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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記者黃相慈／
休士頓報導）感恩節
即將到來，年底假期
除了有誘人的購物季
外，到戶外運動也是
不錯選擇。休士頓市
中 心 發 現 綠 地 公 園
(Discovery Green)室外
滑冰場於11月18日開
幕，一直持續至明年1
月 21 日，不如趁著冬
季到戶外享受滑冰樂
趣，體驗在繽紛冰上
派對。

大休士頓最受歡
迎的三座滑冰場，除
全年無休的Gallerica和
Memorial City Mall 室
內滑冰場外，室外場
地則隨天氣情況開放。堪稱美國西南部最大的室外溜冰
場，休士頓市中心發現綠地公園的滑冰場(ICE Skating
at Discovery Green)於 11 月 18 日開幕，舉行一年一度的
滑冰盛會，將一路開放至明年1月21日。

溜冰盛增添娛樂性質，規劃不同主題，宛如冰上派
對。周一為 「廉價滑冰之夜」(Cheap Skate Night)、周二
為 「時間翻轉」(Time Wrap Tuesdays)、周三為 「破冰約
會之夜」(Break The ICE Date Nights)、周四為 「美商銀
放映日」(Screen on the Green)、周五為 「Funfetti蛋糕日
」(Funfetti Fridays)、周六是 「與聖誕老人和故事書明星
滑冰」(Skate with Santa&Story Book Stars)，現場還有專

為孩童設計的兒童溜冰場，適合全家大小前往。
滑冰場平日票價現場購票14元，網路購票17元含

冰刀租借，特價票8元，僅限11月27日至12月18日及1
月8日。場邊不定期邀請DJ現場放送音樂，也有點心吧
提供熱可可、熱咖啡和比利時鬆餅等，邀請市民共度冬
季美好時光。

休士頓市府表示，在冰上運動切記安全第一，所有
年齡在六歲以下的孩子到溜冰場上活動，必須有成年人
在旁，並戴上經過認證的冰球頭盔，遵守場內規範。綠
色探索公園管理處也提醒，戶外溜冰場的場地狀況取決
於天氣，一旦天公不作美，溜冰場會暫時關閉。有興趣
的民眾可電洽713-434-RINK (7465)查詢更多資訊。

發現綠地滑冰場開放 體驗冬季冰上派對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
感恩節和聖誕節臨近，年底購物季
，民眾外出購物採買或假期出遊，
都容易引來竊賊伺機行竊，甚至尾隨行搶。為防止有更多搶案發生，休士頓警局提醒民眾，年底購物季，民眾外出採購
需提高警覺，留意周遭可疑人事物，警方也會在購物季期間，加強購物區的巡邏密度。

休士頓前陣子治安亮紅燈，街頭持槍搶劫、劫車竊盜等幾乎經常上演，隨著年底購物季到來，民眾外出採購的機會
大增，竊賊恐會利用人潮擁擠的失序時機，參入其中伺機行竊。
休士頓警局表示，根據往年數據，年底假期日被搶劫和被偷竊報案的比例提高，提醒民眾一定要更加謹慎小心；加上歲
末年終，民眾外出採買機會大增， 「闖空門」入屋行竊的案件，或是利用人潮擁擠時下手行竊，便於此時紛紛激增。休
士頓警局提醒，歲末購物更不能掉以輕心， 「提高警覺很重要」，無論是搶劫或偷竊都是一種 「機會犯罪」，平時缺乏
警覺性，就是給歹徒可乘之機。

警方也說，僅管保持警覺是老生常談，但 「財不露白」，隨身勿攜帶大量現今和貴重物品，切忌邊走路邊講電話或
低頭打簡訊，車內不放至手提包或背袋，一定是降低犯罪機率的不二法門。

另外，防止闖空門入屋行竊，一定要加裝門鎖外，也需設置警報器，提前做好準備，提高警覺不大意，就可降低失
竊機率。

購物季犯罪率提高 休警局提醒：提高警覺

發現綠地公園室外滑冰場已開放發現綠地公園室外滑冰場已開放。。((取自取自BigKidSmallCity)BigKidSmallCity)設計不同主題邀民眾一起同歡設計不同主題邀民眾一起同歡。。((取自官網取自官網))

不定期邀請不定期邀請DJDJ現場放送音樂現場放送音樂，，宛如冰上派對宛如冰上派對。。((取自官網取自官網))

購物季的人潮購物季的人潮，，容易引來偷兒伺機行竊容易引來偷兒伺機行竊。。((取自網路取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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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谷花車巡遊開啟泰國曼谷花車巡遊開啟泰國20182018旅遊年旅遊年

““神奇泰國神奇泰國””花車巡遊活動在曼谷市中心舉行花車巡遊活動在曼谷市中心舉行，，正式開啟泰國正式開啟泰國
20182018旅遊年旅遊年。。此次花車巡遊包括六大主題此次花車巡遊包括六大主題，，整個巡遊全程整個巡遊全程33..55公裏公裏，，歷歷
時時33小時小時。。巡遊現場除了各色花車巡遊現場除了各色花車，，還有極具當地特色的歌舞表演還有極具當地特色的歌舞表演，，令令
觀眾領略泰國豐富的旅遊資源和風土人情觀眾領略泰國豐富的旅遊資源和風土人情。。

史前猛獁象骨骼將拍賣史前猛獁象骨骼將拍賣 工作人員小心包裹象牙工作人員小心包裹象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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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率下降，騰訊零錢通包抄
余額寶迎來冬天？

全球最大貨幣基金余額寶近期頗有

些低迷，從9月17日7日年化收益率跌

破4%。重回3時代後，余額寶的收益率

就壹蹶不振，11月15日的7日年化利率

已經跌到了3.88%。

“準備殺了這只‘雞’。”、“已

經清倉余額寶。”在余額寶相關的論壇

和討論中，不時能看到投資者這樣的言

論。與此同時，余額寶發布“限額令”、

支付寶推出更多貨幣基金，騰訊也上線

零錢通貨幣基金理財產品，“腹背受

敵”之下余額寶的冬天到了？

多因素致收益率破4
余額寶在經歷了2016年的低迷期，

7日年化利收益率低至2.4%的歷史低點

後，在2017年逐漸收復失地。而從今年

8 月份開始，收益率再次開啟下跌行

情。9月17日的7日年化收益率首次跌

破4%至3.99%，截至11月15日，7日年

化利率跌至3.88%。而Wind資訊數據顯

示，還有大量的貨幣基金收益率高於

4%，其中最高的高達6%。

招銀前海金融資產交易中心首席研究

員王朝陽在接受中新經緯客戶端采訪時

表示，余額寶的收益率下降主要與貨幣

市場整體利率走低有關，與監管者流動

性呵護意圖有聯系。

“從資產配置角度來看，余額

寶投資於銀行存款和結算備付金的

比 例 上 升 ，意味著現金類資產的

提升。由於央行不斷向市場釋放流動

性，使得貨幣市場整體利率走低，余

額寶收益隨之下降。”王朝陽進壹步

解釋道。

10月26日公布的余額寶2017年三季

報顯示，余額寶的資產組合中，銀行存

款和結算備付金占投資組合的87.11%，

即余額寶大部分投向了銀行的協議定期

存款。而在前兩個季度，這壹投資占比

為82.95%和64.32%，第三季度有明顯的

上升。

三季報顯示余額寶投向債市的比例

達7.87%，“受債市低迷的影響，另外

資金面也比較寬松，收益有壹定程度的

下滑。” 天相投顧基金評價中心負責人

賈誌向中新經緯客戶端表示，此外，余

額寶收益下跌是整個貨幣基金共同的情

況。

余額寶基金經理王登峰近日向媒體

表示，余額寶將降低貨幣基金投資組合

的久期，並削減部分定期存款和同業存

單的頭寸，增持中國政府和政策性銀行

發行的短期利率債，以及短融和回購協

議等流動性較高的資產。

此外，10月1日起正式實施的《公

開募集開放式證券投資基金流動性風險

管理規定》中對信用債的投資比例有嚴

格限制。另據媒體報道，市場傳聞的貨

幣基金監管新規，未來貨幣基金投資同

業存單或將參考債券和非金融企業債務

融資工具的相關規定進行管理，評級需

要AA+及以上，AA+的存單還需要遵守

“雙十限制”，未來存單不再參考存款

相關規定。意在讓貨幣基金回歸低風

險、低收益、高流動性的本源。

專家：收益率破3概率很小
對收益率敏感的投資者坐不住了，

“余額寶會像去年那樣跌破3%嗎？再跌

就準備撤出了。”有投資者在論壇裏坦

露了擔憂。

對此，賈誌認為，“破3的概率很

小，不必這麽悲觀。”

