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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A 7 (a)和 504 小型商業貸款
．商業自用房地產貸款 
   (Owner Occupied Commercial / Real Estate Loans)
．一般產業地產貸款 
   (Convenience Stores, Retail, Apartment, Office Building, etc...)
．資本週轉貸款 (Working Capital Loans)
．設備器材貸款 (Manufacturing, Equipment Financing)
．住宅房屋貸款 (Residential Mortgage Lo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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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潔 女士
著名舞蹈家、影視明星和教育家
國家一級演員
周潔曉慧舞蹈學校 (J&H Dance School) 創辦人
周潔舞蹈基金和美中國際藝術教育聯盟創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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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哥英國過冬八哥英國過冬 順路傾巢出動掠奪牛飼料順路傾巢出動掠奪牛飼料

在英國阿申登在英國阿申登，，壹大群八哥鳥在農壹大群八哥鳥在農
場伺機偷吃牛飼料場伺機偷吃牛飼料。。成千上萬的八哥飛成千上萬的八哥飛
往英國過冬往英國過冬，，途中路過農場還不忘偷吃途中路過農場還不忘偷吃
牛飼料牛飼料。。面對這麽大壹群掠食者面對這麽大壹群掠食者，，奶牛奶牛
似乎依然怡然自得優哉遊哉似乎依然怡然自得優哉遊哉。。這壹場景這壹場景
被被5353歲的攝影師歲的攝影師Frederic DesmetteFrederic Desmette記記
錄了下來錄了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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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最大鋼筋加工廠在地鐵工地建成投產
北京地鐵史上最大的全自動數控化鋼筋加工廠，也是

首都最強陣容集約化鋼筋加工廠在中鐵十六局工地建成投

產，徹底革新了傳統的加工作業模式，年生產能力達

到5000噸，能夠滿足3-5個地鐵項目的鋼筋需求。

工廠化集中加工作業模式

今天，壹眾記者走進加工廠——位於北京地鐵

17號線01標南區站，占地面積約2200平方米，相

當於5個半標準籃球場的大小。

北京市軌道交通建設管理有限公司相關負責人介

紹，公司選取17號線01標作為“鋼筋加工工廠化”

試點。該項目迅速行動，於今年8月底將加工廠建成投產，采

用“工廠化”集中加工作業模式，通過先進的技術、裝

備和管理手段，實現批量化和流水線施工，不僅降低了

工程項目的經濟成本，還有效提高了作業效率。

記者看到，加工廠內工作人員們正忙著焊接鋼

格柵。而偌大的加工廠被劃分為原材料碼放區、型

材堆放區、半成品加工區、型材加工區、定模區、

加工區、成品堆放區等十幾個區域，並設置明顯標

示牌，功能分區清晰、地面幹凈整齊。

負責人介紹，加工廠整體采用全封閉施工，避

免了現場鋼筋露天焊接、切割、倒運等工序產生揚

塵直排進入空氣，並將對外的噪音影響減到最小。

同時，加工廠還在室內設置多臺焊煙除塵器，頂棚

采用彩鋼板間隔陽光板覆蓋，並設置球扇，側墻開

玻璃窗，確保采光通風。“項目部堅持實施整理、

整頓、清掃、清潔、素養、安全的環保管理，為工

人們營造幹凈無塵的施工環境，並全面升級綠色文

明施工標準，呵護首都蔚藍天。”

