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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楊笑／/休斯敦報道）休斯敦亞裔商會和休斯敦社區
大學聯合開設的 “企業家管理人員中文培訓班”第二期新生招
待會於9月21日晚在休斯敦美聯儲銀行大樓舉行，不僅讓導師和
學員在開課前相互認識，還帶領新學員參觀美國聯邦儲備銀行，
了解美國金融體系運作機制。該企業培訓班於23日本周六開課
。

迎新招待會由該培訓班的發起人、亞裔商會董事會主席、
China-US Pathway 國際商務諮詢公司總裁趙紫鋆先生主持。他
介紹說，之所以選擇聯邦大樓舉辦招待會，主要是想讓學員在開
課之前，來美聯儲大樓參觀一下，更直觀地了解美國金融體制的
運作。希望通過聚集各領域成功企業家和專家，給在休斯敦經商
和創辦企業的華人分享商場實戰經驗和提供專業指導，並借此給
參與的企業家學員和講師搭建一個學習、交流和互助的平台。

德州地產公司董事長李雄李雄介紹說，12周課程涵蓋了
企業策劃、市場營銷、財政攻略、勞資雇傭、行政管理、合同
契約等大中小型企業都會面臨的方方面面知識。除此之外，相
比第一期課程，還特別邀請專業導師及企業界的領袖來與學員
交流。希望幫助學員了解美國的商務運作和企業文化，幫助企
業家們在競爭激烈的巿場找到最佳的契機，避免再走彎路。

第二期培訓課程不僅吸引了休斯敦本地企業家的注意，不
少學員都是中資公司美國分公司的代表，他們紛紛表示，期望
通過這次課程，能更了解美國當地的稅務、法律等相關知識，
能夠順利推進公司項目在美國市場的落地。

此次企業家培訓班主要課程包括商業計劃、財務、金融、營
銷、合同法和勞工法以及美國商務文化等，共 12 周課程，每周
六上午上課，已於本周六9 月 23 日開課。

趙紫鋆表示，亞裔商會已經著手策劃明年增設韓語企業家培
訓課程，由亞裔商會中的韓裔理事會成員和會員組成籌備小組，
邀請成功韓裔企業家擔任講師，幫助韓裔社區的企業家，通過自
己的母語能夠更好地深入地了解如何在美國做生意，這也是開始
這個課程的初衷。

亞裔商會第二期中文企業家班迎新亞裔商會第二期中文企業家班迎新
多家中資企業代表參加培訓多家中資企業代表參加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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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政府捐贈台灣政府捐贈3030萬助休士頓賑災萬助休士頓賑災 盼早日重建家園盼早日重建家園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颶風哈維重創德州，帶來慘重
災情，各界都獻出愛心，台灣政府在第一時間捐獻80萬美元，
經美方妥善分配後，其中30萬美元作為休士頓市政府災後重建
基金。19日由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黃敏境代表台灣
政府捐贈，休士頓市長透納(Sylvester Turner)親自接受捐款。

為協助德州受災戶重建家園，台灣政府慷慨解囊，積極投入
賑災，大方捐獻80萬美元，經和美方協調後，台灣人將愛心分
兩部分處理，除50萬元將透過美國最具公信力的公益團體紅十

字會分配外，另外的30萬美元則直接給予休士頓市政府的颶風
賑災專戶，做最直接立即的運用。

黃敏境表示，台灣社區視休士頓為自己的家，除了台灣政府
伸出援手，台灣僑社、公司行號和個人都踴躍捐款，累積金額已
有50萬，捐款數額還在持續增加中。黃敏境也唱名包括台灣人
活動中心、世華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潮州會館、天后廟
、中美寺、玉佛寺、中台禪寺等都積極募款，愛心組織(C.A.R.
E.)也舉辦教學用品發放，幫助需要幫助的人，對此，黃敏境肯

定台灣僑胞義舉。他也說，希望大家能團結一致，為更好的明天
努力。

透納致詞時表示，休士頓為國際化及多元化城市，對台灣政
府及台灣僑界災後慷慨捐贈情誼表示榮耀及感謝。他也說，這筆
款項將不只用在休士頓，哈瑞斯縣等地也需要重建資金。透納也
感謝台灣僑界捐贈給予其他地方政府、紅十字會和其他慈善機構
的善款，絕對會對災區做有效幫助。透納也恭賀即將榮調華府的
黃敏境有更好的發展，並頒發榮譽市民證書。

經文處處長黃敏境經文處處長黃敏境((左左))致詞致詞，，肯定台灣僑胞的慷慨奉獻肯定台灣僑胞的慷慨奉獻，，右為休士頓市長透納右為休士頓市長透納。。
((記者黃麗珊／攝影記者黃麗珊／攝影)) 與會人員合影與會人員合影。。((記者黃麗珊／攝影記者黃麗珊／攝影))

培訓班成員互相認識培訓班成員互相認識，，並參觀美聯儲並參觀美聯儲，，了解金融體系運作機制了解金融體系運作機制。。
((記者楊笑／攝影記者楊笑／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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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僑界授旗雙十返國致敬團僑委會首發行僑胞卡歡迎僑胞返國

休士頓全僑歡送休士頓全僑歡送““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黃敏境處長高陞茶會黃敏境處長高陞茶會
昨在僑教中心盛大舉行昨在僑教中心盛大舉行，，5757社團六百餘人殷殷送行社團六百餘人殷殷送行

（本報訊）休士頓僑界雙十國慶籌備會9月23日下午於休士頓僑教
中心203會議室舉行雙十國慶返國致敬團授旗典禮，駐休士頓辦事處黃
敏境處長，休士頓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雙十國慶籌備會主任委員陳
美芬及副主任嚴傑均出席，今年休士頓將有美南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
及中華保健中心組成的三個慶祝中華民國 106年雙十國慶返國致敬
團返國共賀國慶。

休士頓僑界雙十國慶籌備會主任委員陳美芬首先致詞表示海外僑
胞心向祖國，僑胞踴躍組團返國慶賀國慶，代表四海同心支持中華民
國。駐休士頓辦事處黃敏境處長幽默形容本年休士頓的致敬團又名是
感謝團，因為二位致敬團長一位姓甘，一位姓謝，諧音即為感謝，休
士頓返國致敬團又名感謝團是名符其實。黃處長表示，渠即將調任華
府，離埠前為雙十國慶返國致敬團授旗覺得非常榮幸。休士頓僑教中
心莊雅淑主任則介紹僑委會為海外僑胞安排的精彩國慶活動，包含10
月9日雙十四海同心晚會將移師台中舉行，10月10日將在台北舉行國
慶大典以及10月10日晚間在台東卑南溪出海口國慶煙火，另莊雅淑並