王朝陽也持同樣觀點，“從余額

寶本身來看，余額寶把投資方向定

在協議存款和結算備付金上，大幅

提升了投資比重，預計余額寶 7天收

益率將維持壹個相對平穩的狀態。

同時，年末財政投放高峰期，央行

公開市場操作應聲轉向，表明維護

流動性基本平穩的態度。余額寶收

益率下降破 3 的可能性不大。” 王

朝陽說道。

收益率下跌的同時，余額寶也步入

增速“慢車道”。10月26日公布的余額

寶三季報顯示，截至三季度末，余額寶

規模為 1.56 萬億元，再度刷新規模新

高 ， 而 三 季 度 余 額 寶 規 模 增 速 為

8.9%，相比前兩個季度41%和25%的增

速，出現明顯的下降。

壹方面從今年6月起，螞蟻財富推

出“優化理財”，向各大貨幣基金全面

開放，造成用戶本來可能投資余額寶的

資金部分被分類至其它貨幣基金。另壹

方面，余額寶在5月27日、8月14日先

後兩次調整個人持有最高限額，從25萬

調整到10萬元。

此外，騰訊也於9月4日起逐漸向用

戶推出微信支付“零錢通”功能，推出

了四款貨幣基金，中新經緯客戶端查詢

發現，零錢通的四款貨幣基金收益率均

高於4%，最高的為南方基金現金通E為

4.33%，最低的為華夏基金財富寶為

4.02%。

腹背受敵的余額寶，如何吸引到

更多的投資者，或許還得拿業績說

話。而賈誌認為，余額寶的優勢還

是比較明顯的，限額之後持有人以

中小投資者為主，這也有利於規模

的穩定。

“余額寶定位在滿足用戶小額、零

散資金管理需求，本就是主要追求流動

性而非高收益。”王朝陽表示。

中意創新合作周貴陽站啟幕
綜合報導 第八屆中意創新合作周貴陽站在貴

陽啟幕，通過高端論壇、項目對接及實地考察交流

等形式搭建創新資源對接平臺，深化中國貴州與意

大利在科技創新、大數據、天文等領域的合作。

第八屆中意創新合作周由中國科技部和意

大利教育、大學與科研部主辦。中國科學技術

部國際合作司司長葉冬柏 17日在第八屆中意創

新合作周貴陽站開幕式上表示，創新是引領發

展的第壹動力，通過中意創新合作周，推進兩

國區域創新發展，加強跨境交流，深化高校、

企業之間的交流合作。

第八屆中意創新合作周貴陽站期間，將對

外公布意大利航天局和中國太空探索中心壹同

開展的“月球映射”項目的研究結果。該成果

是中意兩國的科學家與學生共同繪制的月球三

維“地圖冊”。

意大利駐重慶總領事館總領事倪飛接受記

者采訪時說，中意創新合作周已成為推動兩國

在科學、技術和創新領域關系發展的長期平臺

和有效工具。第二次到訪貴州的倪飛對貴陽的

發展印象深刻。“與 12年前相比，貴陽已成為

國際化、現代化的大都市，科技方面具有前瞻

性。”他期望，以此次交流周為起點，繼續推

進科技創新、大數據等領域合作。

貴州省科技廳副廳長陳改學對雙方合作充滿

期待。他表示，交流周為進壹步開拓國際化交流

奠定良好基礎，貴州省科技廳

與貴陽將積極拓寬渠道，深化

與意大利等國家的合作。

貴陽市委副書記、代理市

長陳晏同樣表示，貴陽將積極

構建更加開放的環境，以交流

周為起點，與意大利各方展開

務實合作，實現互利共贏發展。

據介紹，意大利是與中國簽署政府間科技

合作協定最早的西方國家之壹。2010 年至今，

中意創新合作周已成功舉辦七屆，在智能制造、

生物醫藥、航空航天、綠色化工等雙邊創新合

作領域取得了顯著成效。

意大利那不勒斯科學城CEO李帕狄告訴記

者，中意創新合作周這個平臺在近幾年已經實

施超過 600 個合作項目和 80 個戰略計劃，並實

現超過5億歐元的交換價值。李帕狄說：“貴陽

是‘處女地’，此次交流周是種下種子，期待

結出豐碩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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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版■責任編輯：魯 冰 2017年11月21日（星期二）2 中國新聞地方視窗

京津冀魯高技能人才聯盟成立
擬建多元化培養機制 推動產業升級

烏市直達塔什干貨運班列開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應江洪新疆

報道）由42組貨櫃組成的X9091次貨
物列車日前自中歐班列新疆烏魯木齊
集結中心駛出，該列車為首趟烏魯木

齊至烏茲別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點對點”
直達貨運班列，經由霍爾果斯口岸出境，
途經哈薩克斯坦，歷時5天、行程1,990公
里抵達塔什干。
據了解，以往從烏魯木齊至塔什干的

貨物大多拼車運輸，到達哈薩克斯坦阿拉
木圖後再以分散運輸的方式進行接駁，現
在直達列車能節省一半時間。自本月起已
經開行了35列中歐班列，全月有望突破90
列，實現平均每日3列的常態化開行。

新
－
疆

哈深對俄文化藝術博覽會異彩紛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江宏 山

東報道）京津冀魯高技能人才聯盟

成立大會暨交流合作研討會日前在

山東德州舉行。該聯盟匯聚了97家

來自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山

東省等四省市的技工院校、企業、

社團組織，旨在進一步加強京津冀

魯區域內高技能人才交流合作，建

立高技能人才多元化培養機制，為

區域協同發展提供有力人才支撐。

擬投197億實施易地扶貧搬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劉蕊鄭州報

道）香港文匯報記者從河南省政府公
佈的《河南省人民政府辦公廳關於印
發河南省“十三五”易地扶貧搬遷規

劃的通知 豫政辦〔2017〕106 號》了解
到，“十三五”期間河南全省計劃實施易
地扶貧搬遷31.24萬人。易地扶貧搬遷遷出
範圍主要在大別山、伏牛山、太行山等
地，涉及鄭州、洛陽等11個省轄市，3個
省直管縣(市)，共50個縣(市、區)。

據測算，“十三五”期間，河南易地
扶貧搬遷工程總投資197.8585億元人民
幣，款項主要用於建檔立卡貧困人口住房
建設、安置區配套基礎設施和基本公共服
務設施建設投資。

河
－
南

設200億基金發展沿黃旅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仕珍西安

報道）為推動黃河沿線旅遊產業發展，
沿黃城市旅遊產業聯盟日前在陝西省韓
城市成立，青海、甘肅、陝西、河南、

山東等9個省的旅遊城市和行業代表加盟。
陝西沿黃旅遊產業發展基金亦同時成立，發
展總規模200億元人民幣。

據了解，陝西沿黃旅遊產業發展基金將
投資旅遊設施、旅遊觀光、文旅產業、文化
產業等項目，充分發揮政府資金帶動作用。
首批投資項目將涉及“旅遊+文化”、“旅
遊+體育”、“旅遊+科技”、“旅遊+扶
貧”等方面，有效帶動傳統旅遊向產業化發
展。