集中化加工打造共享平臺

為什麽要費這麽大勁建造這麽大的鋼筋加工廠

呢？負責人表示，從綠色環保大勢所趨來看，發展

軌道交通就要集合北京優勢資源。

該加工廠占地主要功能是集中加工地鐵建設過

程中大量使用的鋼格柵、小導管等鋼筋產品，通過

高效規範的閉環管理流程和先進的數控設備，能夠

滿足3-5個地鐵項目的鋼筋需求。

他稱，鋼筋加工廠後期將逐步在全市推廣。中

鐵十六局在北京擁有5個項目，建立起這麽大的加

工廠，可以滿足各個項目對鋼筋的需要，鋼筋集中

加工還可以節省原材料，實現資源共享。

目前，該加工廠已形成了從鋼筋原材料到鋼筋

成品和配送閉環管理流程，加工的鋼筋可為北京地

鐵17號線01標、17號線10標、8號線三期1標供應

鋼格柵，初步合計總供應數量將達到7563噸。

工廠化管理提升產品質量

作為北京地鐵史上最大的全自動數控化鋼筋加工

廠，項目部先後引入數控鋼筋彎箍機、沖剪壹體機、小

導管尖頭成型機等13臺大型自動化鋼筋加工設備，徹底

革新了傳統的加工作業模式，生產能力達到5000噸/年。

在數控加工過程中，壹個班組只需要3個人操

作，照比過去節省7個勞動力，僅人工費壹項施工，

壹年至少節約人工費25.2萬元；設置好參數，利用

電腦控制，各類鋼材的下料、剪切、彎曲等多項工

序便可“壹氣呵成”，大大提升了鋼筋產品的精度，

減少了原材料損耗，有效地避免了誤差。

“實行工廠化管理，除了資源配備高標準，我

們對出廠的鋼筋質量要求是零缺陷，每天產品的合

格率都能達到100%。”談及鋼筋產品的質量，工

人們信心滿滿。

項目部還憑借“互聯網+”東風，升級工廠化管

理模式，通過二維碼技術進行人員管理、技術交底、

質量追溯，全面提升精細化管理、標準化作業。

集中化、綠色化、工廠化鋼筋加工廠的投入生

產將原來的手工作業變成了機器“復制”，代表中

國地鐵已從建造轉向智造。

多地啟動研究申建
首批自貿港或來自自貿區升級版

綜合報導 自由貿易港的申建熱情正

在多地高漲。記者獲悉，目前大連自由

貿易港申報方案初步完成，正在市委進

行研究討論。廣東自貿試驗區前海蛇口

片區也在研究申建自由貿易港，方案計

劃在本月底前完成。

截至目前，已有包括上海、浙江、遼

寧、福建、廣東等多地啟動研究申報自由

貿易港，不少地方都已是自貿試驗區，依

照打造自貿試驗區升級版的思路研究探索。

業內專家分析指出，自貿試驗區在率先探

索自貿港建設方面有基礎也有優勢，首批

自貿港或來自自貿區升級版。

“賦予自由貿易試驗區更大改革自主

權，探索建設自由貿易港”。十九大報告

的這壹提法，引起各方熱議。自貿港是設

在壹國(地區)境內關外、貨物資金人員進

出自由、絕大多數商品免征關稅的特定區

域，是目前全球開放水平最高的特殊經濟

功能區。當前，世界著名的自由貿易港包

括中國香港、新加坡、迪拜等，以新加坡

為例，其通過電子系統處理貿易報關，

99%可以在10分鐘內處理完畢，每年節省

的貿易成本高達上十億美元。

“現在國家鼓勵探索建設自由貿易

港，我們認為大連有這個優勢。”

中國（遼寧）自由貿易試驗區大連

片區建設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綜合協調

處嶽亞童告訴記者，大連歷史上三度是

國際自由貿易港，從區位優勢上來說，

在東北亞經濟圈裏處於核心地位，又是

東北對外開放的門戶，同時聚集著汽

車、集裝箱、油品、礦石和糧食等專

業化大型碼頭，這是壹般港口所不可比

擬的。此外，大連在原有自貿區基礎上

通過更大幅度的自主創新來探索國家對

外開放的路徑是具備條件的。

據透露，大連市自由貿易港方案基

本原則是探索更高標準的壹線（國境線）

放開、二線（與非試驗區的連接線）管

住，所謂的壹線放開，即結合現在的技

術手段建立智慧化的自由貿易港區，實

現更大幅度的對外開放，使得自由貿易

港區與境外實現貨物、資金和相關專業

人員自由流動。二線要安全高效管住，采

用更先進的技術手段，例如海關的電子圍

網等實現全程監管，確保擋住風險。

而在全國改革前沿陣地深圳，廣東自

貿試驗區前海蛇口片區也希望通過自由貿

易港的探索，打造升級版的自由貿易區，

成為我國開放度最高的新壹代特區。前海

蛇口自貿片區管委會副主任、前海管理局

副局長王錦俠在接受記者采訪時透露，自

由貿易港新方案核心在三個方面，首先是

對接香港、澳門這兩個全球最具開放性的

自由經濟體或者自由港，跟大灣區戰略規

劃聯動探索，打造粵港澳深度融合的組合

港。其次，進壹步聚焦服務貿易、離岸貿

易。此外，將金融改革創新、人民幣國際

化與自由貿易港聯動集成，會同港澳壹起

推進全球金融中心的建設。

此外，上海、浙江、福建、天津也都

在或啟動或醞釀探索自由貿易港。從進度

來看，上海走在了前面。近期，商務部表

示，正會同上海市和相關部門研究制定設

立自由貿易港的有關建設方案。記者此前獲

悉，上海市已將建設自由貿易港的方案報

送至國家有關部委征求意見。與自貿試驗

區相比，自由貿易港有望在壹線放開方

面取得新突破，將取消或最大程度簡化

入區貨物的貿易管制措施，有望實現

不報關、不完稅、轉口貿易也不受限制。

此外，國際融資租賃等離岸產業也將成為

上海自貿港的壹大亮點。

據了解，目前提出較為成型的自貿港

方案思路的地區，多為已經是自貿試驗區

的地區。這些地區經過壹段時間的探索，

已經在開放和創新方面取得了壹些成果也

積累了經驗。以廣東自貿試驗區前海蛇

口片區為例，從2012年到2016年底，註

冊企業從5215家增長至12.46萬家，年均

增長率高達118.8%。自有統計數據以來，

稅收以年均增長率229%的速度倍增；實

際利用外資年均增長率超過200%，固定

資產投資年均增速超過100%。

業內專家分析指出，自貿試驗區在

率先探索自貿港建設方面有基礎也有優

勢，首批自貿港或來自自貿區升級版。

“簡而言之，自由貿易港就是自貿區中

的自貿區。”參與自貿區建設的浦東政

協委員、洋山海關關長顧紅梅表示，與

自貿區相比，自由貿易港比較大的變化

發生在壹線管理的放開程度上。依托信

息化監管手段，自由貿易港將取消或最

大程度簡化入區貨物的貿易管制措施，

最大程度簡化壹線申報手續，大幅提升

貿易便利化水平。

商務部研究院國際市場研究所副所

長白明表示，在自貿試驗區的基礎上，

探索建立自由貿易港，將會推動實施新

壹輪高水平對外開放，在金融、服務業

等領域開放層次更高、力度更大，形成

更高程度的資源優化配置，也有助於對

接國際貿易投資新規則。在他看來，自

由貿易港建設尚在探索階段，未來推進

應循序漸進，可先從沿海、沿江港口試

點，在條件成熟時再向內陸地區的空港

和無水港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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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版■責任編輯：魯 冰 2017年11月28日（星期二）5 文匯體育中華體壇

最引人關注的“中國金球獎”候選共15人(見
附表)。權健門將張鷺和長春亞泰的譚龍是

名單中僅有的兩名非國家隊球員。其中廣州恒大
和上海上港各有3人入選，天津權健和廣州富力
各2人入圍。15人中，年齡最大的是37歲的鄭
智，無緣2017中超最佳球員評選的他有機會借
“中國金球獎”再獲足球界肯定。候選人中年齡
最小的是26歲的武磊，連年奪取中超本土最佳射
手之後，上港射手也渴望得到中國足球榜樣的頭
銜。而在中超先生中遺憾落選的馮瀟霆，憑藉聯
賽和國家隊比賽中的穩定發揮，也成為“中國金
球獎”得主的熱門人選。