表示10月6日僑委會為鼓勵僑胞共賀國慶，特別舉辦國慶杯僑胞混聲合
唱觀摩賽，美南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合唱團此行除返國參加雙十國慶
活動，並將代表南僑界參與該觀摩賽，莊雅淑預祝該團旗開得勝，同
時介紹僑委會日前已首度發行僑胞卡，該卡結合1000家台灣的特約廠
商，提供僑胞返國食衣住行育樂等各項折扣，除歡迎僑胞返國，更希
望能結合海外僑界力量活絡台灣經濟，所有本次返國參與國慶僑胞朋
友均可向僑委會領取，莊雅淑同時鼓勵尚未參團僑胞有以個別僑胞身
分趕快於9月底前上網或洽僑教中心報名。
會中黃敏境，莊雅淑分別授旗給今年休士頓即將返國的美南大專院校
聯合校友會及中華保健中心所組成的三個返國慶賀團，並由各該團團
長僑務委員甘幼蘋團長，領隊謝家鳳以及團長黃初平，林宏正等人代
表接受。休士頓僑界雙十國慶籌備會亦準備慶賀蛋糕，與所有返國致
敬團團員開心合切蛋糕，祝福台灣國慶之旅收穫滿滿。

（本報訊）休士頓全僑歡送，共有政要及
僑界57個社團代表六百餘人參加，場面盛大。

籌辦此送行茶會的四位僑務委員由葉宏志
代表致詞。他說：因為哈維風災水患重創休士
頓，本來是辦送餐餐會改為茶會，但僑界相當
熱情，這麼短的時間，就集結了57個社團，足
見的程度受僑界支持，愛戴的程度。葉宏志說
：黃處長在休士頓三年又一個多月，不像他前
二任，一年多就離任。他表示：黃處長的工作
能力非常強，是“拼命三郎”型的人，常工作
到半夜。他政政的成就特別值得一提:(一）台灣
駕照可直接改德州駕照，不須經過任何考試，
就是在黃處長任上完成的（二）八仙沙麈爆，
他把二位患者移到Galveston來給予免費治療。

如要付費，這二位患者的醫藥費都在美金一百
萬以上。

他是說，他是有原則的人，在他任上，歷
經政黨輪替。他常說“台灣是民主社會，政黨
輪替是常態” ，在維持中華民國的國格，他的
堅持，是駐外人員的表率。

中華公所的兩位主席陳慶輝，丁方印也分
別在茶會上致詞，祝福黃處長前途似錦，松柏
長青。

黃敏境處長在致詞時表示：休士頓是福地
，僑界就像一家人.2015年世界舉重錦標賽在休
市舉行，台灣代表許淑靜獲“二金一銀”。黃
處長說：當她彎下去時，我們看到台灣站起來
了。我們展現的是台灣激情的力量。黃處長也

特別感謝僑教中心的莊主任，以及“愛心組織
”透過共同參與，讓大家了解我們該作什麼。
黃處長也提到，台灣是我們中華民族唯一的民
主國家。像越棉寮僑胞，也在本頭公廟的盂蘭
盆法會上為我們國家祈福。他感謝傳統僑社對
中華民國的支持，他說“台灣也是你們的故鄉
，永遠與你們站在一塊”最後，他以一台台語
歌“媽媽請你也保重”祝福我們的國家，而他
也準備去華辦賣“燒肉粽”，而他的夫人邱瓊
慧女士，也以音樂人的素養，當場清歌“活出
愛”，表達她的心聲。

當天還有哈瑞斯縣張文華法官，帶來哈瑞
斯縣長的賀狀。讚美在黃處長任上，無論外交
，政務，都闖出他以前沒有的天下。而四位僑

務委員葉宏志，黎淑瑩，甘幼蘋，劉秀美及中
華公所兩位主席丁方印，陳慶輝也代表德州州
長，頒獎賀狀。而議議員Mike Labster則帶來休
市特納巿長的賀狀，而僑務諮詢委員鄭昭，駱
健明則帶來糖城巿長Joe Zimmerman的賀狀。以
及國會議員Al Green的代表譚秋晴，帶來國會
議員 Al Green的賀狀及相框照片禮物留念。大
會並現在播放五分鐘的回顧短片，記錄黃處長
在休士頓的精彩片斷，並在顧寶鼎演唱“祝福
”，及處長夫人邱瓊慧女士演唱“活出愛”後
，在場的57個社團大專聯合校友會，潮州會，
老人服務協會，華裔醫師協會等57個社團的代
表，逐一上台向處長贈送禮物，紀念品，場面
十分溫馨。

出席黃處長送行茶會的出席黃處長送行茶會的5757 個社團各派代表登台與黃處長夫婦合影個社團各派代表登台與黃處長夫婦合影。（。（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籌辦該茶會的僑務榮譽職人員籌辦該茶會的僑務榮譽職人員，，及中華公所二位共同主席代表僑界及中華公所二位共同主席代表僑界5757 個社團贈送個社團贈送 「「
僑社之友僑社之友 」」 的匾額給黃處長夫婦的匾額給黃處長夫婦（（ 右四右四、、右三右三 ）） 留念留念。（。（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大專校聯會大專校聯會」」會長謝家鳳會長謝家鳳（（ 右五右五），），黃初平黃初平（（
右四右四 ），），林宏正林宏正（（ 右六右六 ）） 率團返國參加合唱團觀率團返國參加合唱團觀
摩賽及三場音樂會授旗摩賽及三場音樂會授旗。（。（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經濟實用經濟實用 耐用省油耐用省油 20172017車款熱賣車款熱賣
((本報休斯頓報導本報休斯頓報導)) 每年的九月之後每年的九月之後，，新的車新的車

款即將出籠款即將出籠，，當年的車款就會進入特銷價格當年的車款就會進入特銷價格，，是是
買車的好時機買車的好時機，，加上今年休斯頓剛遭受哈維颶風加上今年休斯頓剛遭受哈維颶風
洗禮洗禮，，約有五十萬輛車子泡水約有五十萬輛車子泡水，，許多車主需要添許多車主需要添
購新車代步購新車代步，，當這兩個條件加起來當這兩個條件加起來，，顧客能以優顧客能以優
惠的價格買到新的愛車惠的價格買到新的愛車，，可謂雙贏的局面可謂雙贏的局面。。

Sterling McCall NissanSterling McCall Nissan 公司目前正好有公司目前正好有 20172017
年款在特價出售年款在特價出售，，都是偏向經濟都是偏向經濟、、家用家用、、代步的代步的
類型類型，，座位舒服座位舒服，，空間大空間大，，讓民眾能以實惠的價讓民眾能以實惠的價
格格，，找到新的愛車找到新的愛車。。尼桑尼桑(Nissan)(Nissan)公司的車子公司的車子，，
向來以耐用向來以耐用、、好開好開、、價格好著名價格好著名，，NissanNissan的引擎的引擎
非常耐操非常耐操，，開個十多年沒問題開個十多年沒問題。。

據了解據了解，， NissanNissan的車子在一項全美質量評比的車子在一項全美質量評比
中中(J.D. Power)(J.D. Power)，，是每是每100100輛汽車當中返修率最低輛汽車當中返修率最低
的的((如圖如圖))，，評比中評比中，，NissanNissan 居冠居冠，，其次是其次是 ToyotaToyota
，，第三名是第三名是 LexusLexus，，第四名為第四名為 AcuraAcura，，第五名是第五名是
HondaHonda。。