陝
－
西

根據京津冀魯高技能人才聯盟戰略
合作協議，聯盟成立後將會推動

建立京津冀魯四省市之間技能人才創
新創業信息平台和聯盟院校師資信息
庫和師資培訓基地，實現資源共享。
同時，探索建立區域性職業能力互通
互認機制，推動四省市其中一方認定
的職業資格水平能力，其他方均共同
認可使用，促進區域內技能人才資源

自由流動和優化配置。

人才周啟動 納賢逾2000
山東省人社廳副廳長周春艷在致辭

時表示，人才一體化發展，是實現京津
冀協同發展戰略目標的智力支撐和重要
保障。在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的過程
中，山東省特別是德州市有着獨特的區
位優勢和人才資源，更應該積極主動地

融入京津冀協同發展的大格局中，助推
區域內經濟社會共同發展。成立京津冀
魯高技能人才聯盟，為區域內各類技能
人才搭建協同發展的平台，充分利用各
自區位優勢、產業優勢和人力資源優
勢，推動產業轉移、產業集聚和產業升
級。
此次活動是第二屆“智匯德州”

人才創新創業周的一項重要內容。作

為德州市吸引人才的重要平台，第二
屆“智匯德州”人才創新創業周日前
開幕，來自全球的2,000餘名高端人才
應邀參會，其中兩院院士，國家“千
人計劃”專家，國家“萬人計劃”專
家、百千萬人才工程國家級人選、長
江學者，泰山學者、泰山產業領軍人
才，外國專家、博士、高技能人才等
高層次人才700餘人。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王欣欣
哈爾濱報道）黑龍江省哈爾濱市委
宣傳部與深圳市委宣傳部、俄羅斯
哈巴羅夫斯克市政府共同組織開展
的哈深對俄文化藝術博覽會近日盛
大開幕，展會歷時5天，兩國三地
160餘家文化企業，兩萬餘件琳琅滿
目的展品，讓參觀者目不暇接。
哈爾濱市委常委、宣傳部長焦遠

超介紹，“國務院確定深圳與哈爾
濱開展對口合作以來，深哈兩地宣
傳文化部門共商共議，通力協作，
在文化領域共同謀劃生成了20餘個
合作項目，取得了可喜的合作成

果。”此次哈深對俄文化藝術博覽
會及文化創意精品展中，俄羅斯企
業和民間藝術家亦帶來了眾多的富
有俄羅斯風情和俄羅斯傳統文化的
藝術作品，為文化發展提供了新思
路、注入了新動力。

兩國三地160企參展
據悉，與此屆哈深對俄文化藝術

博覽會同期啟動的濃縮了兩國三地文
化精華、齊聚兩國三地文化特色的哈
深哈文化創意精品展暨第十七屆哈爾
濱民間民俗藝術博覽會，展會總面積
達5,000平方米，有來自哈爾濱、深

圳、俄羅斯的160家民間民俗藝術和
文化創意企業參展，尤其是哈爾濱三
五集團館藏中國非遺作品精品展，將
展出十位國家級非遺傳承人的十五個
系列的百餘件精品。
此外，哈深哈文化創意產品展

主場館舞台以及中央大街還將舉行
“感受創意生活，體驗文化魅力”惠
民電影展映活動、哈深對俄文化藝術
博覽會交響樂演出等內容豐富、品味
高雅的系列文化藝術活動，為初冬的
哈爾濱帶來了濃濃暖意和一抹亮色，
更為廣大市民和中外嘉賓提供一場高
水平的文化藝術盛宴。

■俄羅斯傳統工藝的畫作讓參觀者興趣
濃厚。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欣欣攝

■■京津冀魯高技能人才京津冀魯高技能人才
聯盟在德州成立聯盟在德州成立，，擬建擬建
高技能人才多元化培養高技能人才多元化培養
機制機制。。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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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章蘿蘭
上海報道）歷經6天73場激烈較
量，有史以來陣容最為龐大、賽
程最為密集的2017世界桌球上海
大師賽18日晚在上海體育館圓滿
落下帷幕。“火箭”奧蘇利雲以
10:3輕取卓林普，問鼎冠軍。

今次在上海奪冠，令奧蘇利

雲成為繼亨特利之後，史上第二
位排名賽冠軍達到30個的球手，
距離亨特利創造的36個排名賽冠
軍，僅差6個。賽後，奧蘇利雲
在接受內地媒體採訪時表示，若
每年去力爭贏得兩個冠軍，三年
內超越亨特利是有可能的。他提
到，任何紀錄都是用來打破的，
不管是什麼紀錄。某一天總會被
打破的，“作為一名職業球員，
我們總是會去制定一個目標，亨
特利曾經提升了這個標準，我希
望能夠將這個紀錄再提升一
些。”
與此同時，“火箭”也贏得

了15萬英鎊冠軍獎金以及3000英
鎊單桿最高分獎金，世界排名亦
晉升至第四位。沙比依然排名世
界首位，卓林普緊隨其後，因眼
疾缺陣上海大師賽的丁俊暉，排
名則跌至第三。

馬會連續四年贊助
中國馬術巡迴賽總決賽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賽馬會贊助

的“浪琴表中國馬術巡迴賽香港賽馬
會盃廣州總決賽”日前揭幕，此項賽
事是內地頂級馬術比賽之一，於廣東
省黃村體育訓練中心舉行。馬會董事
利子厚在歡迎晚宴致辭時表示：“香
港賽馬會已連續四年贊助‘浪琴表中
國馬術巡迴賽香港賽馬會盃廣州總決
賽’，印證馬會持續支持內地馬術運
動。”

中國-東盟國際馬拉松
肯尼亞包攬男女前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胡進）19日

上午7點30分，隨着“砰、砰、砰”
的發令槍響起，來自越南、老撾、柬
埔寨、緬甸、波蘭、肯尼亞等國家運
動員選手和中國選手1萬多人，如潮水
奔騰着湧向長長的跑道……，2017中
國-東盟國際馬拉松在廣西防城港市開
跑。當天防城港市突然大幅度降溫，
大風冷雨給運動員們帶來了更嚴峻的
挑戰，最終，來自肯尼亞的六名選手
選手包攬了男女組的前三名，盡顯長
跑強國的風範。

深圳南山半馬開跑
1.6萬選手參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花 深圳
報道）19日上午8點，2017深圳南山
半程馬拉松賽鳴槍開跑，1.6萬名選
手參與了本次比賽。該賽事在去年被
評為中國馬拉松年度盛典銀牌賽事
後，今年再次衝刺金牌賽事。

ABL新賽季首戰
香港東方滅“火焰”

上季贏得東南亞職業籃球聯賽
(ABL)總冠軍的東方龍獅，19日以
“香港東方”名義開始衛冕之旅，最
終在新賽季首戰以92:89險勝勁旅菲
律賓火焰。■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中中國國UU2020國家足球隊國家足球隊1919日於德國西日於德國西
南地區聯賽進行第一場比賽南地區聯賽進行第一場比賽。。選選

拔隊與美因茨肖特的比賽上半場進行拔隊與美因茨肖特的比賽上半場進行
時時，，觀眾席上有人舉出代表觀眾席上有人舉出代表““藏獨藏獨””的的
““雪山獅子旗雪山獅子旗”，”，中國全體隊職員隨即中國全體隊職員隨即
離場拒賽離場拒賽。。報道指出報道指出，，在場工作人員與在場工作人員與
警察向示威觀眾進行溝通警察向示威觀眾進行溝通，，在中斷在中斷2525分分
鐘之後鐘之後，，示威觀眾自願把旗幟收起來示威觀眾自願把旗幟收起來，，
比賽繼續進行比賽繼續進行。。後來回到場上後來回到場上，，心態看心態看
來受到影響來受到影響，，面對戰績最差且剛升級的面對戰績最差且剛升級的
東道主東道主，，中國足球小將似乎並無招架之中國足球小將似乎並無招架之
力力，，最後以最後以00::33敗北敗北。。