此外，2017中國金球獎評選還包括“中國女
子金球獎”、“中國金帥獎”、“中國金童獎
（U16和U18兩組別）”和“中國五人制金球
獎”。女子金球獎的評選，女超MVP王姍姍和她
國家隊的隊友王霜普遍被外界看好。“金帥獎”
的獎勵對象是中國年度最佳足球教練，率隊拿下
全運金牌的老帥徐根寶呼聲極高。

中國金球獎評選的創辦方是體壇傳媒集團，他
們還創辦了亞洲金球獎的評選。借助豐富的國際評
選經驗，體壇傳媒力求將中國金球獎評選打造成為
一個專業足球評選的標杆。“中國金球獎”、“中
國女子金球獎”和“中國金帥獎”的評選，將由百
家權威媒體投票選出。下月24日的中國金球獎頒
獎典禮，將見證2017中國足球榜樣的誕生。

申花憑客場入球奪足協盃
當球證吹響終場哨聲，申花球迷看台爆發出

山呼海嘯般的歡呼，而綠茵場上的申花將士，不
少人都流了淚。日前，2017賽季中國足協盃決賽
次回合在上港主場進行。首回合一球小勝的申花
此役依靠曹贇定和馬田斯的入球，雖然2:3不敵上
港，但總比分3:3平，憑藉客場入球多而奪得了本
賽季足協盃冠軍。 ■新華社

27日，足協盃大幕落下，中

國足壇2017年的賽事基本告一段

落。由《體壇周報》等媒體發起，由

中國和外地百家權威媒體評委參與的

2017中國金球獎各獎項候選名單隨即

正式對外公佈。其中，候選人中年齡

最小的是26歲的武磊、年齡最大的

是37歲的鄭智，以及馮瀟霆都有

力得到中國足球榜樣的頭銜。

中國金球獎候選人

中國足協27日公佈了國足征戰東亞盃的大名單。廣州
恒大和上海上港各有4人入選，成為“國腳大戶”。不過，
鄭智、郜林、馮瀟霆、武磊、張稀哲等主力隊員此次未能入
選。23人大名單中，6名U22國腳劉奕鳴、鄧涵文、高準
翼、何超、韋世豪、楊立瑜得以入選，這也符合國家隊主
帥、意大利人納比通過東亞盃考察年輕隊員、完成國家隊新
老交替的規劃。老將鄭智因傷未能入選本期國家隊，他的第
100場國家隊比賽也將因此順延。根據國足日程安排，中國
隊將於12月1日在深圳集中訓練，12月6日前往日本參加12
月8日至16日舉行的東亞盃。

另外，中國足協日前發表聲明說，國家青年足球U20
選拔隊在德國比賽期間受“藏獨”人士干擾後，德國足協表
示無法控制此類事件發生，中國足協感到遺憾，國家核心利
益不能因任何原因受損，決定中斷U20項目合作，安排隊
員回國。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國足東亞盃名單
鄭智等主力落選

26日晚，世界盃亞洲區外圍賽
於香港修頓室內場順利完成，港男
籃在A組分組賽以74:133不敵新西
蘭；而在27日前港隊成員周健宏在
社交平台上，為港男籃抱不平。

周健宏是港韓混血兒，在香港
出生，曾効力甲一安青和南華，未
滿20歲便已入選港隊，他於2016年

成為首個踏上KBL舞台的香港球
員，現時効力韓國籃球聯賽球隊全
州宙斯盾。周健宏於文中提及自己
曾向香港籃球總會表示自己有意為
港隊効力，“其實我有問過我可不
可以打，但是給我的答覆是如果我
打要搞好多複雜的文件，所以不了
了之。”另外，周健宏表示總會沒

有協助本土外援加入港隊，認為大
家都有香港身份證，而香港足球代
表隊亦有同樣的情況，但籃球港隊
卻做不到，“這個會不覺得丟人
嗎，自己出去打都被人炒，有沒有
想過好好發展？有沒有想過贏啊？
有沒有想過入場支持的觀眾？”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周健宏發炮轟港籃球總會

27日在貝爾法斯特結束的北愛爾蘭桌
球公開賽決賽中，中國選手顏丙濤以8:9惜
敗於馬克威廉斯，獲得亞軍。

17歲的顏丙濤一路過關斬將進入決
賽，差一點就打破了由奧蘇利雲保持的
最低齡排位賽冠軍紀錄，這也是他首次
在排位賽中闖入決賽。沒能在自己的首
個排位賽決賽中問鼎，顏丙濤覺得有些
遺憾。不過，他對自己的未來還是很有
信心。

顏丙濤說：“我很失望沒能打破紀
錄。但是，我總會有機會，我會着眼於
下一個比賽。我真的很喜歡這個賽場，
還有貝爾法斯特的觀眾和球迷，我很期
待着明年再到這裡比賽。儘管輸了比
賽，我還是很有信心，因為我打到了決
賽。我知道如何應對這些，我會瞄準更
多的決賽。”

吳安儀業餘世錦賽摘季
另外在多哈舉行的IBSF世界業餘桌

球錦標賽，在日前的女子組半準決賽，吳
安儀打到決勝局贏印度球手Vidya Pillai局
數4:3，到了4強對過往5屆冠軍、比利時
名將珍絲，去屆8強曾不敵對方的吳安
儀，以局數1:4落敗、獲得季軍。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潘志南）香港
羽毛球公開賽日前落幕，然而對於港隊
是次在主場出戰的表現，總教練何一鳴
以“超額完成”來總結。

