銀行16家分行已完成

470臺ATM“刷臉取款”上線工作。

9月9日，建設銀行“刷臉取款”業務在深圳

分行上線。而據招商銀行介紹，早在2015年年底，

招商銀行率先在銀行業推出了“刷臉取款”業務。

“2016年，招商銀行43家分行機構已經將該功能

推廣開來，每個網點都有壹臺刷臉取款機器，全國

有800多臺。”招商銀行壹工作人員介紹。

在取款額度上，各家銀行都做了限制。

農業銀行、招商銀行客戶使用“刷臉取款”每

日可最多取款3000元，建設銀行客戶使用該功能每

日最多取款2500元。另據農業銀行、招商銀行介

紹，壹般壹筆“刷臉取款”業務完成的時間分別為

20秒、壹分鐘之內。

目前“刷臉取款”的使用率較低。“從每日交

易數額上看，目前‘刷臉取款’的交易占據所有卡

交易的10%左右，占比並不多。”上述招商銀行人

士表示。

雙胞胎、微整容者也可識別

據悉，目前各家銀行“刷臉取款”的第壹步為

“人臉識別”，即機器系統自動抓取取款人現場照

片，與銀行可信照片進行對比。除了要求人臉識別

外，還需要用戶輸入手機號碼或者身份證號碼進行

身份確認，最後輸入賬號的密碼後才能取款。

“人臉識別”的準確率有多高，風險是否可控

？農業銀行回復新京報記者稱，目前暫未統計“刷

臉取款”的準確識別率。招商銀行則表示，業務上

線以來，尚未發生壹起風險事件，誤識率為十萬分

之壹。

“‘刷臉取款’采用特殊技術，

除了判斷取款人和賬戶戶主是否為同

壹個人，也會通過硬件設備來判斷取

款人是否為活體。”招商銀行上述人

士表示，如果取款人拿著別人照片或

者錄制壹段其他人視頻從而冒充其他

人取款，這些情況都能夠被有效識別

為“偽冒”。

“用戶為雙胞胎，或者化淡妝、

整容微調，這些情況下，機器依然能

夠做出準確的識別。”招商銀行上述

人士介紹，用戶在化淡妝或者稍微濃

妝、整容微調的情況下還是可以識別

出為同壹個人，也可以從雙胞胎客戶

中準確分辨出真正的賬戶戶主，這是因為用戶的骨

骼、眼角開度、眉間距等數據是壹定的。“除非客

戶整容過度，這個可能沒辦法識別出是本人。”

浦發銀行表示，今年年內將推出“刷臉取款”

功能的業務。

自2012年我國經濟增速換擋以來，

有關中國經濟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

阱”的聲音不時響起。我國人均國內

生產總值 2010年達到 4561美元，邁入

中高收入國家行列；2016 年超過 8000

美元，明顯超過中高收入國家門檻值，

但離高收入國家尚有差距。可以說，

我國當前正處於由中高收入國家邁向

高收入國家的關鍵期。在這壹時期，正

確認識“中等收入陷阱”的實質和中國

經濟發展前景，對於保持戰略定力、排

除各種幹擾、順利邁入高收入國家行列

具有重要意義。

“中等收入陷阱”的實質是中等收
入國家發展可能面臨壹些特殊困難

“中等收入陷阱”是世界銀行在

2006年《東亞經濟發展報告》中最早提

出的。該報告指出：相對於更窮或者更

富的國家而言，中等收入國家的經濟增

速較慢。之後，“中等收入陷阱”的提

法受到了政界和學界的廣泛關註。

究其實質，“中等收入陷阱”更多

的是壹種統計現象而不是壹個嚴謹的學

術概念，其主要含義是壹國經濟進入中

等收入階段後會面臨壹些與該發展階段

相關的特殊困難：與低收入國家相比不

具有低勞動成本優勢，與高收入國家相

比缺乏創新和技術優勢，因而在全球競

爭中可能處於劣勢。具體面臨的問題可

概括為三方面：第壹，勞動力成本上

升，原本具有優勢的低端制造業的國際

競爭力下降；第二，創新能力不足，發

展動力減弱；第三，收入不平等加劇，

經濟活力下降。這些問題如果處理不

好，就會阻礙中等收入國家發展，甚至

使其長期陷於發展停滯。

我國有能力順利跨越“中等收入陷
阱”

認為中國會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的主要論據是：從1960年到2008年，在

101個中等收入國家和地區中，只有13

個成功發展為高收入經濟體。但這樣壹

個統計結果並沒有令人信服的解釋力。

因為其固然可以說明眾多中等收入國家

受到“中等收入陷阱”困擾，但同時也

說明並非所有中等收入國家都會受困於

“中等收入陷阱”。行勝於言。中國經

濟增速不僅長期位居世界主要經濟體前

列，而且近年來大力實施創新驅動發展

戰略，采取切實措施縮小收入差距，保

持了經濟平穩健康發展和社會和諧穩定

。這顯然與“中等收入陷阱”所描述的

發展停滯狀態大相徑庭。事實上，無論

在理論層面還是在數據層面、無論規範

研究還是實證研究都表明，只要能夠保

持中長期中高速增長，中國必然會邁入

高收入國家行列。

跨國比較和計量經濟學的實證分析

表明，4%的中長期經濟增速就足以支撐

我國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而我國經濟

的實際增速要高得多。我國經濟增速已

連續 8個季度保持在 6.7%至 6.9%的區

間。大多數研究認為，我國未來10年乃

至更長時間仍可維持6%以上的年均經濟

增速。

國際比較研究表明，有效應對中等

收入階段面臨的特殊困難、進而順利邁

入高收入階段需要具備壹些特殊條件：

穩定的政府；市場取向的經濟政策；高

質量人力資本；保持對外開放；不出現

社會動蕩。這幾個條件，中國顯然全都

具備。

可見，中國未來成功進入高收入國

家行列並無多大懸念，更值得研究和

關註的是進入高收入階段的時間。保

持經濟中高速增長，是盡早進入高收

入階段的關鍵。為此，首先應營造良

好的經濟發展環境，不為各種“唱衰

論”所左右。其次應不斷完善社會主

義市場經濟體制，為長期持續發展提

供良好制度保障。再次應加大自主創

新力度，提高技術進步貢獻率及全要素

生產率。最後應深化對外開放，以開放

促進改革發展。

中國經濟前景光明
有能力順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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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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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籃歐洲杯三四名決賽男籃歐洲杯三四名決賽
西班牙西班牙9393--8585勝俄羅斯勝俄羅斯

