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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懇的態度 專業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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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賺
動商機

到未來

成功起點

攜手同行
貸

總行                         糖城分行                  
6901 Corporate Dr.             508 Highway 6 South        
Houston, TX 77036            Sugar Land, TX 77478    
713-771-9700                     713-272-5028  

達拉斯區域分行                李察遜分行                        布蘭諾分行                 奧斯汀分行
500 N. Central Expwy        1131 N. Jupiter Rd.              2304 Coit Rd.              11220 N. Lamar Blvd.  
Richardson,                         Richardson, TX 75081        Suite 600                      Suite A100
TX 75080                            TX 75081                            Plano, TX 75075          Austin, TX 78753  
972-246-1277                     972-301-5988                     972-673-0188              512-834-8866
                                                                                         

R01-ZHANG SOPHIE 張晴_C246_4

我會為您提供房屋買賣及相關的全方位, 一站式服務, 包括:
1. 地產評估 2. 按揭貸款  3. 房屋買賣 4.過戶登記 5. 安家服務。

代理費用最低！
服務態度最好！

作為您的房地產經紀和置業顧問,

Sophie Zhang

地址：950 Corbindale Rd, Ste 100, Houston, TX77024
網址：sophiezhang.kwrealty.com
電郵：szhang@kw.com

  電話: 832-   833- 0551 

本地高級珠寶店，專門定制設計珠寶。

●為您創造夢想中獨特的珠寶首飾！

●休斯頓最好的價格、最佳鑽石選擇！ 
（GIA和EGL認證鑽石）

●我們購買古董與高質量珠寶。

地址: 9889 Bellaire Blvd. Ste. E219B, Houston, TX. 77036
 (面對百利大道)

Bellaire Jewelry 百利珠寶

G03-BELLAIRE JEWELRY百C珠寶_C1357_4

電話: 713-636-2780 (英文)

03.08.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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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林   醫師
德州執照資深中醫針灸師
具有 40 幾年醫療教學經驗
入選中國名醫大典
中西醫結合，療效佳，口碑好
應用中西醫多項常規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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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深／
圖 文 】 由
休斯頓中國
聯合校友會
主辦，德州
大學休斯頓
健康科學中
心、休斯頓
大學、德州

南方大學、休斯頓社區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中山大學、
華中科技大學、東南大學、上海交通大學、武漢大學、中國科技
大學、北京交通大學、覆旦大學、浙江大學等48個校友會、學
生會及國際華人交通運輸協會共同主辦的休斯頓中國聯合校友會
2018年會暨迎新春大型聯歡晚會於3月3日星期六晚6時在休斯

頓的大學演出劇院隆重舉行。中國駐休斯頓總領事館王昱副總領
事、科技組龍傑參讚、李衛東領事以及大休斯頓地區留學生、學
者、校友及僑學界代表約500餘人出席。

休斯頓中國聯合校友會2018年會由榮譽會長謝忠、喬鳳祥
主持。中國駐休斯頓總領事館王昱副總領事致辭，他說他自己也
是留學海歸的政府官員，對海外學生學者和華僑華人有充分的了
解，認為學生學者組成這樣規模的聯合校友會相當不容易，這有
助於傳承中華文化精華，促進中美文化、科技、教育等領域的交
流與合作。希望聯合校友會之間增進友誼，相互支持，相互幫助
，共同發展，在新的一年取得更大的進步。他為休斯頓中國聯合
校友會成立20年取得的成績感到驕傲，祝聯合校友會越辦越好
！校友會卸任會長黃華作了過去兩年聯合校友會工作的總結報告
。她表示這兩年聯合校友會做了很多有意義的活動，像慶祝孫中
山先生誕辰150周年，慶祝香港回歸20周年等活動，積極的帶動

兩岸三地的海外華人和留學生聯合在一起，掀起和激發民族愛國
主義精神。她還表示，聯合校友會的發展和成長離不開休斯頓總
領館的大力支持和幫助，祖國的繁榮昌盛也是我們海外華人學子
堅強的後盾。我們作為當代留學生，真切地感受到個人發展與國
家的命運息息相關。王昱副總領事見證了中國聯合校友會新舊會
長的交接儀式。新任會長何巧莎發表了上任感言並宣布趙婉儀、
唐靈逸、陳予、姜晗、崔廣玉、吳凱俊任本屆聯合校友會副會長
；李蔚華、李步鵬、鄭長祥為聯合校友會顧問；高龍、鄧隆隆、
James Luo任聯合校友會榮譽主席。