何一鳴表示給出“超額完成”來總
結的原因是，港隊在五個項目都有超水
準表現；何一鳴稱：“男女單打老幼齊
飛，葉姵延、魏楠老而彌堅，黃永棋、
張雁宜戰至決勝局才惜敗。”至於港隊
成績斐然的雙打項目，何一鳴認為：
“鄧俊文與柯展聰這對男雙‘左手
配’，有力在大賽中衝獎牌，不過鄧俊
文需在混雙與男雙兩者取其一專項發
展，因混雙、男雙走位戰術完全不
同。”何一鳴又指，混雙組合李晉熙/周
凱華今次港賽成績未如人意，暴露出弱
點。

何一鳴最後說：“早前香港體院和
國家體育總局簽署奧運戰略合作備忘
錄。渴望合作能夠給予港隊進入國家隊
的訓練營地，甚至於互動訓練。”

另外，世界羽聯超級系列賽最後一
站的香港羽球公開賽落幕，世界羽聯27
日公佈，下月中在杜拜舉行的年終賽入
圍名單，港隊有男單伍家朗及混雙組合
鄧文俊/謝影雪取得入場券。

諶龍向王適嫻求婚成功
此外，在戰畢參加完香港公開賽後，

國手諶龍27日向女友王適嫻求婚成功。

北愛桌球賽 顏丙濤奪亞

總教練何一鳴：
港羽隊超額完成

曹贇定（上海申花）

馮瀟霆（廣州恒大）

郜林（廣州恒大）

蒿俊閔（山東魯能）

姜至鵬（廣州富
力）

譚龍（長春亞泰）

王燊超（上海上港）

王永珀（天津權
健）

武磊（上海上港）

肖智（廣州富力）

顏駿凌（上海上
港）

于大寶（北京國
安）

張呈棟（河北華夏幸
福）

張鷺（天津權健）

鄭智（廣州恒大）

■■候選人中年齡最小候選人中年齡最小
的是的是 2626 歲的武磊歲的武磊
((左左))。。 法新社法新社

■■鄭智鄭智((左左))因傷未能入選因傷未能入選。。 新華社新華社

■■前港隊成員周健宏前港隊成員周健宏。。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香港羽毛球隊總教練何一鳴香港羽毛球隊總教練何一鳴((右右))。。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攝攝

■■顏丙濤在比賽中顏丙濤在比賽中。。 中新社中新社

■■恒大球員鄭智與對手恒大球員鄭智與對手
在比賽中拚搶在比賽中拚搶。。 新華社新華社

■■馮瀟霆馮瀟霆((左左))也成為也成為
中國金球獎得主的熱中國金球獎得主的熱
門人選門人選。。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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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引人關注的“中國金球獎”候選共15人(見
附表)。權健門將張鷺和長春亞泰的譚龍是

名單中僅有的兩名非國家隊球員。其中廣州恒大
和上海上港各有3人入選，天津權健和廣州富力
各2人入圍。15人中，年齡最大的是37歲的鄭
智，無緣2017中超最佳球員評選的他有機會借
“中國金球獎”再獲足球界肯定。候選人中年齡
最小的是26歲的武磊，連年奪取中超本土最佳射
手之後，上港射手也渴望得到中國足球榜樣的頭
銜。而在中超先生中遺憾落選的馮瀟霆，憑藉聯
賽和國家隊比賽中的穩定發揮，也成為“中國金
球獎”得主的熱門人選。
此外，2017中國金球獎評選還包括“中國女

子金球獎”、“中國金帥獎”、“中國金童獎
（U16和U18兩組別）”和“中國五人制金球
獎”。女子金球獎的評選，女超MVP王姍姍和她
國家隊的隊友王霜普遍被外界看好。“金帥獎”
的獎勵對象是中國年度最佳足球教練，率隊拿下
全運金牌的老帥徐根寶呼聲極高。

中國金球獎評選的創辦方是體壇傳媒集團，他
們還創辦了亞洲金球獎的評選。借助豐富的國際評
選經驗，體壇傳媒力求將中國金球獎評選打造成為
一個專業足球評選的標杆。“中國金球獎”、“中
國女子金球獎”和“中國金帥獎”的評選，將由百
家權威媒體投票選出。下月24日的中國金球獎頒
獎典禮，將見證2017中國足球榜樣的誕生。

申花憑客場入球奪足協盃
當球證吹響終場哨聲，申花球迷看台爆發出

山呼海嘯般的歡呼，而綠茵場上的申花將士，不
少人都流了淚。日前，2017賽季中國足協盃決賽
次回合在上港主場進行。首回合一球小勝的申花
此役依靠曹贇定和馬田斯的入球，雖然2:3不敵上
港，但總比分3:3平，憑藉客場入球多而奪得了本
賽季足協盃冠軍。 ■新華社

27日，足協盃大幕落下，中

國足壇2017年的賽事基本告一段

落。由《體壇周報》等媒體發起，由

中國和外地百家權威媒體評委參與的

2017中國金球獎各獎項候選名單隨即

正式對外公佈。其中，候選人中年齡

最小的是26歲的武磊、年齡最大的

是37歲的鄭智，以及馮瀟霆都有

力得到中國足球榜樣的頭銜。

中國金球獎候選人

中國足協27日公佈了國足征戰東亞盃的大名單。廣州
恒大和上海上港各有4人入選，成為“國腳大戶”。不過，
鄭智、郜林、馮瀟霆、武磊、張稀哲等主力隊員此次未能入
選。23人大名單中，6名U22國腳劉奕鳴、鄧涵文、高準
翼、何超、韋世豪、楊立瑜得以入選，這也符合國家隊主
帥、意大利人納比通過東亞盃考察年輕隊員、完成國家隊新
老交替的規劃。老將鄭智因傷未能入選本期國家隊，他的第
100場國家隊比賽也將因此順延。根據國足日程安排，中國
隊將於12月1日在深圳集中訓練，12月6日前往日本參加12
月8日至16日舉行的東亞盃。