[[英超英超]]曼聯曼聯44--00埃弗頓埃弗頓

俄羅斯莫斯科俄羅斯莫斯科
舉行秋天城市騎行活動舉行秋天城市騎行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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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團隊的

“吉林報告”近日

在中國引發全國大討論。中國國

家發改委東北等老工業基地振興

司司長周建平近日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時，就新一輪東北振興的

產業轉型提出官方“藥方”：對

現有傳統產業，通過現代信息技

術改造提升水平和檔次；發展新

增產業則立足現有資源、研發、

工人等稟賦優勢，不可好高騖

遠，未來形成8-10個產業支撐

的多元化的穩態的工業結構。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

發改委司長為東北開藥方
回應“吉林報告”爭論 老工業基地升級勿好高騖遠

近日林毅夫團隊發表了30多萬字
的《吉林省經濟結構轉型升級報

告(徵求意見稿)》，建議吉林省乃至東
北地區彌補輕工業短板。

這一建議與傳統以來東北適合發
展重工業和資源型產業的思維定式不
同，建議一出便引發全國大討論。作
為中國老工業基地，東北如何破解經
濟困局，實現產業轉型升級？
香港文匯報上周就此專訪了國家

發改委東北等老工業基地振興司司長
周建平，在這位主管東北振興的官員
看來，近年東北經濟困難，除了整體
宏觀經濟下行、投資需求乏力等原因
之外，與東北自身產業結構也有很大
關係。

戰略新興產業幾乎空白
從產業結構看，東北以重工業為

主，原材料加工業比重大，三省均有
四大支柱產業，佔當地工業增加值

70-80%，黑龍江為石油、煤炭、裝備
製造和食品加工業，吉林是汽車、化
工、裝備製造、食品加工業，遼寧則
以裝備製造、能源、食品加工和石化
產業為主。
周建平說，三省工業結構偏重，

在戰略新興產業方面發展不足，新能
源汽車、信息技術、生物技術、新材
料等領域幾乎沒有。“如今互聯網時
代，人手一部手機，家家有筆記本電
腦，但東北在信息領域的生產企業一
家都沒有；雖然有新松機器人這樣的
科技企業，但規模太小，彌補不了傳
統工業下滑的缺口。”

欠完整產業鏈推高成本
周建平形容，東北的工業“像一

個看起來塊頭很大的人”，“但是太
虛了，上樓有點喘不過氣。”
一方面，東北工業門類很齊全，

但沒有形成上下游配套的產業鏈。周

建平以遼寧為例說，在工業的94大類
中，遼寧佔91個，幾乎每個行業都
有，但沒有形成上下游產業鏈的配套
體系。“在廣東惠州，當地可以建廠
組裝車，什麼零件都有；但在東北，
一汽發展不錯，但對地方配套產業拉
動很小，就是因為沒有形成完整的工
業體系。”
另一方面，企業內部也沒有形成

完整產業鏈和集約化生產。很長的產
業鏈只做一段，沒有高附加值的產
品，工業流程也不合理，從上個工序
到下個工序的輔助勞動時間很長，導
致成本很高。

新增產業宜貫徹多元化
至於東北工業產業如何升級，周

建平提出，對於盤活現有傳統工業，
主張用現代信息技術來改造提升水平
和檔次，但他提醒“不要再搞國有企
業通病，形勢一好就忘了調整改革，

一味做大，盲目投入”。
對於新增產業，周建平提出，應貫

徹多元化發展的思路，圍繞市場經濟需
求調整產業結構，形成一個多業並舉、
多點支撐、多元發展的工業結構。如果
一個城市地區的二產結構，有八到十個
產業，每個產業所佔比重為8-10%的
話，結構將是非常穩態的，“東方不亮
西方亮”，即使經濟有周期性，整體經
濟也可以保持穩定。

善用比較優勢作選擇
至於產業選擇上，周建平指出，

地方要發揮自己的稟賦優勢和比較優
勢，不能好高騖遠，主要看當地有沒
有資源優勢、基礎研究的研發優勢、
產業工人隊伍優勢等等，然後再分析
市場需求決定幹什麼。比如，現在石
化等工廠大多高度自動化，工人90%
需要大學生操作數控機床，首先應看
有沒有這樣的工人優勢。

■■中國國家發改委東北等老工業基地振興司司長中國國家發改委東北等老工業基地振興司司長
周建平近日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周建平近日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

香港文匯報記者海巖香港文匯報記者海巖 攝攝

如今互聯網時代，人手一部
手機，家家有筆記本電腦，但東
北在信息領域的生產企業一家都
沒有；雖然有新松機器人這樣的
科技企業，但規模太小，彌補不
了傳統工業下滑的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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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
報道）過去兩年，在中國經濟整體下行
的背景下，東北地區再加上政治生態修
復及數據造假擠水分等多重因素，經濟
下滑較大。今年上半年，遼寧GDP增
速由負轉為增長2.1%，吉林和黑龍江
分別同比增長6.5%和6.3%。周建平表
示，東北地區經濟處於築底趨穩過程
中，正在逐步走出谷底，但經濟回升很
大程度受益於資源價格上漲、基數低等
原因，回升基礎待鞏固。
周建平說，東北經濟的積極因素正

在積累，多數經濟指標已經轉正，個別
指標的降幅收窄，固定資產投資、工業
增加值、財政收入等恢復正增長，用電
量、發電量、貨運量、遼寧港口的吞吐
量等先行指標回暖。