中國足協中國足協UU2020選拔隊是中國足協為選拔隊是中國足協為
提升提升UU2020隊伍的水平隊伍的水平，，同時為衝擊同時為衝擊20202020
年東京奧運會作準備而成立年東京奧運會作準備而成立，，這支隊伍這支隊伍
在教練組組長孫繼海的率領下奔赴德國在教練組組長孫繼海的率領下奔赴德國
進行為期一年的訓練和比賽進行為期一年的訓練和比賽，，比賽的對比賽的對
手是來自德國第手是來自德國第44級聯賽西南地區聯賽級聯賽西南地區聯賽

中的中的1919支球隊支球隊。。在今年年中在今年年中，，選拔隊已選拔隊已
經在德國進行過經在德國進行過22場熱身賽場熱身賽，，與德丙聯與德丙聯
賽球隊格羅阿斯帕赫的較量以賽球隊格羅阿斯帕赫的較量以00::11告負告負，，
隨後與德國第隨後與德國第66級別聯賽的球隊級別聯賽的球隊SGVSGV弗弗
賴貝格的較量賴貝格的較量，，選拔隊更是以選拔隊更是以11::33落敗落敗。。
在德國地區聯賽中在德國地區聯賽中，，西南組的歷史較為西南組的歷史較為
悠久悠久，，而且水平較高而且水平較高，，但美因茨肖特的但美因茨肖特的
實力卻相當一般實力卻相當一般。。

德國足協呼籲球迷勿挑釁德國足協呼籲球迷勿挑釁
德國足協副主席齊默曼在這場德國足協副主席齊默曼在這場

比賽結束之後表示比賽結束之後表示，，德方其實在德方其實在
比賽舉行之前已經提示過中國比賽舉行之前已經提示過中國
代表團可能會有類似事件發代表團可能會有類似事件發
生生。。他呼籲觀賽球迷他呼籲觀賽球迷，，不要不要
““濫用足球場去故意向我們濫用足球場去故意向我們
的客人加以挑釁的客人加以挑釁”。”。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梁啟剛

中國足協U20選拔隊19日在德國第4級的西南地區

聯賽進行第一場比賽，在上半場比賽進行時，有觀眾拿

出“藏獨”旗幟，全體隊職員一度退場拒踢，選拔隊後

來回到場上，心態似乎受到影響，最後以0:3敗給目前戰

績最差的美因茨肖特。

桌球上海大師賽 奧蘇利雲問鼎冠軍
短
訊

■■UU2020選拔隊球員郭靖選拔隊球員郭靖((左左))在比賽中進攻在比賽中進攻。。新華社新華社

■■孫繼海孫繼海((中中))在比賽結束後鼓勵球員在比賽結束後鼓勵球員。。新華社新華社

■■奧蘇利雲問鼎冠軍奧蘇利雲問鼎冠軍。。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上海上港球員武上海上港球員武
磊磊((左左))。。 新華社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榕蓉 福州報
道）2017年世界羽聯超級系列賽中國公開
賽19日落下帷幕，國羽在5項比賽中，奪
取3項冠軍；其中，國手諶龍在男子單打決
賽裡經過三局激戰以2:1(21:16、14:21、21:
13)擊敗頭號種子、丹麥球手安塞龍奪冠。
這是諶龍第4次拿到中國公開賽冠軍，同時
報了世錦賽準決賽慘敗於對手的一箭之
仇。
諶龍賽後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中羽

賽在福州舉行，前三次他都沒有拿到冠
軍，這次親手打破了魔咒把這個冠軍拿了
下來，在家門口作戰拿到冠軍對男單組而
言是一個激勵。

國羽女雙混雙奪冠
諶龍又表示，對於這一場“雙龍會”的

勝利還是比較開心的，“打完奧運會到現
在，也打了很多比賽，成績不是特別穩定，
我一直在問自己，怎樣在奧運會之後重燃對
冠軍的渴望，對我而言是一個考驗和一個新
的階段認識，我現在希望能夠做到，回到場
上無論什麼比賽都有勝利的動力和不忘初心
的狀態。”
至於賽事2號種子、國家組合陳清晨/

賈一凡在決賽迎戰韓國組合金慧麟/李紹
希，以局數2:1(21:7、18:21、21:14)戰勝對
手，榮膺女雙冠軍。在混雙決賽，國家組
合鄭思維/黃雅瓊以2:0(21:15、21:11)輕鬆
戰勝丹麥組合克里斯蒂安森/彼德森，拿到
了合作後的兩連冠。
另外，在從資格賽一路過關斬將，先後

將里約奧運會金牌和銀牌得主馬琳、辛德胡
淘汰出局，世界排名第89位的國羽小花高昉
潔，成為國羽在本屆中羽賽上的最大亮點。
在女單決賽上，高昉潔最終以0:2(13:21、15:
21)落敗獲得亞軍，日本球手山口茜則奪得女
單冠軍。

諶龍中羽賽男單稱王

■■鄭思維鄭思維((右右))和黃雅瓊和黃雅瓊
在頒獎儀式上在頒獎儀式上。。 新華社新華社

■■諶龍在比賽中回球諶龍在比賽中回球。。新華社新華社

見觀眾揮舞“藏獨”旗

亞洲足球先生候選 武磊連續兩年入圍
日前，亞足協公佈了2017

年亞足協頒獎盛典候選名單，中
國男足主力
前鋒、現効
力於上海上

港的武磊連續第
二年入選亞洲足球先生最終三
人名單，其餘兩位候選分別是敘
利亞前鋒赫里賓、阿聯酋“海灣
美斯”奧馬爾。
2017年亞足聯頒獎典禮將

於今年12月29日在泰國曼谷舉
行。武磊本賽季在中超聯賽攻
入20球，連續5年成為本土最
佳射手。亞冠賽場上，他幫
助上海上港打入四強，並攻
入5球。不過，武磊若想
獲得該獎項，將面臨很
大難度，與他一同入圍
亞洲足球先生名單的
還有“海灣美斯”

奧馬爾，成名已久的他早在去
年便獲得了亞洲足球先生；來
自敘利亞的赫里賓更是被外界
一致看好，他目前在亞冠聯賽
攻入9球，和上港前鋒侯克並
列射手榜榜首，他所在的阿爾
希拉爾也順利打入決賽，將與
浦和紅鑽爭奪冠軍，赫里賓在
國家隊的成績同樣出色，他在
十二強賽攻入3球幫助敘利亞
拿到小組第三，儘管最終不敵
澳洲沒能拿到附加賽資格，但
他在敘利亞國家隊的表現已經
足以令人稱道。相比之下，武
磊在國家隊的成績遜色了不
少，十二強賽只有1球入賬，
中國隊也未能從小組出線。
其他獎項方面，U16女足

主帥高紅入選最佳女子教練候
選，中國足協入選亞足聯夢想
大獎候選。 ■中新社

■■孫繼海孫繼海((中中))在比賽結束後鼓勵球員在比賽結束後鼓勵球員。。新華社新華社

第64屆澳門格蘭披治大賽車
19日落幕，在“澳博澳門GT
盃－國際汽聯GT世界盃”，瑞
士車手莫他拿以51分52秒822的
成績，第4次奪得冠軍，荷蘭的
富林斯和德國的晏高分別獲得亞
軍和季軍，一直發揮高水準表現
的歐陽若曦則因賽事中段遇上意
外因而未能完賽。“太陽城集團
澳門格蘭披治三級方程式大賽—
國際汽聯三級方程式世界盃”，
英國車手迪圖以39分56秒648完
成15圈比賽奪冠。東望洋世界房
車錦標賽次回合，英國的侯夫以
38分15秒740的成績封王。

■綜合外電

澳門大賽車落幕
莫他拿四捧GT世界盃

■莫他拿勇奪GT世界盃冠軍。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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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老兵又一淚抗戰老兵又一淚
2016年5月，我去弗吉尼亞州的華盛頓特

區，采訪著名英美文學家巫寧坤先生。他居住
的老人公寓，是在綠樹環抱中的一棟十幾層的
樓房。如世外桃源般恬靜安逸。我沿著靜悄悄
的走廊一直走到房間門口。巫老已經接到門衛
的通知，開著門，佝僂著身子在迎接我了。