無論是要選購轎車無論是要選購轎車、、或是休旅車或是休旅車，，NissanNissan都都
有許多車款可供選擇有許多車款可供選擇，，例如例如 AltimaAltima、、RogueRogue、、
MuranoMurano、、 SentraSentra、、 ArmadaArmada、、 MaximaMaxima、、 PathfinderPathfinder
等等等等，，趁著目前大優惠趁著目前大優惠，，民眾應可選到划算又耐民眾應可選到划算又耐
用的車款用的車款。。

據悉據悉，，尼桑目前最熱賣的一款車型尼桑目前最熱賣的一款車型 NissanNissan
RogueRogue，，也是全美國銷售量第一的也是全美國銷售量第一的SUV(SUV(電視台報電視台報
導導))！！為什麼這麼多人選擇它為什麼這麼多人選擇它，，原因就是尼桑的原因就是尼桑的
產品質量佳產品質量佳，，是全美返修率最低的是全美返修率最低的，，價格又好價格又好，，
外型設計堪稱完美外型設計堪稱完美，，而且是所有而且是所有 SUVSUV 當中油耗當中油耗
最低的最低的。。每一加侖油耗在高速上可以跑每一加侖油耗在高速上可以跑 3333英里英里
，，Nissan RogueNissan Rogue 被稱為目前市面上最經濟實用的被稱為目前市面上最經濟實用的
SUVSUV。。

此外此外，，在轎車中在轎車中，，Nissan AltimaNissan Altima 號稱超級經號稱超級經
濟實用耐用型濟實用耐用型，，每一加侖油耗在高速上可跑每一加侖油耗在高速上可跑 3939
英里英里，，這款車在同等級別型號車當中是最省油的這款車在同等級別型號車當中是最省油的
一款一款，，因此因此，，它成為尼桑車行當中銷售量第一的它成為尼桑車行當中銷售量第一的

轎車轎車！！
在這次抗洪救災過程當中在這次抗洪救災過程當中，，Nissan TitanNissan Titan 卡車起卡車起
到先鋒模範的帶頭作用到先鋒模範的帶頭作用，，幫助許多需要的民眾幫助許多需要的民眾。。
TitanTitan具有超大馬力具有超大馬力、、超豪華設計超豪華設計，，而且經過所而且經過所
有嚴格的質量和耐久性測試有嚴格的質量和耐久性測試，，為了證明為了證明NissanNissan公公
司的信心和承諾司的信心和承諾，，NissanNissan特別推出全美國最佳大特別推出全美國最佳大
皮卡保修皮卡保修，，五年或五年或1010萬英里全面保修萬英里全面保修！！ ((所有的所有的
大皮卡都是三年大皮卡都是三年3600036000英里保修英里保修)) 。。

為了更好地服務休斯頓的華人朋友為了更好地服務休斯頓的華人朋友，，尼桑車尼桑車
行特聘請華人業務代表安娜鮑行特聘請華人業務代表安娜鮑，，為所有休斯頓的為所有休斯頓的
華人朋友服務華人朋友服務，，保證是最低的價錢保證是最低的價錢、、最好的服務最好的服務
、、最高的品質最高的品質，，確保您買的安心確保您買的安心、、放心放心。。歡迎撥歡迎撥
打 諮 詢 電 話打 諮 詢 電 話 832832--606606--95999599 找 安 娜 鮑找 安 娜 鮑 ，， 地 址地 址
1223012230 Southwest Fwy, Stafford, TXSouthwest Fwy, Stafford, TX 7747777477 。。歡迎歡迎
參觀選購參觀選購！！

尼桑日產的車子在一項全美質量評比中尼桑日產的車子在一項全美質量評比中（（J.J.
D. PowerD. Power），），是每是每100100輛汽車當中返修率最輛汽車當中返修率最
低的低的

日產日產RogueRogue是全美銷售量第一的是全美銷售量第一的SUVSUV 盜賊空間大盜賊空間大，，好調整好調整

AltimaAltima的經濟實用耐用的經濟實用耐用，，在同等級別車中是最省油的一款在同等級別車中是最省油的一款 泰坦具有超大馬力泰坦具有超大馬力，，超豪華設計超豪華設計

AltimaAltima的是尼桑車當中銷售量第一的轎車的是尼桑車當中銷售量第一的轎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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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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22HF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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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

維 州 游 獵 動 物 園 （Virginia Safari
Park）

維吉尼亞州的游獵野生動物園，是一處十分適合家庭旅游的

寶地，而且常年高居維州家庭游的前五名，甚至在全美野生動物

園中都能排在前十名，實在不容錯過！

維州游獵動物園開放在2000年，占地180英畝，動物園的創

建宗旨是給大家帶來一個純自然地野生環境與動物們做最親密的

接觸。園內最為人津津樂道的當屬供游客們自駕的道路，動物們

就在您的車前或車邊游走，而且您完全可以隨心所欲地透過車窗

喂食它們。能夠安全無憂地與動物親密互動，是維州游獵動物園

的主要吸引力。

動物園中的動物雖然常年被游客們喂食，卻依然遵循自然法

則，園內本身為動物們營造了完全野生的生存環境，到了每年的

交配和繁殖季節，游客們經常能夠看到剛出生的小鹿、小馬、小

牛等等，如果您的運氣夠佳，或許還能觀看到動物生產的過程，

見證小動物們出生後走出的第一步！

另外園中還有動物村，游客們在這裡可以喂食長頸鹿和各種

珍稀鳥類，看到老虎、袋鼠、豹子，甚至企鵝等受人喜愛的動

物。公園還提供公共游覽車供游客們乘坐，游覽車是完全無窗設

計，便於與動物們隨時互動。公園還為過生日的小朋友提供“生

日派對之旅”的服務，並有餐飲選擇，可以讓小朋友在可愛的動

物們的環繞下過一個難忘的生日。

TIPS：

動物園的入園費為12歲以下兒童12.95美元，成人19.95美

元，1歲以下兒童免費，如果您十分喜歡這裡，可以購買36-46

美元不等的年票；

動物園內嚴禁攜帶外部食物喂食動物，園內提供專門的食物

筒，一筒飼料費為4美元；

動物園位於Shenandoah河谷，大華府的居民駕車前往當日往

返完全無憂，車程約為2到3小時。

配圖：維州游獵動物園1、2 來源：動物園官網

維州 Roer’s 游獵動物園（Roer’s
Zoofari）

Roer’s游獵動物園位於北維州的萊斯頓，不管您是居住

在華府的哪裡，到達這裡車程都會在1小時以內，是華府居民

實現更為便利地與小動物親密互動的好去處。且Roer’s游獵

動物園定位為一家“家庭動物園”，顧名思義，這裡十分適合

家庭旅游，特別是受到小朋友們的歡迎。

動物園內有動物飼養區，游客們可以在這裡體驗親自喂食

羔羊、馬、牛等動物的樂趣，還有一處野生動物園，游客們可

以乘坐動物園專門的無窗馬車，進入到野生動物園內與羔羊、

鴕鳥、駱駝、斑馬、水牛等動物親密互動，動物們會在游客身

前流連，討要食物，十分有趣。此外，該動物園還有一間兩棲

動物和爬行動物館，可以看到烏龜、鱷魚等。

Roer’s游獵動物園的前身是“萊斯頓動物園”，是今年

三月剛剛易主並全新對外開放的。動物園新加入了長頸鹿、袋

鼠、美洲豹等更加珍稀的動物品種，使得動物園更具吸引力。

TIPS:

動物園入園費為12歲以下兒童12美元，成人17美元，老人

和軍人還享有優惠；

野生動物園的馬車游每天三次，分別在上午10點、12點和

下午2點，周末則是從早10點到下午3點每小時一趟，建議您入

園必坐，所以最好事先規劃好入園時間；

動物園每天還提供喂食駱駝和長頸鹿的表演，具體時間可登

陸公園官網進行查詢：http://www.roerszoofari.com/

配圖：Roer’s游獵動物園1、2 來源：網絡圖片

大華府高校林立，其中不乏各路學子們向
往的殿堂。近日，由《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告》
出具的一份2018年全美最新大學排行榜顯示，
大華府的三所名校均在前30名之列，且僅大華
府地區就有13所大學被評選入全美優秀大學。

據悉，《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告》的這份榜
單共對全美200多所大學進行了綜合評定，主要
考量的方面包括新生錄取率、6年內的畢業率、
教師薪資水平、學校財政資源等等。

在總體的榜單中，普林斯頓大學位居全美
高校第一名，這已經是該校連續第7年獲得這一
殊榮，今年排在第二名的是哈佛大學，季軍則
被芝加哥大學和耶魯大
學共同摘得。

大華府位於巴爾的
摩 的 約 翰 霍 普 金 斯 大
學、華盛頓特區的喬治
城大學和位於維州夏洛
茨維爾的維吉尼亞大學
均奪得了大華府地區的
冠亞季軍，並入圍了總
榜單的前30名，分別排
在第11位、第20位和第
25位。

報告表明，約翰霍
普金斯大學以其高性價
比為最突出的優勢，該
校在 2016 年給予了 45%

的學生助學金，學費雖然標示每年在5萬美元，
但實際支付金額在3萬美元左右，並在藝術、人
類學、社會學、自然科學、工程學等領域均全
美馳名。而喬治城大學的優勢在於可以為學生
提供廣泛的實習機會，且是全美最古老的天主
教大學。維吉尼亞大學在全美公立大學的榜單
中摘得季軍，州內學生的學費每年僅1萬6千美
元。

另外一些入圍了前十名的大學還有哥倫比
亞大學、麻省理工學院、斯坦福大學、賓夕法
尼亞大學、杜克大學和加州理工學院。

配圖：2018最佳大學 來源：網絡圖片

華 府 三 高 校 入 圍華 府 三 高 校 入 圍 20182018 全 美 大 學 前全 美 大 學 前 3030 名 榜 單名 榜 單
作為美國首都，華盛頓特區始

終是全美最熱門的旅游目的地之
一。近日，Destination DC公布了華
盛頓特區在 2016 年的旅游統計數
據，發現游客記錄再次被刷新，年
游客數量已經突破了 2200 萬，這已
經是華盛頓特區連續第7年創下旅游
業記錄。

數據顯示，在 2016 年，華盛頓
特區的訪客總數為 2200 萬，比 2015
年上漲了 3.3%，旅游業已經成為首
都的經濟引擎，共創造了 73 億美
元。其中來自美國本土的游客達到
了2千萬人次，同比增長了3.6%，來
自國際上的游客約在200萬左右，比
去年同期有所下降，降幅為 1.7%，
這與美國總體的世界游客訪美趨勢
相同，因為在 2016 年美國
的外來游客訪問量下降了
2.1%。

另據統計，中國游客
仍然是前來華盛頓特區旅
游的外國游客中占比最多
的，年訪問量為 304000 人
次 ， 比 2015 年 還 有 所 增
長。另外印度游客的數量
也呈上升趨勢，且漲幅相
當顯著，僅 2015 到 2016 一

年就增長了24.5%，如果跟2013年相
比，游客數量更是增長了75%之多。

華盛頓特區的前十個海外旅游
市場依次是：中國、英國、德國、
法國、印度、韓國、澳大利亞、意
大利、西班牙和日本。雖然海外游
客占華盛頓特區總游客數量的9%，
但國際游客的消費卻占到了游客總
消費額的28%。

特區市長包瑟表示，希望游客
來到華盛頓特區，不僅知道這裡有
眾多的博物館和紀念碑，還能夠感
受到這裡充滿活力的社區、蓬勃發
展的餐飲業和娛樂體育等多元的風
采。

配圖：特區旅游 來源：網絡圖
片

特區再次刷新游客記錄特區再次刷新游客記錄，，境內游客量猛增境內游客量猛增

華府特約版
星期日 2017年9月24日 Sunday, September 24,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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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77醫生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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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 Sunday, September 24,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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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心渴望 澳門選出賢能

楊楚楓楊楚楓

澳門第六屆立法會選
舉經過激情的半個月，
結果出爐，每個選團是

勝是敗，選民是滿意是失落，道路還是要走下去。勝選者肩負使命
，為澳門為澳人謀福祉；敗選的無需氣餒，不忘初心，在社會各自
崗位上努力，也是貢獻社會。

今屆立會選舉風雲變幻，選民求改變 選戰繫真心由8 月23 日一
場特大風災開始，一批批青年自發上街清障，為風災中受困的長者
送水送飯，喚醒了一度沉淪的城市靈魂，正是守望相助的澳門精神
。若果以一場關係澳門未來的選戰看一座城市，今次立法會選舉是
否社會求變的風向標？

十七萬多選民投下神聖一票，破了歷屆紀錄，更多的“首投族
”，顯示更多居民關心社會，希望加強監督政府施政。選舉結果，
有意料亦有意外。亮點是基層選團“同心”打贏翻身仗，獲得該組
歷來最多的選票，不能簡單化認為是票后傳承，而是長期基層工作
，扎實為打工仔爭權益，一點一滴，終贏回認同，也折射了工薪階
層於經濟發展大潮中的所呼所求。民主派在今屆選情嚴峻，但整體
得票不減反增，反映民間要求監管政府的聲音從沒減退。

今屆直選中，首度當選的林玉鳳與首度參選、高票落選的林宇
滔，成績亮眼。他們的共通點是中產、知識型，理性敢言，是其是
非其非。在固有基層、鄉族、財團、民主等派別包圍下，嶄露頭角
，殊不簡單。知識型新勢力的崛起，為選舉帶來清流，還有更多的
反思。先是選民的覺悟，利益作祟的選舉正在變化，澳門選舉正走
向理性，澳人的新生代，更關注候選人的政綱和素養。