失業率較低 房價不高
他指出，這一輪經濟下滑中，東北

地區失業率一直比較低，登記失業率在
國家控制指標中，調查失業率5.5%左
右也不算高，離退休人員工資按月能發
放，醫療保險沒有出現大問題，社保、
民生底線方面做得較好，再加上房價不
高，民眾幸福感高。

周建平認為，目前東北經濟正走出
谷底，一方面得益於中央對於東北新一

輪振興的重大決策和國務院相關部委支持，20多
個部委出台了60多個與東北有關的支持政策，
也離不開東北人的努力；同時，可能與上半年國
際國內經濟上行態勢比較好有關。“東北主要生
產生產資料，在供給側結構改革後，煤炭、石油
等資源型產品價格上揚，也支持了東北經濟回
升。”也因此東北經濟走出困境的基礎還有待鞏
固，趕上全國平均水平還需努力。

隨着經濟改善，東北在利用外資方面有較大
進展。周建平舉例說，英特爾、寶馬等都加大投
資，中德高端產業園進展順利；近期英國組織企
業代表團訪問東北，擬在大連建設新能源汽車中
心，還召開中英醫藥產業合作園區研討會，打算
在東北進行醫藥產業合作；哈爾濱和以色列進行
合作，利用以色列在農業機械、地灌、無人機方
面的強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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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預賽中國女排賽程
（以下為北京時間）

9月20日 18:00 中國 VS 斐濟

9月21日 21:00 中國 VS 哈薩克

9月23日 18:00 中國 VS 澳洲

9月24日 18:00 中國 VS 中華台北

世預賽中國女排名單
主攻： 朱婷、張常寧、劉曉彤

副攻： 袁心玥、顏妮、高意、鄭益昕

接應： 曾春蕾、龔翔宇、錢靖雯

二傳： 丁霞、刁琳宇

自由人： 林莉、王夢潔

由於中國女排剛剛結束大冠軍盃賽
不久，亞洲區世預賽的對手實力

又不強。很多人猜測，本次比賽中國
隊可能會派出二線陣容參賽。不過，
執行教練安家杰在接受中國媒體採訪
時表示：畢竟涉及到參賽資格，不能
有絲毫的大意。

另外，據中國傳媒報道，在中國
女排出征前的最後一堂訓練，總教練
郎平提醒隊員們不要輕敵，並以荷蘭
為例，她稱在早前結束的歐洲區資格
賽中，荷蘭隊意外地未能從小組賽出
線，而須通過後來的落選賽，才艱難
地拿到一個世錦賽名額。郎平說：
“要好好動員，集中精力，打出水
平。幾位老隊員，曾春蕾也好，顏妮
也好，包括袁心玥，上場就要全力以
赴，兢兢業業，帶頭做好。”

郎平促集中精神免傷患
由於隊員連續參加包括大獎賽、

全運會、大冠軍盃等多個比賽，身體
較為疲勞。因此，郎平特別警醒隊
員：“在比賽中一定要高度集中精

力，因為精力不集中導致的受傷必須
堅決杜絕。”

2018年女排世錦賽目前已產生11
支參賽隊，包括東道主日本、衛冕冠
軍美國以及通過歐洲區預選賽出線的
俄羅斯、塞爾維亞、土耳其、意大
利、阿塞拜疆、德國、荷蘭、保加利
亞以及南美錦標賽冠軍巴西，亞洲區
方面將產生四支出線隊伍。

世錦賽亞洲區預選賽共10支隊伍

參賽，分A、B兩組，中國隊與哈薩
克、中華台北、澳洲和斐濟同在A
組，比賽在哈薩克阿拉木圖進行；B
組包括韓國、泰國、越南、伊朗、朝
鮮，比賽在泰國佛統進行。比賽採用
單循環，每組前兩名出線獲得2018年
世錦賽參賽資格。

由於中國隊實力在同組之中鶴立
雞群，故相信只要正常發揮理應輕鬆
晉級。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2018年女排世錦賽亞洲區

預選賽將於本月20日至24日

在哈薩克第一大城市阿拉木圖

舉行，作為上屆世錦賽亞軍，

中國隊須力爭小組前兩名方能

進軍明年的世錦賽。這是中國

隊本賽季的最後一項賽事，18

日出征的陣容以大冠軍盃奪冠

的球員為班底，副攻高意和接

應錢靖雯入隊，二傳姚迪以及

副攻王辰玥無緣本次征程。

第3屆U23女排世錦賽當地
時間17日在斯洛文尼亞落下帷
幕，中國女排在七局四勝制的名
次賽中，苦戰六局以4：2反勝
泰國獲得第7名。

這次出征U23世錦賽的中
國女排，其陣容以不參加全運決
賽的隊員為主，故隊中僅有宋美
麗、宮美子是地方隊的全運會主
力，來自浙江隊的吳勝臨危受命
出任主帥。結果這支臨時拉夫的
中國女排先在小組賽4：0勝泰
國、4：2挫埃及、再分別以0：
4負斯洛文尼亞與多明尼加，後
雖4：2勝阿根廷，但仍居小組

第三無緣4強。最終在5至8的
名次賽先負古巴再勝泰國位居第
7名。

這次賽事，國際排聯試用
七局四勝每局15分賽制。由於
賽前中國隊集訓時間僅有一個星
期，15分單局的計分制度帶來
不少挑戰。隊員王雲蕗表示，計
分制度對大家狀態要求很高：
“15分感覺很快過去了，所以
開局就要壓制住對手。”

17日的決賽，土耳其以4：
0零封東道主斯洛文尼亞史上首
次奪冠。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U23世錦賽 中國女排位居第七

第30屆亞洲盃乒乓球賽，當地時間17日
在印度艾哈邁達巴德決出各項比賽冠軍人
選。國乒小將林高遠及朱雨玲分別在男女單
打賽事稱王封后。香港球手杜凱琹在女單名
次賽中以4：1勝中華台北的鄭怡靜，獲得第
7名。當日的女單決賽，朱雨玲與劉詩雯進行
國乒內戰，經過七局苦戰，朱雨玲以4：3獲
勝，首次奪得亞洲盃冠軍，劉詩雯則第三次
屈居亞軍。