巫老已經 97 歲高齡，不久前在家摔了一
跤，經過治療已經康復。能夠慢慢走動，但思
維還相當敏捷。我們談到他與吳宓、沈從文、
巴金、周有光、李政道等中國一代大師的交
往。也談到他從西南聯大投筆從戎，奔赴抗戰
前線的往事。

在雲南師範大學校園裡，矗立著一座“國
立西南聯大紀念碑”。1946 年抗戰勝利後，西
南聯大結束，清華、北大、南開即將回到京津
復校之際，在原校址上建立至今。碑陰上鐫刻
著西南聯大投筆從戎學生的名單。有為保衛祖
國而犧牲的烈士。而刻在第二排第三名的，就
是巫寧坤先生。他的英名已鐫刻在紀念牌上，
被祖國的歷史銘記著。

巫老在江蘇揚州成長。1937 年冬正在讀高
三，侵華日軍逼近首都南京，學校被迫解散。
十七歲的他不願做亡國奴， 只身離家，流亡到
四川繼續讀書。1939 年夏，他從四川考上西南
聯大外語系。

1941 年夏，日寇已經侵占大半個中國，我
空軍戰機幾乎喪失殆盡。連陪都重慶都失去制
空權，沒有空軍護衛下的中華大地完全暴露，
任由日寇飛機恣意狂轟濫炸。這是中華民族最
危險的時刻。

國難當頭，在大後方昆明讀書的西南聯大
的學生都按耐不住，滿腔熱血地參加國軍抗
戰。他剛讀完大二，因為美國飛虎隊來華作
戰，需要大批英語翻譯。當學校第一期征召動
員時，他和另一位同學在英語系率先報名參
軍。

他在戰地服務團譯員班受訓時參加了國民
黨。我問他入黨介紹人是誰？巫老說“我們是
集體入黨，我根本沒有填過表，宣過誓。只是
在課堂上通知一下，就都成了國民黨員了。當
時正是國共合作時期，連八路軍、新四軍都屬

於國民政府的軍隊。所以也沒有當回事。”豈
料參加國民黨竟成他終身的歷史問題。結業
時，班主任請宋美齡寫了一封英語信，鼓勵學
員為即將來華的美國空軍自願大隊做好工作。
讀完後要求學員當場翻譯成中文，並將譯文送
宋美齡審閱。在畢業典禮上，宣布巫寧坤的譯
文為第一名，宋美齡特別嘉獎他一塊瑞士手
表。

由於英語成績優秀，他被分配到航空委員
會美國空軍志願大隊中國人員管理處譯員組, 任
空軍中尉譯員。他們駐防昆明郊區巫家壩機場,
也就是空軍軍官學校所在地。中國人員管理處
主任由空軍軍官學校教育長王叔銘兼任。飛虎
隊的基地也是同一個機場,陳納德的隊部就設在
鄰近。

為了方便陳納德不時過來與王叔銘交談公
務,譯員組派巫寧坤常駐教育長辦公室。擔任王
叔銘教育長的英語翻譯。這位黃埔一期，又在
蘇聯空軍學校畢業的山東籍大漢倔強暴躁、刻
板嚴肅，人稱“王老虎”。但卻十分欣賞巫寧
坤的才干。查找資料、電話記錄、接待蔣委員
長來訪等重要事項，都委托他經辦。甚至連辦
公室和保險箱鑰匙都讓他保管，而巫寧坤24小
時都在秘書室工作生活。因此王對他的工作很
滿意，也很信任。蔣介石每次來昆明, 必然先來
王處, 然後才去看龍雲。

巫老回憶說“蔣有時談話晚了，就會在辦
公室就餐，也會把我們幾個下屬都叫進去一同
吃飯。蔣介石委員長其實並不如外面傳說的那
麼嚴厲，和下屬談話時也很和藹可親。會問老
家在哪裡？父母是否安好？是否適應軍隊生活
等家常話。而印像最深的是蔣的生活很清貧，
吃飯從來都很簡便，也不講究排場。”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中美結盟抗日，當時
美國援助中國許多戰機，但中國全境都在日寇
飛機轟炸範圍下。中國無法建立飛行員訓練基
地。王叔銘此時擔任飛虎隊參謀長。

1942 年秋末，王叔銘奉命率領一個代表團
前往新德裡，與英國皇家空軍駐印部隊領導人
會談協商，安排中國空軍在印度建立空軍軍官
學校初級班，學員結業後前往美國接受中、高

級訓練。雙方達成協議，並選定拉哈爾
(Lahore)機場為訓練基地。

王親自帶領他，三次冒險飛越令空
軍毛骨悚然的“死亡航線”——駝峰。
越過喜馬拉雅山到印度和英軍談判。由
於高空氧氣稀薄，每次他都暈機吐得肝
腸寸斷。但到了印度訓練基地，馬上投

入工作。終於完成中國空軍到印度訓練的談判
任務。巫老談起那段往事時說“那時年輕，抗
戰報國心切，根本沒有考慮個人安危。”

他們當時都屬於美軍飛虎隊的編制，陳納
德將軍的貼身翻譯官是舒伯炎少校，也是他們
翻譯組的組長。當我詢問巫老，在網絡上看到
許多人都稱是陳納德的翻譯官，隨後我報出
七、八個姓名請他甄別。巫老哈哈大笑地說
“有些名字很熟悉，有些可能是後來加入的新
兵，就不清楚了。當時在指揮部有許多中國翻
譯。好多是西南聯大的同學，也有從全國各地
征召來的。大家都是互相熟悉的戰友，都在為
陳納德的飛虎隊服務。現在都說是陳納德的翻
譯也是事實。就如在周總理辦公室工作的人
員，都說是總理秘書是一樣的道理。但陳納德
的第一翻譯官就是舒伯炎少校。而且他是中方
翻譯組長，也就是全體中國翻譯的領導人。”

1943年2月，第三次從印度回來後，王叔
銘被調往成都，任空軍第三路司令官兼空軍參
謀學校教育長。二十二歲的巫寧坤又被王司令
官特別選中，隨王搭乘空軍專機飛往成都，到
空軍第三路司令部工作。這裡有美國空軍駐
防，日本飛機不敢輕易來犯。這期間一批批中
下級飛行軍官和官校學員前往美國受訓，每批
均配備數名英語譯員。譯員班第一期的同學絕
大多數已奉派赴美。巫寧坤覺得不應該錯過這
個學習英語的機會，就給王司令官寫了申請。
王給航空委員會人事處長發了一個電報，派巫
寧坤隨下一批受訓人員赴美。就此，他跟隨
“第三批重轟炸 30 組人員”赴美，擔任翻譯
官。

1943 年 10 月，巫寧坤從昆明搭乘美軍飛
機前往印度。在孟買和第三批去美國培訓的中
國飛行員登上美軍運輸艦“喬治.華盛頓”號，
繞過好望角，進入大西洋。這艘運兵船沒有武
裝，沒有軍艦護航。冒著隨時被德國潛水艇擊
沉的危險，在大洋上航線四十二天後到達紐約
港。

這批飛行員結業不久，抗戰勝利了。巫寧
坤已經輟學四年，他希望繼續留在美國攻讀英
美文學。1946 年，他復員後獲全額獎學金，進

入美國印第安納州的曼徹斯特學院，成為該校
唯一的外國留學生。

1948 年學士畢業後，進入芝加哥大學研究
生院。當時已經有數十名中國留學生在芝大深
造。著名的諾貝爾物理獎獲得者楊振寧和李政
道都在那裡。楊振寧當時已經是講師，而一個
年輕的中國人能夠站在講台上給美國學生授
課，在他們看來非常風光了，都尊敬地稱他為
“神童”。巫老說因為楊振寧地位太高大，又
不在一個系，所以從來沒有談過話。直到九十
年代在香港大學工作時，才有了交往。但在學
校裡，巫寧坤卻和李政道相處的最好。因為他
倆住在同一棟留學生樓，又是年齡最小的，雖
然不是同系，但幾乎都是同出同進，情同兄
弟。