曾幾何時，澳人對選舉中的利益輸送深惡痛絕，卻似無能為力
；今屆選舉的新氣象，讓人看到了改變。這些改變像風災後出現了
久違的團結互助一樣，這個小城有了未來。

施政缺失，政策
墨守成規，社會求變
，政府應正視，抓執
行、重承擔，不能再
蹉跎。

人生有涯，事業無涯。社會在進步，教育的成功，讓新一代明
辨是非，選舉可能還有曲折，但正走向成熟。見真心、做實事，真
正為澳門好，將成為未來選戰的唯一標準。

筆者人在大洋對岸的美國德州，儘管近期我仍為上月五百年一
遇的風雨天災而為當地居民賑災而四處奔波，不過對於近日自己的
出生地澳門的第六屆立法會選舉，仍舊注入關注之情。這除了是自
己在蓮城之地接受中小學教育，建立基本的愛國情懷及人生路向，
永遠有故地之情之外，這裡更有著數以百計的親友同窗同事之故友
之情，所以際此上個周日（9 月17 日）之投票時刻，我雖在隔岸觀
火，但誠意希望，每個澳門選民，都要珍惜手上一票，認真看待這
次選舉，選擇出一批真正為國為澳民效忠、為民請命、工作態度務
實、具有團結大多數的立法會議員，使澳門第六屆立法會能夠成為
一個真真正正有高效的議會。

澳門擁有真正屬於自己市民的立法會選舉，也應該算是由澳門
於1999 年回歸祖國之後，才出現的新鮮政治活動。從網路及報章上
，讓我認識澳門一些議員的大名。好像高開賢，其尊翁是上世紀澳
門中國土特產公司的資方首腦人物，其胞姊高慶新、高慶中、高慶
國為我濠江中學校友及同窗。何潤生，乃我濠江中學恩師吳仕明之
東床快婿。區錦新，澳門報之專欄作家，澳門民主派人士，本人有
幸跟他一起在訊報上並肩筆耕十多年。陳明金，來自內地福建派大
員，財大氣壯。高天賜，澳門葡籍中堅份子。梁安琪，澳門賭王何
鴻燊的第四位姨太太，更貴為澳門博彩公司董事會副主席、女中豪
傑。

猶記2003 年夏天，我由美國回到澳門探母，一次機緣巧合，我
跟隨三妹到澳門離島氹仔參與梁安琪為參加當年立法會選舉而舉行
的文藝晚會。當晚有不少港台歌星到來助陣演出，當時紅色遍省港

澳歌壇新秀、來自廣州的着名歌手張敬軒，更獲梁安琪應邀演出。
我在上世紀九十年代的早年，己跟何太梁安琪認識，她也知道我是
海外內自由撰稿人，因而笑問我看罷當晚的文藝晚會，可有觀感發
表？我即時回應： 「既有何太查詢，當不辱命。」於是是夜觀看完
畢，立即折返葡京酒店房間，下筆千言成拙文，一封交給三妹呈上
何太梁安琪，另一Fax 給澳門日報總編輯陸波擎友（今天陸兄己榮
升社長三年多矣）。不消兩天，拙文刊登在澳門日報地方新聞版, 這
應該算是本人為澳門立法院選舉所作的首任工作。

筆者在美國四十多年，見盡總統、議長、市長、法官、警長、
廳長的多項選舉，表面上已可說是 「君子之爭」。不過，每項選舉
過程的和平順利，並不是選舉的最終目的。如果將來議員代表在議
會內只會說空話、只顧討好自己的選民、批評與攻擊政府以及持不
用意見的議員無所不用其極，為求突出自己而令到議會工作效率低
下，延誤法案通過。那麼，縱使選舉是 「君子之爭」，但卻讓沒有
能力使政府機關能成實事求事地為民效力，那又有甚麼實質意義呢
。

記得二０一五年十一月二十日，全國政協副主席、團結香港基
金主席董建華在一個晚宴上表示，內耗已成為香港的政治特色，令
發展停滯不前。他呼籲香港青年人在大機遇時代放開懷抱，認識世
界和祖國。尤幸澳門年青人暫時見不到有跟貼香港青年人的趨勢。
事實上，內耗並非只是香港的政治特色，好內鬥是中國人民族性的
陰暗面，只不過再加入了 「殖民地」元素，這個 「特色」在香港便
益發突顯。澳門在表面上雖然較為平和，但不可以說完全沒有這個
「特色」，亦不可以說這個 「特色」在澳門不足為患。因此，未來

的立法會能否是一個 「一心為民」的議會，對澳門的未來發展至關
重要。

聽說在這次今屆選舉中，新增三萬多名選民，以青年為主，是
各路人馬兵家必爭一族，各組別亦靜亦動的宣傳攻勢，尤其“網攻
”能否吸引這群“首投族”支持，提升勝算，拭目以待。對青年人
的未來格外重要，青年選民若能放開懷抱，認真投下一票，那也是
為自己的未來開闢一條康莊大道而投下一票呀。

今年 7 月，當我仍在港澳
探親旅遊時，有美國好友誠
意將《美國達人秀》的一次
競賽活動場景中，香港9歲
女童譚芷昀（Celine）演出
的片段上載給我看，使我對
這位被稱為 「小巨肺」的童
年歌手的雄渾歌聲及淡定颱
風，有更深度的認識。此後

在兩個月裡，譚芷昀在分組賽中，依舊
保持優勢，過關斬將。直至上週，她和
另外一個同樣矚目的美國10歲女童黑爾
同場競技，備受歌迷全程關注。可惜 譚
芷昀今次止步，不敵選手，被淘汰出局
，未能殺入決賽，未能為香港爭光。但
她已是該節目中，有史以來首位最年輕
打入準決賽的香港人矣。

細看當天播出的出戰準決賽的實況
。小小的Celine，以和路迪士尼電影一
曲 《 魔 海 奇 緣 》 (Moana) 的 主 題 曲
《How Far I'll Go》出戰，譚芷昀一曲
唱罷，4名評審依序講評。考威爾（Si-
mon Cowell）表示，譚芷昀這次的選曲
“完美”，她對歌曲的掌控還有音調的
變化都很棒。

媚兒碧（Mel B）首先稱讚譚芷昀
征服舞台，像個有充分準備的表演者，
而且歌聲也好得沒話說，但她認為這首
歌曲將譚芷昀的歌聲限制住，未能使她
可高可低的音域表現出來。此話一出，
立即遭到其他評審和觀眾的反駁，顯然
不被認同。至於評判中的名模出身的克
拉姆（Heidi Klum）則誇獎譚芷昀像個
閃亮的明星，而曼德爾（Howie Mandel

）則祝福譚芷昀實現夢想。
譚芷昀隨後透露說，她最大的夢想

就是贏得《美國達人秀》的比賽，並與
她的偶像、加拿大歌手席琳‧迪翁
（Celine Dion）會面及同台演出。而與
Celine一直同場多番惡鬥的另一美國女
神童希爾(Angelica Hale)，則順利進入下
星期的決賽中去。

比賽結束後，當日下午Celine即在
在臉書上，曬出比賽時的照片，並用英
文留言多謝粉絲支持，她又表示：“在
眾多支持者之中，最重要和最真心的，
莫過於我的家人！他們一直無微不至的
照顧、教導和支持，是我最大的動力向
前繼續追尋我的夢想！我們會繼續努力
的，因為我相信只要有熱誠和堅持信念
，夢想必成真！”她又透露自從參加比