大休斯頓地區中國聯合校友會精心組織籌備了大型迎新春聯
歡晚會，共同慶祝農曆中國新年。晚會由姜晗、張軒主持。節目
內容豐富多彩，所有演員都是年輕一代能歌善舞才華橫溢的帥哥
美女，表演精彩紛呈，掌聲雷動，為大休斯頓地區華僑華人送上
一台高品質的歌舞盛宴。

休斯頓中國聯合校友會休斯頓中國聯合校友會20182018年會暨迎新春年會暨迎新春
大型聯歡晚會在休斯頓大學舉行大型聯歡晚會在休斯頓大學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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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年報”給世界新驚喜
“向東看”成趨勢

“任何壹位曾信心滿滿地預測中

國即將衰退的經濟學家、基金經理和

政治思想家都已經被‘打臉’。”日

前，新加坡《海峽時報》的壹篇報道

在談及中國經濟發展時如是評論道。

對此，專家指出，仔細分析中國經濟

發展所取得的成就及其背後的原因，

就不難理解那些唱空者、看衰者為何

頻被“打臉”。事實上，應該看到，

隨著中國經濟穩中向好發展態勢的延

續，針對中國經濟的唱空論、看衰論

失去市場是必然的。

成績單壹枝獨秀
近日，國家統計局發布2017年國民

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壹系列數據

記錄了中國經濟發展取得的成就：GDP

增速比上年加快0.2個百分點，是2011

年以來經濟增速首次回升；城鎮登記失

業率為3.9%，為2002年以來最低水平；

全國工業產能利用率為77.0%，創5年新

高；年末農村貧困人口3046萬人，比上

年末減少1289萬人，超額完成全年目標

任務……

國家統計局總經濟師盛來運表

示，6.9%的經濟增長、不到 5%的失

業、1.6%的通脹，這樣的經濟運行格

局難能可貴，在世界範圍內也是壹

枝獨秀的。

世界銀行最新發布的報告也指出，

中國在推進經濟快速增長和減少貧困方

面取得了史無前例的成就。報告認為，

廣泛的改革使中國過去經濟高速增長成

為可能，這些改革把壹個由政府主導、

以農業為主、封閉型的計劃經濟體轉

變為更加市場化、城鎮化的開放型經

濟體。

“成績的背後是中國經濟優勢的不

斷顯現：加快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體制為中國經濟發展提供了重要支撐；

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中國經濟應對外部

沖擊能力不斷增強；全面深化改革，各

類市場主體活力被充分激發，經濟發展

的微觀動力顯著增強；擴大對外開放，

資源配置效率進壹步提高，中國經濟的

國際競爭力不斷提升。”中國人民大學

財政金融學院副院長趙錫軍在接受本報

記者采訪時說。

新動能超出預期
近年來，中國經濟增速有所放

緩，對此，國際社會上出現了這樣的

疑問：中國會繼續找到新的經濟增長

動力嗎？《海峽時報》認為，對於這

個問題，中國無疑有理由感到自信。

生產率的提高、自動化和機器人的引

入、綠色技術的發展和在數字化以及

打造創新型世界壹流企業方面取得的

巨大進展無不預示著第二波發展浪潮

的到來。

“過去壹年，創業創新蓬勃發

展，新動能成長實現新突破。”盛來運

介紹，2017 年，全國新登記企業比上

年增長 9.9%，日均新登記企業 1.66 萬

戶；每萬人口發明專利擁有量9.8件，

比上年增加1.8件；規模以上工業戰略

性新興產業增加值比上年增長11.0%；

網上零售額增長32.2%，完成快遞業務

量增長28%……

在趙錫軍看來，當前，新動能已

經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而

隨著深化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推動

高質量發展以及技術等新要素的增

加，新動能的成長更是超出預期，其

對中國經濟增長的支撐作用也加快顯

現，並持續推動中國經濟質量和效益

的提升。

“據有關機構測算，新動能對經濟

增長的貢獻已超過30%，對城鎮新增就

業的貢獻超過70%。”國家發改委政策

研究室副主任孟瑋表示，壹些東部省份

已經走出結構調整陣痛期，新動能正日

漸成為經濟發展的第壹引擎。

影響力與日俱增
經濟實力實現新躍升的同時，中國

經濟的國際影響力也與日俱增。2017年，

中國GDP折算超過12萬億美元，占世界

經濟的比重15%左右，比5年前提高3個

百分點以上，穩居世界第二位；外匯儲

備穩居世界第壹；進出口規模有望重回

世界首位；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高速公

路網、高鐵運營網和移動寬帶網；對世

界經濟增長貢獻率在30%左右，繼續成

為世界經濟穩定復蘇的重要引擎。

“在全球經濟層面，中國經濟扮演

了至關重要的角色。”塞內加爾中國問

題專家阿達瑪·蓋伊表示，在國際舞臺上，