在美國讀書期間，中國內戰卻打的翻天覆
地。而在美國留學的巫寧坤早已經脫離軍隊，
也脫離了國民黨組織。當時學業繁重，通訊又
不暢，他對國共鬥爭知之甚少，對共產主義更
是一竅不通。作為一名海外游子，總希望國家
穩定，早日學成歸國去報效祖國。

為此，在采訪中我好奇地問他，准備歸國
為那個黨效勞的問題時，巫老痛苦地搖著頭說
“當年自己太年輕，只是專心讀書。抗戰時抱
著愛國熱情去參軍。無論在軍隊當翻譯，還是
在美國讀學位，對政治從來都是不聞不問。而
且對共產黨奪取政權也沒有什麼看法。就像清
朝垮台了，民國開始，老百姓還是得干活吃
飯。作為留學生，僅僅是一介書生而已。學到
知識，拿到學位，總是要回到祖國去工作。自
己的根在大陸，回去投身於一個嶄新的世界，
去過一種富有意義的生活，這個誘惑力遠勝過
博士學位和在異國他鄉做學問的吸引力。況且
我學的是英美文學專業，國家迫切地需要我們
回去，也只有在中國才有更好的發展前途。所
以回大陸是義無反顧啦。至於曾經參加過國民
黨組織，又是國軍中尉軍官，但那是在國共合
作時期。國共內戰中我在美國讀書，我可沒有
參加過內戰啊。”

1951年，正在寫博士論文的巫寧坤，突然
收到素昧平生的北京燕京大學校長陸志韋的急
電請他立即回國任教授。 燕京大學是美國教會
辦的，許多教授都是美國人。朝鮮戰爭爆發
後，中美成為敵對國，美國教授就全部撤離中
國。因此燕京大學英語教授奇缺。而該大學西
語系主任趙羅蕤曾在芝加哥大學留學，和巫寧
坤是朋友，因此向陸校長推薦，才發急電催促
邀請。年輕幼稚的巫寧坤接到電報後，立即退
學准備回國。

丁尚彪丁尚彪丁尚彪

1116D07王福權《美國國家藝術畫廊的萬千風情與奧秘》

美國國家藝術畫廊的萬千風情與奧秘美國國家藝術畫廊的萬千風情與奧秘美國國家藝術畫廊的萬千風情與奧秘!!!
美國國家藝術畫廊是來到首都華盛頓一定要去的地方，它是世

界上建築最精美、藏品最豐富的美術館之一。國家藝術畫廊位於華
盛頓市中心，旁有國會山莊為伴，為它妝點春暖、夏暑、秋涼、冬
寒的四季變換容顏，成為此生非去一次不可的世界之最的藝術博物
館。筆者前來參訪了好幾次，每次來都有驚奇，從不厭煩。國家藝
術畫廊真的非常大，就算來這麼多次，還是無法看完全部，為了讓
大家來參觀時能把從歐洲文藝復興至美國現代藝術銘於心、刻入
骨，特別為讀者介紹這個藝術殿堂的萬千風情與奧秘!

美國國家藝術畫廊是建築史上的傑作，建築本身就是一座藝術
品。南面大門呈現雄偉的愛奧尼亞式柱廊，外部採用了壁龕和半壁
柱裝飾；建材則是精選的玫瑰紅色田納西大理石。整座建築內部的
設計仿如羅馬的萬神廟，規整而又富於變化；不同的展館均由漂亮
而又寬敞的廳堂或長廊連接著。整幢建築穩健、柔美、和諧、靈
動，裡裡外外耐人尋味，這是國家藝術畫廊的西側展館，於1941年
3月17日正式對外開放給民眾參觀；東側展館由華人設計師貝聿銘
於1978年設計，這座現代風格的建築和西館的古典式樣相得益彰。

國家藝術畫廊自1941年開館至今的76年來，始終是吸引遠從
天涯海角而來、絡繹不絕的騷人墨客流連駐足與驚嘆的必訪藝術殿
堂。在西館展出的作品中，除了歐美繪畫、雕塑外，還有文藝復興
時期的珠寶、地毯、傢俱和18世紀的法國裝飾藝術及來自中國的瓷
器。走進藝品收藏量多元而豐富的藝術畫廊足以消磨一整天、一星
期、甚至是一個月的時光。喜愛清幽恬靜的遊客，可選擇在精緻優
雅的西館忖思；喜好人群湧洩如潮的熱情活力氛圍的人，不妨擠進
美國現代視覺藝品東館展場中，感染肆意潑灑的嫣紅奼紫洇滿帆布
的不羈，並莞爾傾聽不時從身旁傳入耳畔的話語如是雲： 「這畫跟
我家6歲的小孩畫得一模一樣！」

這座藝術品寶庫收藏的從歐洲中世紀到現代，從美國殖民時代
到現代的藝術品大約有 4 萬多件。其中有達文西的《吉內薇拉班
琪》、拉斐爾《聖母圖》、凡愛克的《聖母領報圖》，還有許多歐
洲古典藝術大師的作品。美國著名畫家斯圖爾特的《華盛頓像》、
薩維奇《華盛頓的一家》等名畫亦在畫廊中熠熠生輝，同樣引人矚
目。

其中最值得一看的是國家藝術畫廊的鎮館之寶——達文西的名
畫《吉內薇拉班琪》。這是一幅尚未完成的少女肖像油畫作品，是
達文西存世的19幅真跡之一。他所創作的畫作也非常的稀有和有
限，創作多數是未完成的畫作，可以說每一幅流傳下來的他的作品
都是經典中的經典。雖然達文西的這一幅肖像畫比《蒙娜麗莎》名
氣小。但是！它是達文西22歲時的作品，這是全歐洲以外唯一的一
幅達文西肖像作品，也是美國境內唯一的達文西畫作。這幅畫曾經
被一位公主收藏達200年之久，後來經拍賣行拍賣之後，該畫成為
了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收藏品。

還有另一個鎮館之寶：《讀書的少女》是福拉哥納爾1776年的
作品，這幅畫是不可比擬的高超之作。畫中少女姿態欲動又止，優
雅傳神，柔和的色彩如同旋律優美的古典樂。福拉哥納爾將柔軟抒
情的筆觸及對少女個性的敏銳描繪融合在一起。該
畫多少擺脫對於軼事表現出的興趣，無疑是福拉哥
納爾最生動、樸實和令人滿意的作品之一。

接著我又觀賞了法國古典主義畫家安格兒的名
畫《莫瓦特雪夫人》，法國印像派大師莫內的油畫
《坐在柳樹下的女人》，15 世紀畫家韋登的名畫
《婦人肖像》等名作。我在《婦人肖像》前佇立良
久，接著在西班牙畫家格列柯的《拉奧孔》和畢卡
索大師的《江湖賣藝人的家族》等畫面前也不忍離
去。西館第二層的名匠巨作還有印像派畫家梵谷的
《自畫像》，維梅爾的名畫《寫字的少女》，林布
蘭的風景畫《風車》等。維梅爾與林布蘭經常一同
被稱為荷蘭黃金時代最偉大的畫家。

國家藝術畫廊是全美國排名第一的美術館，也
是名列前茅的著名博物館中唯一免費入場的！走在
第二層展覽區就像是走進藝術的時光隧道，各類展
廳分為威尼斯及義大利北方文藝復興時期繪畫、佛
羅倫薩及義大利中部文藝復興時期繪畫、以及歐美
各國繪畫等相對集中的主題，向參觀者展示所有藝
術大師的珍品。畫廊雄厚的藝品館藏量，絕對值得
遊客們在此徜徉終日或再度歸來臨摹勾心的畫跡；