另外，中國足協日前發表聲明說，國家青年足球U20
選拔隊在德國比賽期間受“藏獨”人士干擾後，德國足協表
示無法控制此類事件發生，中國足協感到遺憾，國家核心利
益不能因任何原因受損，決定中斷U20項目合作，安排隊
員回國。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國足東亞盃名單
鄭智等主力落選

26日晚，世界盃亞洲區外圍賽
於香港修頓室內場順利完成，港男
籃在A組分組賽以74:133不敵新西
蘭；而在27日前港隊成員周健宏在
社交平台上，為港男籃抱不平。
周健宏是港韓混血兒，在香港

出生，曾効力甲一安青和南華，未
滿20歲便已入選港隊，他於2016年

成為首個踏上KBL舞台的香港球
員，現時効力韓國籃球聯賽球隊全
州宙斯盾。周健宏於文中提及自己
曾向香港籃球總會表示自己有意為
港隊効力，“其實我有問過我可不
可以打，但是給我的答覆是如果我
打要搞好多複雜的文件，所以不了
了之。”另外，周健宏表示總會沒

有協助本土外援加入港隊，認為大
家都有香港身份證，而香港足球代
表隊亦有同樣的情況，但籃球港隊
卻做不到，“這個會不覺得丟人
嗎，自己出去打都被人炒，有沒有
想過好好發展？有沒有想過贏啊？
有沒有想過入場支持的觀眾？”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周健宏發炮轟港籃球總會

27日在貝爾法斯特結束的北愛爾蘭桌
球公開賽決賽中，中國選手顏丙濤以8:9惜
敗於馬克威廉斯，獲得亞軍。
17歲的顏丙濤一路過關斬將進入決

賽，差一點就打破了由奧蘇利雲保持的
最低齡排位賽冠軍紀錄，這也是他首次
在排位賽中闖入決賽。沒能在自己的首
個排位賽決賽中問鼎，顏丙濤覺得有些
遺憾。不過，他對自己的未來還是很有
信心。
顏丙濤說：“我很失望沒能打破紀

錄。但是，我總會有機會，我會着眼於
下一個比賽。我真的很喜歡這個賽場，
還有貝爾法斯特的觀眾和球迷，我很期
待着明年再到這裡比賽。儘管輸了比
賽，我還是很有信心，因為我打到了決
賽。我知道如何應對這些，我會瞄準更
多的決賽。”

吳安儀業餘世錦賽摘季
另外在多哈舉行的IBSF世界業餘桌

球錦標賽，在日前的女子組半準決賽，吳
安儀打到決勝局贏印度球手Vidya Pillai局
數4:3，到了4強對過往5屆冠軍、比利時
名將珍絲，去屆8強曾不敵對方的吳安
儀，以局數1:4落敗、獲得季軍。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潘志南）香港
羽毛球公開賽日前落幕，然而對於港隊
是次在主場出戰的表現，總教練何一鳴
以“超額完成”來總結。

何一鳴表示給出“超額完成”來總
結的原因是，港隊在五個項目都有超水
準表現；何一鳴稱：“男女單打老幼齊
飛，葉姵延、魏楠老而彌堅，黃永棋、
張雁宜戰至決勝局才惜敗。”至於港隊
成績斐然的雙打項目，何一鳴認為：
“鄧俊文與柯展聰這對男雙‘左手
配’，有力在大賽中衝獎牌，不過鄧俊
文需在混雙與男雙兩者取其一專項發
展，因混雙、男雙走位戰術完全不
同。”何一鳴又指，混雙組合李晉熙/周
凱華今次港賽成績未如人意，暴露出弱
點。
何一鳴最後說：“早前香港體院和

國家體育總局簽署奧運戰略合作備忘
錄。渴望合作能夠給予港隊進入國家隊
的訓練營地，甚至於互動訓練。”
另外，世界羽聯超級系列賽最後一

站的香港羽球公開賽落幕，世界羽聯27
日公佈，下月中在杜拜舉行的年終賽入
圍名單，港隊有男單伍家朗及混雙組合
鄧文俊/謝影雪取得入場券。

諶龍向王適嫻求婚成功
此外，在戰畢參加完香港公開賽後，

國手諶龍27日向女友王適嫻求婚成功。

北愛桌球賽 顏丙濤奪亞

總教練何一鳴：
港羽隊超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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蒿俊閔（山東魯能）

姜至鵬（廣州富
力）

譚龍（長春亞泰）

王燊超（上海上港）

王永珀（天津權
健）

武磊（上海上港）

肖智（廣州富力）

顏駿凌（上海上
港）

于大寶（北京國
安）

張呈棟（河北華夏幸
福）

張鷺（天津權健）

鄭智（廣州恒大）

■■候選人中年齡最小候選人中年齡最小
的是的是 2626 歲的武磊歲的武磊
((左左))。。 法新社法新社

■■鄭智鄭智((左左))因傷未能入選因傷未能入選。。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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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羽毛球隊總教練何一鳴香港羽毛球隊總教練何一鳴((右右))。。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攝攝

■■顏丙濤在比賽中顏丙濤在比賽中。。 中新社中新社

■■恒大球員鄭智與對手恒大球員鄭智與對手
在比賽中拚搶在比賽中拚搶。。 新華社新華社

■■馮瀟霆馮瀟霆((左左))也成為也成為
中國金球獎得主的熱中國金球獎得主的熱
門人選門人選。。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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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日國際日’’ 五湖四海五湖四海 世界人民世界人民 喜相聚喜相聚
一個月前，我去小兒學校參加<家長教師聯誼

會> Parents-Teacher Association (PTA)。會上，當獲
悉這家位於馬裡蘭哈維郡的小學正在策劃組織第一
屆“國際日”， 學校非常歡迎家長志願者踊躍參
加學校的活動。我馬上報名，志願代表中國參展。
此期間，就活動安排我與組辦者幾次電郵溝通。