男單決賽同樣是在兩名國乒選手林高
遠、樊振東之間進行。比賽一開始便陷入膠
着，頭四局雙方戰成2：2平手；第五局，雙
方幾次戰平，關鍵時刻，林高遠把握機會的
能力更強，以11：5獲勝。第六局，林高遠越
戰越勇，而樊振東的主動失誤則開始變多，
最終，11：5，林高遠再勝一局，以總比分
4：2戰勝樊振東奪冠。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林高遠 朱雨玲
亞洲盃稱王封后

■■朱雨玲朱雨玲（（左左））與林高遠賽後合影與林高遠賽後合影。。美聯社美聯社

香港文匯
報訊（記者 潘
志南）東方龍
獅籃球隊18日
宣佈，福建後
衛 蘇 尚 瀛 加
盟。25歲的蘇
尚瀛進攻能力
強，曾在2015年贏得全港“1-on-1”賽事冠
軍。東方副總監香振強非常欣賞蘇尚瀛的打
法：“‘阿蘇’在甲一上陣機會不多，但對
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他飛身入樽，足見其身
體素質很強！‘阿蘇’有潛質，相信經過職
業訓練後，有能力打更高水平的比賽。”

而蘇尚瀛也放棄Marketing工作走上全職
籃之路。他說：“我很喜歡籃球，一個職業
球員的夢想就是打大球會，很想與高手外援
一同操練，很想透過參戰ABL去提升自己。
這些都是我加盟東方龍獅的原因！”■■冼展霆冼展霆（（中中））奪亞洲游泳錦標賽銅牌奪亞洲游泳錦標賽銅牌。。

■■蘇尚瀛蘇尚瀛（（左左））邁邁
上全職籃之路上全職籃之路。。

■■中國隊在中國隊在UU2323世錦賽僅世錦賽僅
獲第七名獲第七名。。 FTVBFTVB圖片圖片

■■高意高意（（右右））
隨隊出征隨隊出征。。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中國女排本中國女排本
月月 1010 日贏取日贏取
大冠軍盃後自大冠軍盃後自
拍合影拍合影。。

新華社新華社

■■朱婷朱婷（（右右））領軍中國女領軍中國女
排出征世預賽排出征世預賽。。 新華社新華社

摘銅香港跳高好手楊文蔚，18日於亞室
運田徑女子跳高的比賽，以1米83

的成績奪取銅牌，為她的23歲生日送上一份
難忘的大禮。 香港奧委會提供

奪金奪金亞洲室內運動會亞洲室內運動會（（亞室運亞室運））各項賽事各項賽事
1818日在土庫曼全面展開日在土庫曼全面展開，，香港欄后呂香港欄后呂

麗瑤在田徑女子麗瑤在田徑女子6060米跨欄比賽中以米跨欄比賽中以88秒秒4141的成的成
績摘得金牌績摘得金牌。。 香港奧委會提供香港奧委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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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浸會大學體育及康樂管理一年級學生
冼展霆於烏茲別克舉行的亞洲分齡游泳錦標賽
勇奪400米銅牌。

賽後，冼展霆對獲獎喜出望外：“之前兩
個月集中應付的世運、全運會等大型賽事，都
是屬渡海泳方式的馬拉松賽事；而這次錦標賽

是泳池賽事，所以只能靠平日訓練累積的實力
去應付。”

今年首年入讀香港浸會大學學士課程，冼
展霆表示會積極投入學習生活，妥善安排訓
練、比賽及上課日程，讓體育、學業可以同時
平穩發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福建後衛蘇尚瀛投東方男籃

港浸大生亞洲分齡泳賽摘銅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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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椰菜花椰菜 (Cauliflower)(Cauliflower) 黃慶三黃慶三黃慶三

http://cshuang2.blogspot.com/2017/08/cauliflower.html
http://blog.xuite.net/cshuang2/twblog/526888754

花椰菜、
花 菜 (Cauli-
flower, 學 名
Brassica ol-
eraceavar.
botrytis)， 十
字花科 (Mus-
tard family，
Cabbage fam-
ily， Brassi-
cales)， 蕓 苔
屬 (Genus
Brassica)， 為

甘 藍 (Cabbage，學名 B. olera-
cea) 的變種。它原產於地中海地區。食用的部份為未成熟的
花序 (Flower head，即 Inflorescence)。因它看來有似奶酪凝乳
(Cheese curd)，所以英文稱其花頭或花序為 “Curd”。它有
許多品種，包括祖傳(Heirloom)、栽培、或變種。在北美地
區，North Carolina University就有幾百過去及目前種植品種的
記錄。1

甘藍有許多變種，食用不同部位，例如本文介紹的花椰
菜、及花莖甘藍(Broccoli，學名 B. oleracea var. Italica) 為花用

甘藍；結球甘藍 (Cabbage，學名 B. o. var.
capitate)、羽衣甘藍、或無頭甘藍(Kale，
borecole，學名 B. o. var. sabellica)、芥藍菜
葉 (Collard greens， 也 屬 B. oleracea var.
acephala這Group) 、芥藍 (Chinese kale，也
屬B. o. var. acephala這Group)、紅俄羅斯羽
衣甘藍 (Kale ‘Red Russian’，學名B. na-
pus subsp. napus var. pabularia) 為葉用甘藍；
抱子甘藍 (Brussels sprout，學名 B. o. var.
gemmifera)也屬葉用甘藍；苤藍、或大頭菜
(Kohlrabi，學名 B. o. var. gongylodes) 為莖
用甘藍等等。這些十子花科蔬菜，在北美
洲的俗名統稱 “Cole” crops。

它是一年生蔬菜，用種子來繁殖。為
寒冷季節的蔬菜，但又不能忍受太熱或太
冷，而需保持約華氏60度的範圍，否則所
長成的花序會呈小而分離的個體，成為鈕
扣 (Button) 似的許多小花序，而非一個完
整的大花序。其實除了溫度的問題是最大
的原因外，其他的環境壓力，諸如太乾、
養份不足 (但太多氮肥也是問題)、種植地
點太擠等等，都會造成分散的花序。不過
這分散的花序也可食用，只是每株產量較