賽活動以來，收穫寶貴
的經驗和友誼，並祝福
決入決賽的參賽者，能
完成各自的夢想。

回顧 Celine 多月來參
賽的經歷，可謂令喜歡她的人越來越驚
喜，她以小巨肺的唱功，可愛的樣貌及
活潑開朗的性格，亦打動了 「美國達人
秀」評判和美國觀眾的心，大受歡迎；
而她先後以多首名曲《How Am I Sup-
posed to Live Without You》、《When
You Believe》、偶像莎蓮迪安(Celine
Dion)的《 My Heart Will Go On》參賽
，令電視機前的觀眾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今年的《美國達人秀》（Ameri-
ca's Got Talent）節目中，有不少人以唱
歌的方式參加比賽，其中以香港9歲女
童譚芷昀和美國10歲女童黑爾（Angel-
ica Hale，初賽時9歲）格外受到關注。
她們不但年齡相仿、比賽過程雷同、也
都擁有龐大的粉絲。準決賽共有22個團

體或個人參賽者，分 2 個場次於連續 2
個星期進行比賽，最終將有10個參賽者
參加9月19日至20日的決賽。針對每個
場次的比賽，全美各地的觀眾有11個小
時的時間可以在網上投票。

譚芷昀與黑爾的年齡相仿，她們從
小就喜愛和學習唱歌，也都在《美國達
人秀》的複賽中獲得“黃金按鈕”，比
賽過程極其相似。但與譚芷昀不同的是
，黑爾曾經歷一段與死神搏鬥的日子。

黑爾在4歲時肺部受細菌感染，後
轉為雙肺炎，差點喪命。經過幾個月的
住院治療，黑爾終於出院，但仍必須定
期到醫院洗腎，因為她的腎功能異常。
儘管如此，她仍熱衷於唱歌，並於5歲
時開始跟隨老師學習唱歌，並在幾個月
後開始參加比賽。

直到6歲時，她移植了母親捐贈的
腎臟，才能過上健康的生活，並朝歌唱
這方面繼續努力。

楊楚楓楊楚楓

《美国达人秀》上的香港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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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休士頓僑界關懷救助協會聯合休士頓僑界舉辦
「哈維災後重建全方面溫暖諮詢活動」 與受災民眾共度難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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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僑界關懷救助協會會長劉秀美休士頓僑界關懷救助協會會長劉秀美、、副會長趙婉兒副會長趙婉兒、、顧問葉宏志顧問葉宏志、、黎淑瑛黎淑瑛、、
華僑文教服務中心莊雅淑主任華僑文教服務中心莊雅淑主任、、台北經文處黃敏境處長聯合休士頓僑界舉辦台北經文處黃敏境處長聯合休士頓僑界舉辦
「「哈維災後重建全方面溫暖諮詢活動哈維災後重建全方面溫暖諮詢活動」」 與受災民眾共度難關與受災民眾共度難關

H-E-BH-E-B藥劑師師護士為受災僑胞提供免費破傷風疫苗藥劑師師護士為受災僑胞提供免費破傷風疫苗
注射注射、、血糖篩檢血糖篩檢、、血壓測量及膽固醇篩檢的服務血壓測量及膽固醇篩檢的服務

災後稅務減免相關措施災後稅務減免相關措施：：安信會計師事務所安信會計師事務所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總會及美南分會送來大批口罩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總會及美南分會送來大批口罩、、各式清潔用具供各式清潔用具供
受災僑胞索取受災僑胞索取

OCAOCA美華協會提供災後重建協助美華協會提供災後重建協助慈濟德州分會物資申請發放慈濟德州分會物資申請發放

休士頓僑界關懷救助協會結合所有僑社以及僑領總動員休士頓僑界關懷救助協會結合所有僑社以及僑領總動員，，
出錢出力奉獻愛心出錢出力奉獻愛心，，與受災僑胞站在一起共度難關與受災僑胞站在一起共度難關，，以實以實
際行動溫暖受災僑胞的心際行動溫暖受災僑胞的心

韓美銀行董事葉宏志韓美銀行董事葉宏志、、執行副總裁執行副總裁Mohammad TariqMohammad Tariq、、資深財務專員資深財務專員VictoriaVictoria
WangWang、、分行經理分行經理Eric KimEric Kim、、公關副總裁公關副總裁Saleem AfroozSaleem Afrooz等送來大批口罩等送來大批口罩、、各式各式
清潔用具供受災僑胞索取清潔用具供受災僑胞索取

休士頓全僑歡送黃敏境處長茶會休士頓全僑歡送黃敏境處長茶會

黄敏境處長夫婦黄敏境處長夫婦（（ 中中 ））與僑務委員與僑務委員（（ 左起左起 ）） 葉宏志葉宏志、、黎淑黎淑
瑛瑛、、甘幼蘋甘幼蘋、、劉秀美在茶會上合影劉秀美在茶會上合影。。

「「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 員工代表出席茶會員工代表出席茶會。（。（ 右一右一 ）） 為副處長林映佐為副處長林映佐，（，（
左一左一））為為 「「科技組科技組 」」 組長游慧光組長游慧光。。

休士頓共有休士頓共有5757 個社團代表六百多人出席茶會個社團代表六百多人出席茶會。。

市議員市議員 Mike LabsterMike Labster 代表休市代表休市TurnTurn--
erer 市長的賀狀市長的賀狀。。

處長夫人邱瓊慧在茶會上清唱處長夫人邱瓊慧在茶會上清唱 「「 活活
出愛出愛 」」 表達她的心聲表達她的心聲。。

黃處長夫婦黃處長夫婦（（中中 ））與僑務榮譽職人員與僑務榮譽職人員，，中華公所共同主席及國慶籌備會正中華公所共同主席及國慶籌備會正，，副主委合影副主委合影。。

黃處長夫婦黃處長夫婦（（ 中中 ）） 與與 「「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 出席員工合出席員工合
影影。。

黃處長夫婦黃處長夫婦（（中中 ））與與 「「大專校聯會大專校聯會 」」 代表合影代表合影。。

本報記者
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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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首家AI機器人咖啡廳亮相
語音下單到上桌僅1分鐘

當妳走進壹家咖啡廳語音下單並智

能支付後，由智能咖啡機制作的香濃咖

啡，將借精密的機械之手轉送到機器人

服務員手中。當妳從機器人手中接過咖

啡時，甚至還可以“稱贊”或者“調

戲”它。從點單到喝上咖啡，最快不超

過1分鐘。日前，中國首家AI機器人咖

啡廳在深圳“科影周”期間正式亮相深

圳。在展會現場硬蛋空間，除了各類智

能機器人成為了人氣合影對象，現場展

示的智能咖啡館和智能餐廳兩大AI場

景，也成為了參觀者的焦點。

語音下單還能聽懂廣東話
記者了解到，這家名叫“AI咖啡”

的AI機器人咖啡廳由硬蛋和Rethink Ro-

botics共同打造。

在咖啡廳內，記者看到了機器人咖

啡師、機器人服務員及各種人工智能設

備和各種神秘氣息的科技元素。顧客只

需在桌面通過電子屏幕或語音下單，智

能咖啡機就會現磨咖啡，機器人完成咖

啡的傳送，再由機器人服務員將咖啡送

達顧客手中。

“這裏能提供市面上所有的能享受

的咖啡種類。比如美式、拿鐵、卡布奇

諾等近十種。經過精確計算，從點單到

端到顧客手中，做壹杯美式咖啡只需53

秒，意式咖啡只需42秒，卡布奇諾90

秒，拿鐵78秒。”相關人員介紹。

不少現場品嘗的人表示，機器人做

出的咖啡與人做的沒有任何差別。“人

工智能更加註重數據化，AI機器人咖啡

廳也能聽懂廣東話。”該工作人員表示。

更像壹個人工智能的生態館
AI 咖啡廳最核心的“黑科技”是

什麽？莫過於精密的機械手和高效的

人機交互系統。據了解，“AI咖啡”