11 月 17 日（星期五），我們終於迎來了本校
的第一屆“國際日”。晚上六點，我們一家六人浩
浩蕩蕩，准時邁入學校籃球場展覽大廳。這時，已
經看到許多家長和學生幫著裝飾大廳四周擺放的長
桌。

外公穿上藍色傳統唐裝，外婆穿上一襲滾邊領
部繡著銀色荷花，系著小盤扣的綠色長旗袍。妹妹
也換上媽咪去年回中國在上海豫園老街買的兒童旗
袍，藍色的緞面繡著金色的小鳳凰。我也穿上喜慶
的大紅短旗袍，裙底繡著精致小花。一家人喜氣洋
洋，把濃厚中國特色風帶進美國學校展廳 。

我調動了全家參加這次活動，兒子的外婆為這
次活動專門畫了一只大熊貓‘福福’，‘福福’悠

然自得地坐在綠油油的竹叢中，手掌裡握著一根長
竹，津津有味地啃著。我也翻箱倒櫃把長年累月積
攢的‘寶貝’一一找出：有 90 年代在北京秀水街
10元人民幣淘到的中英文對照的‘毛主席語錄’，
‘中國共產黨第十大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彙編紅寶
書’，紀念《遵義會議》70周年彙冊；書法字畫，
唐詩宋詞三百首、成語三百句，濰坊風箏節精品
‘飛鳶傳情’ ，京劇臉譜，中國郵票，筷子，紅
包等等中國特色物品，琳琅滿目，擺放一桌。 這
時，很多家長和學生陸續走進大廳參展。很多大、
小朋友來到我們的展桌。大家對大熊貓稱贊不已，
對中國歷史、書法感慨 有佳，對我們的中式唐裝
豎起大拇指。

我們還參加了服裝秀，穿著旗袍，在台上走著
貓步，外婆在中國曾經參加過湖南省老年組時裝表
演，集體獲省第二名大獎，因此也算久經沙場。台
上一站，台風盡顯。我們也朗誦兩首唐詩，唐代大
詩人李白的《靜夜思》和小詩人王洛賓的《詠
鵝》，外公外婆朗誦中文，我朗誦英文，台下掌聲
不斷。這次，我們家小朋友們怯場，沒上台。因為
我們大人的帶動，相信明年，他們一定也會上台一
試身手。

《靜夜思》Quiet Night Thoughts
床前明月光Bright moonlight before my bed;
疑是地上霜I suppose it is frost on the ground.
舉頭望明月 I raise my head to view the bright

moon,
低 頭 思 故 鄉 Then lower it, thinking of my

home village.

《詠鵝》
Ode to the Goose
鵝，鵝，鵝，Goose, goose, goose.
曲項向天歌。 Neck bent, it sings towards

the sky.
白毛浮綠水。 White feathers float on green

water.
紅掌撥清波。 Red webbed feet splash clear

ripples.
其它很多國家表演也精彩紛呈：空靈的印度

歌，柬埔寨的漫舞與中美薩爾瓦多的熱舞形成鮮明
對比，各顯風采。

我們也抽出時間，參觀了其它展桌：不看不知
道，一看心歡跳。印度，蒙古和我們毗鄰參展，成
吉思汗小雕塑威力四射，看似蒙古包的小帽擺了一
長串，蒙古游戲等色彩斑斕，引人注目；印度，這
個世界上人口第二大國家，有著民族聖雄甘地畫
像，舉世聞名的白色大理石建造的泰姬陵是印度知
名度最高的古跡之一，也是一座全世界最美麗的
陵墓。

在歐洲區，我們一路領略了葡萄牙，意大利，
大英帝國，塞浦路斯、波蘭、德國的風采。 然後
又參觀了中美洲和太平洋美國領地，波多黎各和夏
威夷群島。辦展的媽媽帶著她的兩對雙胞胎女兒穿
著當地的草裙，帶著鮮豔的扶桑花，彈著島上特色
的樂器ukulele琴一下把我們吸引住。我對有著兩對
雙胞胎即四個女兒的媽媽贊美不絕，兩對女兒真可
愛，別說，她的大女兒還有當今第一女兒伊萬卡的

神采。
最後一站，我們參觀了代表非洲的尼日利亞。

展桌上擺放著首飾和一些食品圖片，傳統首飾看起
來較誇張、 華美、粗獷、大氣，充分體現非洲大
陸人民對美具有的獨特敏銳的感受力和表現力。我
也跟參展的媽媽開心地聊了聊。她告訴我尼日利亞
有上百個部落，但只有三個大部落：豪薩-富拉尼
族、約魯巴族、伊博族。我告訴她在美國讀研究生
的時候曾結交了一位從尼日利亞來的同學，後來還
成為很好的朋友。她問了我這位朋友的名字，立刻
告訴我：“你的這位朋友是伊博族。”我也很高興
說到：“下次我見到這位朋友一定要跟她提到
你。”

最後還有值得一提，重要的一點是‘國際日’
的美食，異國風味美食大餐更是活動一大亮點。

美國小學國際日
歡歌載舞增情誼
五湖四海喜相聚
世界人民似一家
(高霞 2017.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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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市政府於 11 月 23 日在市中心
舉辦第六十八屆感恩節大遊行，休士頓最
大戶外盛會，今年主題乃休士頓感恩、我
們是堅強的一家人，經過八月下旬哈維颶
風肆虐後，休士頓市民在此感恩佳節，心
更緊靠在一起。當天計有五十餘隊伍參與
遊行，吸引數十萬人次主流民眾沿街圍觀
，沿路主辦單位不停的報導這是隊來自中
華民國臺灣的隊伍，主流媒體如 ABC、
NBC、FOX、CBS、KHOU等都輪番滾動
報導，相信電視機前觀看之人更是不計其
數，在臉書上不斷刷屏更不在話下。