少、且 「賣相」不佳。就這緣故，花椰菜大都商業生產，家
庭菜園較少種植。2,3

時代雜誌 (Time Magazine)在2017年7月31日這期特別介
紹花椰菜，4說過去認為 「被人厭倦的」(Boring)的蔬菜，是
目前被重新發發現的 「時尚」。因它低熱量、低碳水化合
物、富含維他命 C、K、及B6，且用它所做的 「花椰菜飯」
(Cauliflower rice)，只含白飯或糙米飯十分之一的熱量及碳水
化合物。因此一些餐館就以它蒸、煮、烤，做成各種菜餚、
切成薄片夾在三文治裡、剁碎撒在蟹肉餅上；而超市也販售
以花椰菜做為澆頭的披沙 (Pizza toppings)、花椰菜飯、以花椰
菜準備不同風味的冷凍食品；紐約市一家新開張、有名的素
食餐館，更把它烤成 「牛排」，也供給牛排刀叉使用，等
等。

約十年前，農夫市場除了通常白色的花椰菜外，偶而可
見到橘色、或紫色的品種。最近幾年，超市就都可見到這些
不同顏色的產品。它們不是人工著色的蔬菜，而是因基因突
變，使它能夠產生較多量的花青素、花色素 (Anthocyanin，一
種抗氧化物)，正如紅甘藍一般，而有不同的花色。例如橘色
花椰菜，1970年在加拿大被發現，但經過多年的培育，使它
能產生更多的β-胡蘿蔔素 (Beta carotene)，而有今日的產
品。它含有比白色花椰菜25%更多的維他命A。5

紫色的花椰菜是由意大利或南非的祖傳品種而來，即其
顏色也是從花青素所產生，並非經過人工的基因改造
(GMO)。6 綠色者則由白色花椰菜和花莖甘藍、莖(花)椰菜
(Broccoli，學名 B. oleracea var. Italica) 雜交而來，有家蔬菜公
司稱它為"Broccoflower"(Italica group × Botrytis group) 出售。
它有兩種，即型似普通白色花椰菜，但呈綠色者；另一種則
長成有尖塔似 (Spike) 花序的綠色花椰菜，稱為 「寶塔花椰
菜」(Romanesco cauliflower，Italica group × Botrytis grou)。

上面提過，花椰菜較少家庭菜園種植，但如果想試種，
下列為一些注意事項：2

(1). 選擇每天有6小時全陽的種植地點；
(2). 肥沃，富含有機質，並能保持水份的壤土，以避免生

出分散的花序 (Buttoning)；
(3). 土壤 pH值需在6.5及 6.8之間；
(4). 春天種植時，需在春天最後霜期2至4個星期後移植

(最好別直接以種子播種)，且準備在太冷時，以頭部切掉的塑
膠牛奶罐來保護；秋天種植時，需於秋霜期6至8個星期前移
植，且日溫需保持在華氏75度以下；

(5). 每株間距18至24英吋，每行相隔30英吋；
(6). 如果要試著以種子來開始，需於預期移植的4至5個

星期前播種，播約半吋深、間距3至6吋，需保持潮濕。

此外，下列是一些生長期間需注意的事項：

(1). 生長期間，別發生一些 「意外」，例如太冷、太熱、
太乾、太濕，而影響它的正常生長；

(2). 它每星期需1至1.5吋的灌溉水，雨量不足地區，需
人工灌溉；

(3). 如有需要 (通常在半長成時)，可加施氮肥；
(4). 花剛開時，常呈分散花序 (Loose head)，但會慢慢長

成完整的一朵，通常移植後約 75 至 85 天才會長成(需有耐
心！)；

(5). 當花序 (Curd) 長至2或3吋直徑時，以橡皮筋、透明
膠帶、或細繩把葉子尖端綁在一起，圍住花序 (稱為 「軟
化」，意為 「使變白」--Blanching)，以避免太陽直射，而能
長出白而美觀的花椰菜。 「軟化」步驟後，約7至12天即可
採收。有些栽培種的葉子會自行向內彎，圍住花序，這品種
則不需人工 「軟化」。

請注意有個接近“Cauliflower” 的英文字眼“Cauliflo-
ry”，這是指 「幹生花植物」，而非 「花椰菜」。請見拙作
《 幹 生 花 植 物 (Cauliflory)》 ： http://cshuang2.blogspot.com/
2017/01/cauliflory.html或

http://blog.xuite.net/cshuang2/twblog/480676712。

(08/15/2017)

白色花椰菜橘色花椰菜白色花椰菜橘色花椰菜

紫色花椰菜綠色花椰菜紫色花椰菜綠色花椰菜

寶塔花椰菜寶塔花椰菜(Wikipedia)(Wiki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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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在美好的記憶裡－紀念喻麗清活在美好的記憶裡－紀念喻麗清 蔡老師蔡老師蔡老師

上週日下午，去舊金山市立總圖書館參加了由好些
北加州華人文學組織合辦，為紀念上月初因肝癌去世的
名作家及詩人喻麗清女士的紀念會。因為她的遺願之一
是不要舉辦任何追悼會，所以這個由她的好友，也是灣
區名記者徐敏子主持的紀念會（圖一）是她謝世之後，
灣區文友們首次在一起分享我們對她的思念。

按照事先安排好的程序，在徐敏子首先肯定她在散
文和詩文作品上獲獎多次，又曾經擔任過海外華人女作
家協會會長等職務的貢獻後，再由各個她曾經參與或者
創立的組織如東灣牡丹詩會等用文字及圖片來分享她生
前的歡樂時光。除了我們都熟悉的文學成就和組織之
外，我們也由青樹教育基金會會長李思正那配合著世界
民謠“You raise me up”的歌聲和圖片的報告裡，看到喻
麗清多年來為國內清寒子女的教育所花的心血。正如她
曾在“未來的花園”那首詩中所寫的“，，讀 為了走近
生命的深處；寫 為了撒下些許希望的種子 在未來的花
園”。