使用的 Sawyer，是新壹代機械手臂機

器人，能夠自由靈活地完成咖啡的運

送工作。同時，Rethink Robotics 也是

“英特爾&硬蛋機器人”生態的核心合

作夥伴之壹。

那麽，如何控制這些機器人協調完

成工作並成功和顧客進行交流呢？原

來，“AI咖啡”的順利運行歸功於硬蛋

實驗室的K系統。

據介紹，K系統是硬蛋實驗室研發

的壹個完全開放的人工智能平臺，能夠

幫助第三方應用和第三方智能設備利用

平臺的語音、圖像等能力提供相應服

務。咖啡廳內的機器人及其他智能設備

的語音交互、協作等功能，都將由K系

統操控。

硬蛋方面還透露，“AI咖啡”更像

是壹個人工智能的生態館。咖啡廳內不

僅有機器人咖啡師、機器人服務員，還

有包括智能LED燈、智能溫控器等多種

智能設備。為了提高年輕人群的體驗，

現場還將布置多重趣味環節和可體驗的

科技項目，讓AI更有趣。

AI咖啡廳11月將落地深圳
“人工智能發展的今天，需要壹套

人工智能應用生活化的整合，包括將壹

些成熟的人工智能技術與硬件產品進行

整合、融匯連接。”硬蛋公關總監王剛

介紹，“比如壹個智能咖啡廳裏既包括

人臉識別、語音交互等人工智能技術，

又包括機械臂、智能咖啡機等壹系列硬

件，還包括互聯網支付手段，以及整體

的操作自動化流程。其整體是壹個軟

件、硬件、雲技術的有機協作，這才是

未來的智能生活。”

記者了解到，此次在硬蛋空間展示

的智能咖啡廳只是AI咖啡廳的“雛形”。

在11月高交會期間，硬蛋將聯合國內機

器人某領先企業，落地壹個永久的AI咖

啡廳。

王剛認為，智能咖啡廳將徹底顛覆

傳統的咖啡廳場景，它的成本初期看來

會比人力成本高，但從長遠來看，這是

壹個低成本化的過程，也是未來的方

向。無人店、無人零售、無人消費、無

人服務都是大勢所趨，所有的傳統場景

裏，比如酒店、茶館、咖啡廳都將無人

化，無人化體現了智能的壹面，也體現

了隱私社會的壹面，因此在未來，人工

智能將比人工更便宜。”王剛對記者表

示，“而且人工智能咖啡廳可以實現24

小時服務。在條件成熟的前提下，我們

會讓人工智能咖啡廳與傳統咖啡廳展開

壹場對戰。”

機器人“廚師”能做80多種家常菜
除了“AI咖啡”，硬蛋空間展示的

AI餐廳則意在打造餐廳內的閉環場景。

由深圳市慧大成科技有限公司生產的智

未來炒菜機，將替代人類“廚師”這壹

角色。用戶使用時，只需將處理好的食

材放入其中，剩下的烹飪可完全交給炒

菜機。這款智能炒菜機共支持八十余種

常見的家常菜，壹般的菜品制作只需3

分鐘。

據了解，在AI餐廳場景中，用戶只

需要語音下單，即可享受由機器人帶來

的全程AI服務。

零部件斷供損失三千億？環保部門：環境違法絕不讓步
綜合報導 壹家本土零部件供應商的關停，可

能影響300萬輛汽車的生產，進而造成3000億元

損失？近期，德國汽車零部件企業舍弗勒的緊急

求助函，引發多方關註。對此，上海浦東新區環

保部門回應稱，外資企業選擇供應商，必須考慮

其是否遵守環保法規，政府對於環境違法企業絕

不讓步。

舍弗勒投資（中國）有限公司（簡稱：

舍弗勒）發布的壹封緊急求助函稱，今年 9

月 11 日，該公司唯壹在使用的滾針原材料供

應商上海界龍金屬拉絲有限公司（簡稱：界龍

公司），突然書面通知舍弗勒，由於環保方面

原因，上海浦東新區川沙鎮政府自9月10日起，

對該廠采取了“斷電停產、拆除相關生產設備

”等措施。

按照舍弗勒的說法，根據公司對相關客戶的

排查，發現滾針的斷貨將導致49家汽車整車廠的

200多個車型從9月 19日起開始陸續全面停產，

並稱“理論上這將造成中國汽車產量300多萬輛

的減產，相當於三千億人民幣的產值損失，局勢

十萬火急”

“300 萬輛汽車”和“3000 億人民幣”的

數字，很快在網上引發關註，甚至出現了壹

些“環保沖擊實體經濟”的聲音。舍弗勒在

求助函中表示，希望相關部門在不違反環保

法規的前提下，允許界龍公司繼續為其提供 3

個月的原材料供應，保證供應商切換需要的

準備時間。

據了解，舍弗勒提到的界龍公司，位於川沙新

鎮界龍大道 266 號。該區域屬於上海規劃產

業區外、規劃集中建設區以外的“198區域”。

界龍公司的具體生產工藝中包括酸洗磷化，因

為無環評審批手續，在去年 12月的中央環保督

查期間，該公司被列為環保違法違規建設項目

“淘汰關閉類”。地方政府相關部門曾在去年

12 月、今年 3月，兩次告知企業停止生產。今

年9月 4日，川沙新鎮再次書面告知該企業立即

停止生產，如不予配合，將采取“斷水、斷電”措

施。目前，界龍公司已停產並自行切斷了生產

電源。

浦東新區環境保護和市容衛生管理局20日晚

間回應稱，長達9個月時間裏，界龍公司有充分的

時間與舍弗勒進行協調溝通和生產調整，不至於使

對方感到突然和被動。舍弗勒作為德資企業選擇供

應商時，應考慮其合法性，以及其是否遵守中國的

環保法規。

而舍弗勒在最新發布的微博中表示，目前已調

動全球資源處理供應鏈事宜，對主機廠整車影響可

控。

浦東環保部門表示，隨著中央環保督查的

深入開展，在中國生產的企業必須遵守環保

法律法規。地方政府也必須落實中央環保法

律法規，對敢於環境違法的企業做到關停並

轉，絕不讓步，以此進壹步推動產業升級和

企業轉型，回應人民群眾對於“綠水青山”

的期待。

印尼發現世界最高巨花魔芋印尼發現世界最高巨花魔芋 高度達高度達44..33米米

印度尼西亞廖內省印度尼西亞廖內省，，世界上最高的巨花魔芋在印尼廖內省被發現世界上最高的巨花魔芋在印尼廖內省被發現，，
同時被發現的兩株巨花魔芋高度分別為同時被發現的兩株巨花魔芋高度分別為44..3030米和米和33..3535米米。。