僑界在闊別二十多年後，由台灣傳奇
(Legend of Taiwan)會長甘幼蘋僑務委員、
副會長金俊家和總協調羅茜莉等努力組成
一百二十人的舞龍隊和原住民舞蹈隊，成
員包括旅居休士頓，奧斯汀僑民、台灣留
學生、第二代僑青和休士頓青年文化志工
大使等華洋人士，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經文
處陳家彥處長兩位千金和林映佐副處長的
公子均投入舞龍團隊，經過月餘培訓，隆
重登場感恩節大遊行。是日清晨五時許在
瑟瑟寒風中集合於僑教中心，分別搭乘三
輛巴士浩浩蕩蕩前進城中區，每個人心中
存著高亢的激情，準備展現中華文化暨台
灣特色予千萬人眼底，重大使命讓團隊成
員不畏寒風刺骨。

台灣傳奇(Legend of Taiwan)位於遊行的第七縱隊，由橫幅
隊打頭陣，甘幼蘋會長和經文處副處長林映佐、僑教中心主任
莊雅淑等導引，花車上展現會長甘幼蘋捐贈的祥龍和鼓隊們震
鼓聲，而中華民國僑委會捐贈的雙金龍，沿途栩栩如生的舞動
，穿著原住民傳統服飾的舞蹈隊與行人隊不停的穿梭且吸引圍
觀主流注目禮以及熱烈掌聲。

經文處陳家彥處長穿著國旗裝率領屬員、家屬、僑教中心
副主任李美姿等大清早帶領台灣留學生數十餘人以及自動自發
前來的僑胞，在現場分發中美手搖國旗為台灣傳奇遊行隊伍加
油打氣，令遊行團隊感動不已。此次在海外美南主流社會活動
，華人隊伍驚艷全場，成功行銷台灣，讓世界看見台灣且有效
凝聚僑青第二代的愛國愛鄉熱忱和團結向心力，寄望明年再接
再厲。

台灣傳奇感恩節大遊行 成功讓世界看見台灣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 中國旅美專家協
會25 周年年會將於12 月16 日在休斯頓萬豪糖
城廣場店（Sugar Land Marriott Town Square ,
16090 City Walk, Sugar Land , Tx77479 ) 舉行。
會議分三部份：

（ 一 ） 下午三時至四時為專協年會。包括

： 會長報告，財務報告，章程修改及2018 理事
會及會長選舉。

（ 二 ） 下午四時十分至五時廿分為 「25 周
年創業創新論壇」 包括1， 「玉皇美國化工有
限公司」 首席執行官姚超良主講 「談創業經驗
和體會 」，2， 「安德森癌症中心」 教授張玉

蛟主講 「談科研
創新心得」，3，
企 業 家 Michael
Cheng 談 「創業

，企業上巿經驗和體會」，以及提問及回答。
（ 三 ） 晚宴：（ 下午五時半至晚間八時半

舉行） 包括： 1，新會長致詞及交接儀式，2.總
領館嘉賓致詞，3.主題演講： 由德州大學休斯
頓健康科學中心醫學院心臟內科終身教授耿永
健主講 「精神緊張和情緒管理： 做事業和生活

的主人」，4.頒發優秀高中生獎學金；5.宣佈設
立創新基金及6.全體合影;7.晚餐。

網絡注冊：https://docs.google.com/forms/
d/e/1FAIpQLSe99BnGOacRCismqGPRFk1_
24eN2_rTvPvKCTMPYzXMJUt_A/viewform

註 冊 參 加 聯 繫 人 ： 余 小 川 郵 箱 ：
xcyu66@gmail.com 電話:9797397882

微信: unpoisson2014 請註明是否參加晚宴
3) 晚宴費用：$20/每位

科技創新與國際合作暨
中國旅美專家協會25 周年年會

「「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同仁由處長陳家彥夫婦同仁由處長陳家彥夫婦（（ 中中 ）） 領軍領軍，，參與今參與今
年的感恩節大遊行年的感恩節大遊行。。

「「 台灣傳奇台灣傳奇」」 龍隊的遊行現場一片旗海龍隊的遊行現場一片旗海。。

台灣的感恩節大遊行旗隊開場台灣的感恩節大遊行旗隊開場。。

圖為圖為 所有參與所有參與 「「台灣傳奇台灣傳奇」」 感恩節大遊行的成員合影感恩節大遊行的成員合影。。

潤元堂國醫館以中醫針灸主治各種疑難雜症潤元堂國醫館以中醫針灸主治各種疑難雜症
馬劍鵬教授、何巧莎中醫師尤擅特效減肥

（ 本報記者秦鴻鈞 ）肥胖，是現代人普
遍的煩惱。不論任何年齡層，不論男女，一生
要花許多時間與肥胖對抗？從早上運動場，路
旁氣喘噓噓的慢跑族，到健身房揮汗如雨的忙
碌的身影，從減肥餐到節食，減食，人們活著
似乎只有一個目的---- 如何把身上的肥肉甩
掉？恢復年輕時漂亮、迷人，神采煥發的體魄
！一年多前，休巿的減肥族發現了 「潤元堂
國醫館」，透過馬劍鵬教授、何巧莎中醫師的
智慧減肥，人們再也不用日日與美食交戰，他
們根據經絡氣血運行原理設計而來，以提高人
體基礎代謝率為目的，增強體質，提升脾胃運
化功能來排水消脂的 「特效強肥法 」，使每
個人不必刻意節食，就能達到令人震驚的減肥
目的。根據大量臨床案例證實，此法療效穩固
，後期不會反彈，患者在治療後不僅體型變得
苗條，身體狀況也得以全面提高，往往其他生
理指標如血糖、血壓以及體力都會大幅度改善
。並且臨床平均能達到治療1-2 次，即可減重
2- 5 磅，或者腰圍縮小0.5 - 1.5 英寸的效果
，對縮減中年人的腰間游泳圈尤其顯效，對大
家最在意的雙下巴也療效不凡，一次治療後就
有顯效！ 「潤元堂國醫館 」 的名聲很快在
Galleria 一帶中外人士間傳開了。大家紛紛好
奇 「潤元堂國醫館」 到底是個什麼樣的診所
？