然後由她在灣區的好友如楊秋生，王性初，劉荒田

等分享對她個人的追憶和感情；再加上幾位朗誦她的詩
文的粉絲們，讓我們更加了解她是個真正清麗動人的詩
人和她的散文詩，甚至她在病房中的隨想等。為了讓對
她的詩文有興趣的人有個討論的機會，當天安排節目和
會後點心的舊金山市立總圖書館中文悅讀會召集人盧慧
芬還特地報告該會將在十月十四日討論喻麗清的作品
“後院有兩棵蘋果樹”，歡迎大家來參加。

最後，由她的長女唐檀生（圖二）代表家人感謝參
加紀念會的朋友們，並且特別提到喻麗清生前要求不要
為她舉辦有演講和任何流淚方式的追悼儀式等。在正式
節目結束後的自由交流時間裡，我們還見到了她的先生
唐孟湘和小外孫等家人（圖三），讓我們有機會送上一
份衷心的祝福。

也許，就如同她在返台為母親掃墓時所曾寫的
“。。如今 你在我心上。。。風裡 雨裡， 送你 送到
不再悲哀。”

9/11/17

圖三圖三。。唐孟湘唐孟湘（（右三右三））唐檀生唐檀生（（右二右二））及親友及親友圖一圖一。。徐敏子主持紀念會徐敏子主持紀念會

圖二圖二。。唐檀生致感謝詞唐檀生致感謝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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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秦鴻鈞 ） 每年的中秋
佳節，是品嚐月餅、品茗，賞月的絕
佳時節。雖然一個哈維颶風，把大家
的生活方式，生活秩序全打亂了，在
忙碌於救災，整理家園之餘，忽然驚
覺： 中秋節就要來了！雖然休市各大
超市，糕餅店，餐館也推出各式應景
的令人眼花撩亂的品牌月餅，但都不
及 「東北人 」 餐廳推出的自製 「京
式提漿月餅 」及 「蘇式月餅」來的
特殊，獨樹一幟，風味絕佳。

「東北人」 推出的 「京式提漿月
餅 」，今年是第二年推出，去年甫一

推出，即驚艷休巿。麵皮乾香夠味，不油膩，充溢了北方豪邁風格。內餡有豆
沙、棗泥、五仁、黑芝麻四種口味，還有特殊的 「鮮肉月餅 」，少油，少糖，
非常可口，不像一般的月餅，因為太油，太甜，太膩，一次只能吃四分之一個
。 「東北人 」 今年還新推出 「蘇式月餅 」，很獲江南一帶人的喜愛，其純淨
的口感，令人回味無窮。 「東北人 」 無論 「京式提漿月餅」 、 「蘇式月餅
」 或 「鮮肉月餅」，價格相當公道，四個十元，恁誰都吃得起，不像有些餐館

，餅店，一個月餅要價七、八元，甚至十幾塊錢一個。 「東北人 」 的 「京式
提漿月餅」 或 「蘇式月餅」，如果你去的巧，剛出爐，吃到時還是熱的，那種
新鮮的快感，絕非從冷凍櫃 保鮮盒出來的所可比。

「東北人」 除了可吃到地道的東北家鄉菜，烤全羊，燒烤羊肉串等東北口
味。他們還推出科班師傅主理的 「淮陽菜 」，是今年中秋節闔家歡聚的最佳去
處。

「東北人 」位於百利大道與Gessner 交口附近的 「時代廣場」 內，地址：
8400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電話：（ 713） 750-9222

「東北人 」推出的 「京式提漿月餅 」，麵皮乾香夠味，不油膩，充溢了北
方豪邁風格。內餡有豆沙，棗泥，五仁，黑芝麻四種口味，少油，少糖，非常
可口，不像一般的月餅，因為太油太膩，一次只能吃四分之一個。 「東北人」
這種 「京式提漿月餅 」，價格相當公道，四個十元，恁誰都吃的起，不像有些
餐館，餅店，一個月餅就要價七，八塊錢，甚至十幾元一個， 「東北人」 的 「
京式提漿月餅 」 ，如果你去的巧，剛出爐，吃到時還是熱的，那種新鮮的快感
，並非從冷凍櫃保鮮盒出來的所可比。

「東北人」 除了可吃到地道的東北家鄉菜，蘭州拉麵，烤全羊，燒烤羊肉
串等東北口味的名菜，他們還推出 「淮陽菜 」，由科班師傅主理，是中秋佳節
，闔家歡聚的最佳去處， 「東北人 」 位於百利大道與Gessner 交界的 「時代廣
場 」 內，地址：8400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電話：（713）750-9222

休士頓今年最特殊的風味月餅，送禮最佳禮品
「 東北人」 餐廳自製 「 京式提漿月餅」 及 「 蘇式月餅」

圖為圖為 「「東北人東北人 」」餐廳今年中秋節首度餐廳今年中秋節首度
推出的休巿獨家口味的推出的休巿獨家口味的 「「京式提漿月餅京式提漿月餅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本報記者秦鴻鈞）曾於去年十月下旬在
美南電視主持 「掌中奇門 」節目的台灣命理界
泰斗---- 命理界2015 年台灣百業達人獎得主
金凱老師，本月重回休巿，完整他去年因父病
匆匆返台的錄影計劃，也與休士頓觀眾再續前
緣。由他主持的 「掌中奇門 」 節目，已於（
九月十一日 ）晚間七時半起隆重登場，至十一
月底為止。（每月第一二四五周播出）

這次金凱老師重返休市，除了在美南電視
「掌中奇門」 節目，與休市觀眾再續前緣外，

還帶來三項講座，包括將於 9 月 23 日（ 星期
六 ） 舉行的 「生命秘數跟超級陽宅的免費講
座」 外，還有 「生命秘數的課程」 及 「超級
陽宅的課程」。現分別介紹於下：