但若是英文專業術語成了看畫的困擾時，則不訪利用中文導覽介紹
與參觀指南的小冊子，才不會徒留深入寶山空手而回的憾嘆！

國家藝術畫廊是免費參觀的。只要你有時間，你就可以常年免
費參觀這個高層次高水準的美術館。每天你只需坐在你喜歡的畫作
面前，靜靜地欣賞著、體會著，和作品交流著，那是多麼愜
意而又幸福的感受啊。對來訪的華人遊客，美術館入口處除
了備有中文的參觀指南，還可免費借用一個中文無線講解
器。憑著這個，你可以到指定的畫作前聆聽中文的畫作講
解。講解內容包括作畫動機、畫作含義以及畫畫技巧和畫作
風格。作為一個門外漢，聽聽講解器的講解那是足夠了。

筆者個人很推薦中文無線語音導覽，儘管我對美術史也
很有興趣，但面對眾多畫家和作品還是所知有限，好的語音
導覽能幫助我再學習，把過去的模糊記憶一一再串起來。國
家藝術畫廊中有中文導覽的作品會在畫作旁用藍色框的標簽
數字，總共大約有24幅。雖然為數不多，但要每一個都聽完
也需要一些時間。來一趟國家藝術畫廊，如果能把介紹的經
典24幅作品都聽/看一遍也就很足夠了。

華盛頓是一座年輕有活力的美國城市，首都的青澀韶光
卻因為擁有這一座被譽為世界十大博物館之一的國家藝術畫
廊，而不曾在荏苒的歲月中虛擲、輕率的徒留人文藝術的空
白。遊首都、賞名畫，是封存天涯遊蹤的風雅所烙印下的遙
遠呼應。這座國家藝術畫廊為世界排名第六最多人參觀的美
術館，每年吸引四百多萬人。沉浸在藝術殿堂，按順序逐一
認知畫家、品賞佳作如同在閱讀
一部生動的西方美術史，也是一
種極大的藝術享受。對許多藝術
愛好者而言，世間再無任何登峰
造極的美，可以取代國家藝術畫
廊內諸多大師傑作所帶給人們的
美學震撼。來到華盛頓，莫忘走
進國家藝術畫廊，欣賞自歐洲中
世紀到 19 世紀的重要畫作與雕
塑，忘情的與難以言喻的文藝復
興時期名畫交心對話。

其實準確地說，我在國家藝
術畫廊不是靜心品味欣賞，而是
疾步瀏覽參觀。根本不敢駐足欣
賞，因為國家藝術畫廊實在太
大。我經過花一整天的瀏覽，總
算把這個藝術畫廊走了個遍。但
事後才知道我瀏覽的僅是國家藝
術畫廊的西館的第二層。它還有
第一層以及另一個東館，我根本
都還沒涉足。由此也可見國家藝

術畫廊的藏品有多麼豐厚了。在藝術殿堂徜徉，始終趣味盎然。遊
客們在造訪這座國家藝術畫廊時，唯有緩步輕踱、拾階東西兩棟建
築間，才能感受到參訪這座備受藝術眷顧的藝術畫廊所吟詠的世間
情趣，並讀得懂彩筆下描摹的醉心光景。

王福權王福權王福權

作者作者（（右一右一））與家人在精緻優雅的國家藝術畫廊小憩忖思與家人在精緻優雅的國家藝術畫廊小憩忖思。。

國家藝術畫廊的西側展館以歐洲中世紀國家藝術畫廊的西側展館以歐洲中世紀
至近代的藝術品為主至近代的藝術品為主，，包含維梅爾包含維梅爾、、達達
文西文西、、莫內等大師的畫作莫內等大師的畫作。。

國家藝術畫廊的東側展館由貝聿銘國家藝術畫廊的東側展館由貝聿銘
設計設計，，主要展出現代藝術家的作主要展出現代藝術家的作
品品，，如畢卡索如畢卡索、、安迪沃荷等安迪沃荷等。。

法國幾位最偉大畫家作品讓人賞心悅法國幾位最偉大畫家作品讓人賞心悅
目目，，在眾多名畫中在眾多名畫中，，每一件作品都細每一件作品都細
膩得不可思議膩得不可思議。。

西側展館的作品中西側展館的作品中，，我的最愛就是這幅福我的最愛就是這幅福
拉哥納爾的經典作品拉哥納爾的經典作品《《讀書的少女讀書的少女》。》。

拉菲爾拉菲爾15101510年名畫年名畫《《阿爾巴聖阿爾巴聖
母母》》在國家藝術畫廊展出在國家藝術畫廊展出。。

遊客駐足欣賞達文西曠世遊客駐足欣賞達文西曠世
名畫名畫《《吉內薇拉班琪吉內薇拉班琪》。》。

國家藝術畫廊的鎮館之寶國家藝術畫廊的鎮館之寶《《吉內薇拉班琪吉內薇拉班琪》》
肖像畫是西半球唯一一幅達文西的作品肖像畫是西半球唯一一幅達文西的作品。。

在西歐繪畫史上有名的自畫像畫家有好幾位在西歐繪畫史上有名的自畫像畫家有好幾位，，
但其中名氣最大的就是這幅但其中名氣最大的就是這幅《《梵谷自畫像梵谷自畫像》。》。

《《讀書的少女讀書的少女》》是福拉哥納爾是福拉哥納爾 17761776 年的作年的作
品品，，這幅畫是不可比擬的高超之作這幅畫是不可比擬的高超之作。。

維梅爾的維梅爾的《《寫字的少女寫字的少女》》較同時代畫家顯示較同時代畫家顯示
更高的成熟度更高的成熟度。。甚至到兩百年後甚至到兩百年後，，他的技巧他的技巧
仍令當時的印像派畫家嘆服仍令當時的印像派畫家嘆服。。

羅丹花了二十年的時間創作了羅丹花了二十年的時間創作了《《沉思沉思
者者》，》，這位沉思者似乎在思索著生命的這位沉思者似乎在思索著生命的
難題與人類生存的意義難題與人類生存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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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休斯頓報導) 世界廚電一流品牌 「方太」進駐休
斯頓後，受到許多家庭主婦的歡迎，紛紛把家裡的吸油煙
機換成 「方太」，感恩節將至，為答謝休斯頓民眾的厚愛
， 「方太」特別推出超值特惠，凡是在11月25日當天購
買方太產品，都能享受超值大優待。

隨著世人越來越重視飲食與健康，一台高效能的吸油
煙機能捍衛廚房環境清潔，吸清所有的廚房油煙污染。中
國中高端廚具第一品牌“方太”在休斯頓糖城開新店之後
，許多得知消息的民眾都很開心，因為炒中國菜而吸了大
量的油煙，方太來了之後，油煙的困擾便能迎刃而解。

方太體驗店目前主打的幾項產品，包括抽油煙機、爐
頭、蒸箱等。抽油煙機是方太的明星產品，不僅吸力強、
排煙快、聲音小，而且容易清潔，可拆卸、可折疊的油網
，能放進洗碗機清洗，為現代忙碌的媽媽們省去很多麻煩
。

方太的蒸箱也是現代烹飪設備的主角之一，它使用動
態蒸汽平衡的技術，在烹飪過程中，能夠保留食物原有的

營養成分，加上外形美觀、占空間小，以及節能、容量大
等優點，亦頗受歡迎。主婦們平常的蒸魚、蒸蛋、蒸肉、
蒸菜、蒸飯、甚至解凍都可輕易完成，功能相當全面。媽
媽們只要把食材調好味，放入蒸箱，其它的就交給方太蒸
箱了，可謂省時又省事。

此外，在美國做飯時，尤其炒起中國菜來就是缺點勁
，總覺得火力不夠強，而方太爐頭的火力夠大，可以爆炒
，可煲湯，能滿足做中國菜的種種要求。

方太集團創立於1996年，始終專注於高端嵌入式廚房
電器的研發和製造，致力於為追求高品質生活的人們提供
優質的產品與服務，打造健康環保、有品位、有文化的生
活方式，讓千萬家庭享受更加幸福安心的生活。
特惠時間與地點:

時間：2017 年 11 月 25 日。地址：3510 Hwy 6, Sugar
land, TX 77478（臨近糖城大華 99 超市）。洽詢電話:
281-201-8186。方太網站: http://www.fotileglobal.com/us/
。

享受無油煙的廚房 暖心感恩節獻禮
吸油煙機專家吸油煙機專家 「「方太方太」」 推出超值特惠推出超值特惠

(本報休斯頓報導) 哈維颶風至今已
經三個月，不少受災戶的生活仍未回到
正常的軌道，大淹水後，至今也還有人
未能回家。感謝哈維颶風救災市長基金

(Hurricane Harvey Disaster Mayor's
Fund)，財團法人生涯與重生資源
中 心 Career and Recovery Re-
sources, Inc.收到一筆250,000.00美
元的援助基金，將為颶風的受災
戶提供就業和救災支持。請受災
戶們注意，你可能符合申請條件
。

財團法人生涯與重生資源中心
是非盈利性組織，成立於1945年
，這個機構協助求職者進行就業
培訓、就業指導、協助安排工作
、就業輔導、以及與就業相關的
支持服務，並提供豐富的課程，

包括GED考試準備、計算機課程、以及
成人基礎教育、和手語的聾啞或聽力障
礙者的電腦課程。此次，由於哈維颶風
，財團法人生涯與重生資源中心得到市

長救災基金，將專門協助在風災中遭受
損害的民眾。

這筆資金將由大休斯頓社區基金會
(Greater Houston Community Foundation)
來批准，申請者必須符合兩個基本原則
：
1）正在尋找工作、工作技能培訓、工作
諮詢、或過渡到另一個工作時，需要得
到幫助的人；
2）必須是受哈維颶風影響的受災戶。

從11月20日(星期一，上午8點至下
午5點）開始，如果符合以上兩個條件的
民眾，可致電713-754-7000聯繫主辦單
位，與災難救助個案經理洽談，將有專
人能夠提供幫助！或電郵至 info@ca-
reerandrecovery.org。點擊http://www.ca-
reerandrecovery.org/disaster-relief/

受災戶請注意! 提供就業和救災支持
哈維颶風受災戶援助即日起開始

方太爐頭的火力夠大方太爐頭的火力夠大，，可以爆炒可以爆炒，，滿足中國菜的炒菜需求滿足中國菜的炒菜需求

方太糖城體驗店將推出感恩超值特惠方太糖城體驗店將推出感恩超值特惠

方太抽油煙機方太抽油煙機((左左))比一般吸油煙機的效能高出很多比一般吸油煙機的效能高出很多

美南地區漢字文化節系列活動由休士頓中
文學校聯誼會於11月18日在休士頓僑教中心
舉行 「多媒體簡報比賽-看見臺灣」，比賽分
高級組、中級組各4隊共8隊伍參賽，賽況熱
烈，每個小朋友都用心努力的準備簡報，內容
相當精彩!

當天由休士頓中文學校聯誼會會長陳根雄
率領各校校長，邀集了專業評審主流高中黃璨
琴老師、翟伊和老師及文化教師李淑美老師、
許健彬老師共同參與，僑教中心莊主任雅淑及
李副主任美姿皆應邀出席擔任評審並頒發優勝
者獎盃、獎金。

莊主任於頒獎典禮致詞感謝家長、校長老
師們，對中華文化的重視與熱心，表示此次活
動，不只是一個競賽，而是讓每個參賽者有認
識中華文化的機會，並使這顆文化種子發芽長
大。

此次多媒體簡報比賽，是美南地區第二次
舉辦，藉此競賽提升學生們對中華文化的熱愛
與興趣，對推廣海外華文教育頗具效益。

106年美南地區漢字文化節系列活動
多媒體簡報比賽圓滿成功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從 2018 年 1 月 1 日開
始，聯邦社會安全福利（Social Security Benefits
）政策會有一些新的變化，這些變化可能會影
響許多人的切身利益。社會安全福利包含政府
部門和企業為僱員設立的退休金、聯邦醫療保
險、殘障福利、遺屬福利等。由社會安全局發
放的社會安全褔利金（社安金）。截至2017年
8 月底，在全美 6150 萬社安金的受益者中，有
4200 多萬是退休人員，有 62%主要依靠社安金
養老，因為他們從社安局獲得的補助占了他們
收入的一半以上。

以下是 2018 年社會安全褔利金的 7 大變化
。1) 2018年社安金增加 6年來最多: 由於通貨膨
脹的原因，社安金的退休勞工平均每月可以多
領 27 美元，是 6 年來增加金額最多的一年。2)
最高社安金 月增101元: 如果您在退休時能滿足
領取最多社安金的條件，您在2018年領到的社
安金每月將增加 101 美元，達到每月 2788 美元

，每10個美國人裏面只有一個可以拿到最高的
社安金。3) 上限將調升; 高薪多交稅: 按照社會
安全稅目前的稅率，2017 年，凡是收入在0.01
美元到12萬7200美元之間的人和他們的雇主，
雇佣雙方總共需要交12.4%的社安稅。到2018年
，收入上限將被提高到12萬8700美元。如果被
僱用，通常由勞工和雇主各交這筆稅的一半，
而這部分錢會進入社會安全基金。4) 欲充足退
休 須多等兩個月: 2018年，對於1956年出生的
人來說，新退休人員必須等到他們滿66 歲零4
個月，才可以獲得100%的社安福利金。如果66
歲就退休，其社安福利金將縮水6.7%。65歲退
休社安金將縮水13.3%，64歲退休將縮水20%，
63歲退休將縮水25%。5) 退休仍工作 福利受影
響: 您在領取社安金或遺屬福利金的同時，可以
繼續工作。可是，如果您的年齡未滿充足退休
年齡，而且您從工作所獲得的收入超出了某個
標準，您的社安金就會減少。如您工作並且年

齡已達到或超過充足退休年齡，則無論您的工
作收入有多少，均可保留全部福利。如果您沒
有達到充足退休年齡，則若要在工作的同時全
額領取社會安全，對工作收入就會有限制。如
在2017年年全年，您都未達到充足退休年齡，
則對您工作收入超過1萬6920美元的部分，每2
美元扣減1美元的福利。在2018年，這個起扣
金額將上升到1萬7040美元。您的福利將在您
滿充足退休年齡時以增加的形式返還給您，以
彌補因為先前工作所得收入而扣掉的福利。6)
社安金增加 惠及殘疾人: 不光只有退休人士才
領社安金，全美還有超過1000萬的殘障人士也
在領取社安金。7) 獲社安積點 收入須提高: 要
享受社安金，必須滿足兩大條件：1，符合退休
年齡；2，已有最少40個“積點”的交稅工作記
錄。要達到40個“積點”，至少得工作10年，
因為每年最多隻可以獲得 4 個“積點”。2017
年，每獲得 1300 美元的交稅收入就可以得到 1

個“積點”。因此，扣稅前的年收入達到5200
美元，就可以獲得全部 4 個“積點”。到 2018
年，每獲得 1320 美元的交稅收入才可以獲得 1
個“積點”。因此，要獲得全部4個“積點”，
扣稅前的年收入不得少於5280美元。

持綠卡華人享受社安金 離美不得超過半年
: 美國公民在全世界任何地方居住，都可以領取
社安福利金，而持綠卡的永久居民離開美國超
過6個月，便會失去領取社安福利金的資格，除
非綠卡持有者所居住的國家和美國簽有互惠的
稅務條約。亞洲地區只有日本和南韓和美國有
這種互惠條約。如果美國公民所處的國家和地
區被美國政府列 入“黑名單”（如朝鮮），其
社安福利金就不會匯出，而是留在帳上，等他
或她回美后領取。

2018年聯邦社會安全福利政策將會有新的變化
持綠卡的居民離美6個月便將失去領取社安金的資格

各專業評審老師出席各專業評審老師出席，，圖為主流高中黃璨琴老師圖為主流高中黃璨琴老師（（ 立者立者 ）） 正在講話正在講話。。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 中中 ）） 主持頒獎典禮主持頒獎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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