寵物也要體面寵物也要體面！！
日本舉辦寵物葬禮博覽會日本舉辦寵物葬禮博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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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水夢之隊 躍出愛水花
港匯演逾1700人喝彩 小朋友盼長大“像他們一樣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文華）為

慶祝香港回歸20周年暨仁濟醫院成立

50周年，中國跳水“夢之隊”一行28

人赴港獻上精彩“慈善大匯演”。一行

人包括國家跳水隊領隊周繼紅、4名教

練及逾10名在去年里約奧運會及今年世

界游泳錦標賽中奪得冠軍的跳水運動

員，23日與7名香港跳水隊隊員在九龍

公園室內泳池為逾1,700名市民，獻上

個人及雙人3米板及10米高台跳水表

演。大家紛紛讚賞表演精彩，有8歲小

朋友更希望長大後“像他們一樣棒”。

■阮先生

■葛同學（左）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文華 攝

■陳同學（左）與阮同學。

在場的于太太在
運動員甫一出場便直呼
“小鮮肉”，“估不到
連女仔都這麼大隻”。
她最喜歡花式跳水表
演，“在其他正式的場
合看不到這種表演”，

運動員年紀輕輕卻跳水技術
高超，且很有創意，讓人感
受到年輕人的創意與活力。
她平時有留意跳水表演，但
今次親眼見到他們跳水、入
水的動作，聽到入水聲音，
感覺同電視很不同，讚國家
隊運動員高水準。

8歲的陳同學與11歲的
阮同學亦最喜歡花式跳水環
節，“平時只能隔住電視屏
幕看，現在親眼見到，好開
心。”

陳同學說，親眼見到
運動員，覺得他們亦都好活
潑，“特別在花式跳水環
節，他們擺的動作好搞笑，
好好玩！”兩人均表示希望
以後學跳水，“也像他們一
樣棒！”

已學習跳水逾1年的10
歲葛同學同樣最喜歡花式跳
水環節，表示親眼看到國家
隊表演好震撼。

她又說，有運動員在
表演10米高台跳水時能翻
轉3個圈，自己則只能轉1
個圈。她覺得跳水好刺激，
希望繼續學習並有機會加入
香港跳水隊。若有機會同國
家隊隊員講話，她最希望說
一句：“哥哥姐姐你們好
棒！”

有份參與表演的 15 歲
香港跳水隊隊員阮柏彥的父
親阮先生23日特備單反相
機，前來捕捉兒子表演及與
國家隊隊員互動的影像。他
滿意兒子23日表現，指兒
子平日好喜歡國家跳水隊隊
員，視他們為偶像，又讚國
家隊的表演非常出色。

黃小姐表示，23 日除
親身觀看國家跳水隊表演
外，還見到前跳水冠軍郭晶
晶，很興奮。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文華

匯演籌款助癱患 宣堅毅體育精神 大人小孩歡呼“小鮮肉”

慈善大匯演於23日下午3時正式開始。當運
動員身穿泳衣現身時，觀眾席中紛紛驚呼

“小鮮肉”，除16名國家跳水隊運動員外，一同
參與表演的還有7名香港跳水隊運動員，其中最
小的運動員今年剛滿8歲。

表演首先由國家隊及香港隊隊員一同表演池
邊“魚躍頭入水”，逾20名運動員站於池邊，依
次序以相同動作扎入水中，整齊有序，十分精
彩。

隨後進行3米板及10米台跳水表演，首個表
演者為香港隊隊員陳臨，表演3米板單人“向前
翻騰半周屈體”動作。隨後由奪得去年里約奧運
會女子個人及雙人3米跳板金牌的國家隊隊員施
廷懋，表演難度系數較高的3米板“反身翻騰半
周直體”動作，完成得非常成功，獲觀眾及港隊
運動員喝彩。

8歲港隊員喜與國家隊同台
第四名表演者為來自香港跳水隊的8歲隊員

陳梓銘，表演“向後翻騰半周直體”動作。陳梓
銘為23日所有參與表演的運動員中年齡最小者，
他表示，自己一直期待與國家隊隊員同台表演。

國家跳水隊在國際比賽中屢屢奪冠，被稱為
“夢之隊”，今次除有金牌得主外，還有兩名13
歲泳壇小將赴港表演。曾獲得2008年及2012年
奧運會雙料金牌，及去年里約奧運會女子雙人高
台跳水冠軍的陳若琳今次亦隨團赴港，但因已退
役並無參與表演。陳若琳退役後在中國人民大學
讀書，未來希望有機會留在國家跳水隊與師兄弟
分享經驗。

23日的表演共分3節，前兩節由國家跳水隊及
香港跳水隊隊員一同表演專業高難度跳水動作，最
後一節則由隊員自由發揮，表演“花式”跳水，有
運動員扮作看報紙，與塑膠凳及報紙一起從10米跳
台“花式入水”，有1名運動員倒立並由另一名隊
友抓住雙腳一同從10米高台“連體入水”，引起市
民陣陣歡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文華）國家跳水“夢之
隊”今次赴港行程緊湊，繼23日為香港基層家庭及團體
獻上精彩跳水表演外，十多名金牌跳水運動員及國家跳
水隊領隊、教練24日還走進仁濟醫院林百欣中學，與小
朋友一同參與互動遊戲，交流成長經歷，並同時為“仁
濟永強全癱病人基金”籌款，捐助香港全癱病人。23日
主辦方仁濟醫院在“慈善大匯演”開幕儀式上，盛讚國
家跳水隊以正能量感染年輕新一代。

香港民政事務局署理局長陳積志、康樂及文化事務
署署長李美嫦、荃灣民政事務處民政事務專員葉錦菁、
香港業餘游泳總會會長王敏超、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
林匹克委員會副會長霍啟剛應邀主禮。

運動員走入社區宣正能量
仁濟醫院董事局主席嚴徐玉珊於開幕儀式上致辭

時，盛讚國家跳水運動員訓練嚴謹、過程艱辛，但仍竭
盡全力為目標奮鬥，為國家爭光。她指，運動員堅毅不
屈、永不言敗的體育精神，是學習的榜樣。

另外，今次運動員的訪問行程亦包括走入社區，與
青少年及基層接觸，將運動員的正能量感染年輕新一
代。

陳積志致辭時表示，歡迎訪港運動員赴港，希望市
民透過匯演分享香港回歸20周年的喜悅。他又讚仁濟醫
院逾90個遍佈香港各區的服務單位，為市民提供優質服
務。今次市民可欣賞技藝超群的跳水大匯演，亦是仁濟
醫院50周年的特別呈獻。他再次感謝國家跳水隊的健兒
赴港，獻上精彩演出。

■■逾逾2020名運動員站於池邊名運動員站於池邊，，依次序以相同動作扎入水中依次序以相同動作扎入水中，，整整
齊有序齊有序，，十分精彩十分精彩。。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攝

■■匯演中場穿插的精匯演中場穿插的精
彩水上韻律操表演彩水上韻律操表演。。

曾慶威曾慶威 攝攝

■觀眾為運動員表演拍掌喝彩。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前跳水冠軍郭晶晶（右）。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中國跳水“夢之隊”一行28人。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一 腳 踢 下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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