（ 一 ） 生命秘數跟超級陽宅的免費講座：
金凱老師將於9月23日，星期六，早上10點到
12點，在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舉辦一場生命
秘數跟超級陽宅的免費講座。

（ 二 ） 生命秘數的課程：9 月 30 日 跟 10
月 7 日兩天，從早上 8:30 到 12:30 在 Interna-
tional trade center 上生命秘數的課程；
課程特點：
(1). 這個課程是最完整的課程。(2). 此為金凱老
師特別課程，絕無僅有，機會難得。(3). 金凱老
師用科學方法，將課程精華濃縮為8小時，僅收

費 250 美金。(4). 每個人一出生就帶著一組個
人專屬的生命秘數來到這個世界，你必須去解
開這個密碼所帶給你的神秘力量，以及對你人
生的影響，你不可不知道。(5).上完此課程，你
可以知己知彼，無往不利，跟家人、朋友、同
事相處，業務行銷 …，你的人生將受益無窮。

（ 三 ） 超級陽宅的課程：10 月 14 日，21
日，28日三天，同樣從早上8:30 到 12:30 在In-
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上超級陽宅的課程。
課程特點：
1. 整個課程內容，外面的老師收費至少在 10,
000美金以上。2. 上課所需時間至少 1 年。3. 金
凱老師用科學方法，去蕪存菁，將課程精華濃
縮為12小時，易學易懂，不須基礎，任何人都
可以聽得懂，僅收費600美金。4.上完此課程，
學生的陽宅功力，已到達職業水準。5. 買房租
房，看風水，佈財局，不論自家、店面、辦公
室……自己就可搞定。6. 此為金凱老師特別課
程，絕無僅有，機會難得。

金凱老師除了在台灣命理界享有興盛名外
，他還有30 幾年外商公司高階主管的經驗，及
得過全球總裁獎，相信以他個人的人生體驗及
對命理的素養，必然對所有觀眾的人生規劃及
視野有所啟發，敬請屆時準時觀賞，並歡迎來
電。

金凱老師的經驗非常特別，命理方面他得

到2015年台灣百業達人獎，
除了命理以外，他的經營管
理的功力非常高，有30幾年
外商公司高階主管的經驗，
曾經服務過的外商公司包括
美商公司，英商公司，德商
公司與澳洲公司，他在美商
集團時也得過全球總裁獎，
也是台灣一家上市公司集團
的CEO退休，基於這兩種因
素的結合，老師也幫很多人
做生涯規劃。

老師這次來到休士頓，
跟各位觀眾朋友結緣，幫觀
眾朋友們回答你們的各種問
題，老師經驗豐富，足跡踏
遍台灣、中國、東南亞。這
次來休士頓，節目中老師主
要是用奇門遁甲來回答各位
觀眾朋友的問題，不管你們
有什麼問題，請不要客氣，拿起你們的電話打
進去，但是也要跟各位朋友先說一聲抱歉，因
節目時間的限制，老師只能給你一個方向跟指
引，有些問題可能沒辦法在節目中回答得很深
入，如果觀眾朋友們有需要了解的更詳細，請

你在節目過後再打電話跟金凱老師的助理約時
間，或者節目中打不進去的觀眾朋友，或者有
些不方便在節目中問的問題，也請在節目過後
，直接打電話跟金凱老師的助理約時間。

報名上課，請電（832）643-9864 預約。

圖為美南電視圖為美南電視 「「 掌中奇門掌中奇門」」 節目主持人金凱老師節目主持人金凱老師（（ 右右），（），（ 左左
））為其助理珊珊為其助理珊珊。（。（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從上巿公司集團的從上巿公司集團的CEOCEO到命理界到命理界20152015 台灣百業達人獎得主台灣百業達人獎得主
美南電視美南電視 「「 掌中奇門掌中奇門」」 節目主持人金凱老師講座本周六節目主持人金凱老師講座本周六（（99 月月2323 日起日起））在在ITCITC 登場登場

圖為圖為 「「東北人東北人 」」 新推出的新推出的 「「中中
秋月餅秋月餅」」 禮盒禮盒。（。（ 本報記者秦鴻本報記者秦鴻
鈞攝鈞攝））

一年一度 『聯邦醫療照顧
』保險(Medicare)的 『年度申請
期』 (Annual Election Period)即
將從10月15日開始，為協助社
區長者了解相關的規定及權益
，休士頓師大附中校友會及恆
豐銀行將在 9 月 23 日(週六)上
午10至12時聯合舉辦社區服務
教育講座，邀請資深保險專家
常中政主講。

師大附中校友會會長傅鶴
山表示，聯邦 Medicare 的規定
非常複雜，許多長輩經常搞不
清楚該如何選擇計畫，因此舉
辦這場講座幫助大家解答疑問
。

主講人常中政自2006年政
府開放 『聯邦醫療照顧保險』
民營化起，已連續十三年在社
區做義務演講，今年川普上任
後對於美國健保制度有諸多主
張，他也將針對川普政策對

Medicare 的影響，以及如何從
僱主或個人健保銜接到 Medi-
care的程序做詳細說明。

『年度申請期』從每年10
月15日起持續到12月7日，所
有 『聯邦醫療照顧』的受保人
都可以選擇加入或者轉換處方
藥保險或Medicare Advantage計
畫，新申請的計畫從次年的 1
月 1 日起開始生效。錯過這段
期間就要再等一年才能做更動
。

至於即將屆臨65歲的民眾
，一定要在 Medicare 生效日起
的四個月內申請處方藥保險，
否則逾期就會被加計每月 1%
的永久性罰款，且必須等到年
度申請期才能申請加入。對於
原先仍在雇主保險內的人，只
要在離職後的兩個月內儘快加
入處方藥保險，就可以免遭逾
期罰款。