潤元堂國醫館成立於 2016 年，位於休斯

敦高尚社區Galleria附近，是融合中醫精華的
獨特健康機構，擁有臨床門診及創新中醫藥研
發兩大業務。國醫館由貝勒醫學院終身教授、
德州執業中醫師馬劍鵬教授，以及執業中醫師
何巧莎醫師主持，醫館宗旨是結合中西方醫學
瑰寶，促進人們身心健康，提高生活質量。

主治中醫師馬劍鵬教授、何巧莎中醫師，
應用現代醫學與傳統中醫學，專攻許多疑難雜
症，為追求健康生活的人們提供療效卓著的醫
療服務。醫館提供針灸、中藥及艾灸等全方位
治療手段，擅長治療不孕不育、癌症治療後康
復、中風後遺症、肥胖、痛風、帶狀皰疹及後
遺神經痛、糖尿病、牛皮癬、抑鬱、焦慮、精
神異常、失眠、各類關節炎及疼痛、少兒學習
障礙症（包括多動症）、婦女更年期症狀、心
血管病、戒菸戒毒等。潤元堂國醫館以卓越的
療效及優質的服務，在大休斯敦地區享有盛譽
。

兩位醫師也特別介紹了他們有顯著療效
的糖尿病的中醫治療：

糖尿病是一種嚴重危害人們身體健康的慢
性代謝性疾病。近年來，發病率呈爆炸性速度
增長。據中美兩國的官方統計，兩國人口中至
少有10%的成年人患有此病，而且這個比例還
在快速遞增。糖尿病的臨床表現主要以血液和
尿液中的糖分超標為特徵。糖尿病的治療，降
糖當然是第一要務。西藥降糖藥能很快地降糖

，中藥方劑和針灸
治療也有明顯的降
糖作用。西藥的效
果立竿見影，但不
能停藥，故一般需
要終生服藥；中醫
療法，見效略慢，
要達到穩定的療效
，一般需堅持治療
幾個月，但幾個療
程後，即可停藥，
血糖一般不會反彈
，這對早期患者尤
為如此。糖尿病的
一個主要致病原因
是過食和肥胖，另
外，過度的精神壓
力也是原因之一，
對此，中醫特別是
針灸對減重消脂，

減壓放鬆有著顯著的療效。
對糖尿病的治療，往往有個誤區

，即人們過度地把注意力集中在了降
糖，降糖固然重要，但糖尿病的危害
並不在於居高不下的血糖值，而在於
糖尿病的並發症，主要包括血管病變
和神經病變。血管病變典型的有眼底
血管病變和心血管病變，所以冠心病
往往伴隨糖尿病而發。神經病變典型
的有糖尿病足，病人兩足漸漸失去了
知覺，有些病人早上起來要猛力踢牆
才能感覺他腳的存在。還有，糖尿病
足的病人小腿皮膚會出現頑固的潰瘍
，發展下去西醫只能截肢，別無他法
。糖尿病的並發症是每一個糖尿病人
都繞不過的宿命，只是遲早的問題。
西醫對治療並發症幾乎沒有太有效的
方法，但中醫在這方面有其獨到的優
勢。比如冠心病，如果中醫治療得早
，完全可以避免病人手術加裝支架，
避免出現生命危險等。至於糖尿病足
，病人失去的知覺可以很快用針灸恢
復，頑固的皮膚潰爛也能很快收口，
只要堅持治療，病人絕對不會被截肢
。所以，中醫對治療糖尿病並發症有
西醫無法比擬的優越性，對提高糖尿病患者的
生活質量，延長壽命有很大的幫助。

潤 元 堂 中 醫 診 所 （ 位 於 Galleria 附 近,
2000 Bering Dr., Suite 270, Houston, TX77057
，電話 832-818-0707）對治療糖尿病引起的

各種並發症有豐富的經驗和卓越的療效。比如
，神經炎知覺缺損，一般一次便能見效，經過
階段性治療後，療效便可鞏固。下肢頑固性潰
瘍，傷口多能很快癒合，患者的體力會有明顯
的改善。很多病人一開始只能顫顫巍巍地走路
，能恢復到一日行走五至十英里不等。

馬劍鵬教授馬劍鵬教授、、何巧莎中醫師進行針灸減肥治療何巧莎中醫師進行針灸減肥治療

位於休斯頓位於休斯頓GalleriaGalleria附近的潤元堂診所環境十分舒適附近的潤元堂診所環境十分舒適

科技部自107年度推動 「愛因斯坦培植計畫」暨 「哥倫布計畫」補助案，自即日起受理
申請。

歡迎在美取得博士學位且有意回台申請任職於國內公私立大專校院者踴躍提出申請科技
部年輕學者養成計畫。

愛因斯坦培植計畫（Einstein Program）鼓勵學術生涯剛起步（32 歲以下）的年輕研究人
員大膽的自由發展與多方面的嘗試，構思具創新性的研究題目及計畫內容，預計將培育160~
200名年輕學者。

哥倫布計畫（Columbus Program），將提供35 歲以下的年輕研究人員多年期研究計畫，
以效法哥倫布 「探索新大陸、航向未來」、 「大膽嘗試投入、 勇於探索未知」的精神，鼓勵
已具科研基礎的年輕研究人員展現國際行動力，積極勇闖世界，投入具前瞻創新性且連結國
際的研究計畫，主動與國外實驗室或研究中心進行交流，預計培育共 90-120 名年輕學者。

科技部前瞻計畫人才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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