由於 『聯邦醫療照顧保險
』民營化後，許多保險公司紛
紛推出各種Medicare Advantage
及處方藥保險計畫，許多受保
人在年底都會收到五花八門的
宣傳品而不知所措。常中政解
釋，所謂Medicare Advantage等
於是民營版的 Medicare，這類
計畫一般而言都會提供比聯邦
原版 Medicare 較好的福利，且
多半包括處方藥保險在內，保
費非常低廉，但在申請前必須
注意有關醫生及醫院選擇的限
制，以及就醫時自付額等規定
。

常中政特別呼籲受保民眾
，選擇任何計畫一定要根據自
己的醫療需求及財務狀況，千
萬不要道聽塗說，民眾可以多
多利用 『聯邦醫療照顧』的網
站，上面詳列所有保險公司處
方藥及Medicare Advantage計畫

的內容及比較，網址是
www.medicare.gov， 如
果有疑問，應尋求專業
保險經紀人的協助。

恒豐銀行自 1998 年成
立以來，本著 「以心服
務,服務致心」經營理
念，在盡心服務客戶的
同時，長期致力於社區
各項有益於民眾的活動
。 自 12 層會議室對社
區開放以來，經常聯合
社區中活躍的社團舉辦
各類講座，力求把好的
資訊迅速並準確地傳遞
給社區民眾，以盡應有
之社會責任。本次講座為純教
育性質，協助大家瞭解聯邦醫
療照顧保險的內容及相關規定
，不涉及任何保險公司計畫的
介紹或銷售。免費入場並將現

場解答民眾疑問。
• 主辦單位：休士頓師大附
中校友會及恆豐銀行
• 日期：09/23/2017 週六上
午 10:00~12:00
• 地點：恆豐銀行大樓12樓

會議廳 (9999 Bellaire Blvd, 12th
Floor)
• 主講人：常中政 (常安保
險負責人)
• 聯絡電話: (956)536-1268

2018聯邦醫療保險ABCD教育講座 9月23日常中政開講

常中政已連續常中政已連續1313年在社區主講年在社區主講MedicareMedicare 教育講座教育講座，，為民眾解惑為民眾解惑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上周六晚間的Stafford Centre 劇場
充溢了濃濃的鄉情與驚喜。很多來自台灣的僑胞，很難相信事隔
多年之後，當年在廟口、街頭迎神賽會的陣頭表演，又重現休巿
的藝術舞台，使人驚異透過專業劇場的編製手法，融合創意編排
、創新演出，竟能把充滿傳統文化藝術涵養，集結古典藝術之美
，以現代劇場表現手法融入演出中，其氣勢和氛圍一開場即震懾
全場。

當天共演出 「神仙祈福」 、 「氣吞宇宙」、 「官將首」、
「金鼓喧天• 旗開得勝」、 「歡喜神童」、 「御天戰鼓」等一

系列節目。 「神仙祈福」 由象徵福氣、功名、健康的福祿壽三
仙與招財童子，可愛親和的造型，活潑逗趣的舞蹈將祝福分享給
現場所有嘉賓，鼓舞現場歡樂氣氛，讓觀眾充分享受盛大歡慶中
華民國國慶的熱鬧與喜悅。

「氣吞天下」 由鼓陣的由慢漸快，強而有力的鼓聲，以震動
大地，彷如雷鳴的激昂能量，演繹出風雲變幻、萬象翻新、氣勢
雄偉的盛大聲勢，展現展望未來的抖擻精神和嶄新期許。

「官將首」 這是源自廟會藝陣的官將首，為專司緝拿鬼怪的
陰間捕頭。神態威嚴的臉譜和精緻華美的服飾，加上各種陣勢和
步伐，融入武術與舞蹈元素，神聖肅穆的演出氛圍，融合傳統文
化特色的美學饗宴。

「金鼓喧天• 旗開得勝 」 此曲完美融合了磅礡戰鼓與悠揚
旗舞，加入武術與舞蹈元素，以多層次的表演編排，震撼的視聽

效果，為整場演出帶起高潮，傳遞祝福。
「歡樂神童」 透過慈祥和藹的土地公爺爺與活潑俏皮

的招財進寶童子，有如爺孫一般親切演出，詼諧逗趣的歡
快氛圍，拉近了與全場觀眾的距離。

其中還安排一段影片，介紹三太子30 天走1035 公里
，挑戰 「九天盃 」 極限，此 「決戰時刻 」 吸引全場觀
眾目光。

最後 「御天戰鼓 」 融合獨奏，全體齊奏，分部輪奏
等鼓樂編排手法，營造豐富的聽覺層次，呈現出排山倒海
的氣勢，運用震撼人心的鼓聲，將現場氣氛推向最精彩的
高潮，傳達出祈福的美好寓意。鼓曲演奏告一段落，由主
持人駱健明邀請現場來賓上台，與九天鼓手一同擊鼓，將
祝福傳送給現場每一位嘉賓。

當天的貴賓也在演出前登台，包括： 「台北經文處
」 處長黃敏境，該團的領隊僑委會的參事王映陽，該團
團長許振榮，及糖城市長Joe Zimmerman , 帶來糖城市長
的賀狀，以及僑務諮詢委員鄭昭，駱健明帶來休市巿長及
哈瑞斯，福遍縣等縣長的賀函，由黃處長，王領隊，僑教
中心莊主任，及 「國慶籌備會」 正、副主委陳美芬、嚴
杰代表接受。

當天並在中場由協辦的 「榮星創意表演工作坊 」 團長駱健
明，製作人、編導郭穎主持義賣，拍賣三太子 「沙漠太子 」 人

偶及頭巾，現場共籌$4060 元，加上籌備會捐出的$5960 元，當
場即捐出一萬多元支票給Fort Bend 的ISD , 表達該演出單位所有
人士對災民的關懷。

鼓鳴旗飛慶雙十， 「 九天民俗技藝團」 揚威休巿
首度將傳統廟會搬上現代舞台，演出不忘募款救災

圖為圖為 「「 金鼓喧天金鼓喧天 ‧‧ 旗開得勝旗開得勝 」」 節目的精彩片段節目的精彩片段。（。（ 記者秦鴻鈞記者秦鴻鈞
攝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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