中國作用越來越關鍵，“向東看”成為

趨勢。

世界銀行發展預測局局長阿伊汗·

高斯認為，中國經濟取得了出人預料

且令人印象深刻的優異表現，對中國

持續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抱

有信心。

“就國際影響力而言，應該看到，

中國經濟的強勁表現帶動了其他國家的

經濟發展，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主引

擎’。同時，金融危機以來，在全球經

濟低迷期，中國為世界帶來了信心，這

推動了世界經濟逐步復蘇。此外，中國

經濟的發展與掘起為很多發展中國家提

供了寶貴經驗，中國模式的吸引力越來

越強。”趙錫軍說，未來，在保持經濟

穩中向好發展態勢的同時，中國經濟的

國際影響力還將不斷提升。

綜合報導 在節後首個完整交易周裏，國內現

貨鋼價繼續上行，而且漲幅有所擴大，但成交量尚

未完全打開。鐵礦石市場處微幅上行通道，庫存依

然處於高位。

據國內鋼鐵資訊機構“我的鋼鐵”提供的最新

市場報告，最近壹周，國內現貨鋼價綜合指數報收

於154.42點，壹周上漲2.75%。繼節後開市鋼價小

漲之後，這壹周鋼價繼續上行，漲幅擴大。由於下

遊開工尚未十分充足，所以鋼市的實際成交還未完

全跟上。總體而言，在鋼坯、期市行情提振等因素

的影響下，鋼市內商家對後市的預期比較積極。接

下來，實際的下遊需求釋放力度將決定現貨鋼價的

實際走向。

據分析，在建築鋼市場上，價格上漲較為明

顯。全國主要市場主流規格的螺紋鋼品種均價為

每噸4296元，壹周上漲128元。目前，鋼市內的

不少商家對元宵節後鋼材終端需求的啟動有良好

的預期，所以現貨鋼價上漲。不過，市場成交情

況較為壹般，主要原因是終端用戶的需求尚未完

全啟動，眼下的成交量大多是在大小貿易商之間

流轉。

在板材市場上，價格總體上揚。熱軋板卷

價格震蕩上漲，全國主要市場主流規格熱軋

產品的市場均價為每噸 4242 元，壹周上漲 66

元。中厚板價格上漲明顯，全國主要市場主

流規格普中板的平均價格為每噸 4282 元，壹

周漲 101 元。從鋼材的庫存水平來看，有壹點

值得註意，鋼廠方面的庫存處於相對低位，

所以不少鋼廠積極挺價，華東主導鋼廠最新

公布的 3 月上旬建築鋼出廠噸價更是上漲超

200 元。與此同時，鋼材的社會庫存卻是創出

新高，部分壓力較大的商家，已在考慮小幅

降價以刺激出貨。

鐵礦石市場穩中上行。據“西本新幹線”

的最新報告，在國產礦市場上，2月份河北鐵精

粉價格小幅上漲，噸價漲幅在10元至15元左右。

春節前，鋼廠的補庫行為帶動了礦價上行，春

節後鋼廠進壹步補庫的動力減弱，礦價基本維

持平穩。進口礦價格震蕩上漲，到 2月 28 日，

62%品位進口礦價報收於每噸 78.9 美元，壹個

月上漲 5.8 美元。目前港口鐵礦石庫存依然處

於高位。

相關機構分析認為，國內鋼價在2月下旬需求

尚未啟動的情況下上漲，給3月份的鋼價運行增添

了壹定的不確定性。特別是社會庫存居於高位，壹

旦需求釋放不及預期，庫存資源的套現將對鋼價走

勢形成相當大的壓力，鋼價將會在壹定區間內呈現

震蕩的走勢。

國內鋼價漲幅有所擴大 鐵礦石價格微升庫存處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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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遊園會-2018-園游慧製作物

福

旺旺年旺旺來

第22屆國際農曆新年遊園會
美
南
新
聞
傳
媒
集
團

三位特別獎：

紅酒一瓶
兩件T恤
Three special awards 

with 1 bottle of red wine, 

1 red and 1 white T-shirt. 

T恤一件

T-SHIRT: 
50 each

0630
0567
0687
0767
0588
0488
0786
0561
0517
0501
0831
0536
0585
0504
0442
0785
0756
0637
0631
0625
0691
0432
0717
0475
0704

0824
0818
0846
0487
0719
0577
0519
0516
0535
0444
0716
0738
0851
0445
0849
0763
0503
0641
0552
0401
0755
0771
0772
0770
0617

22nd Texas International & Lunar New Year Festival Winning List
Thank you for continuing support from readers of Southern Daily, 
the 22nd International and Lunar New Year Festival was a big success. 
To appreciate enthusiasm of participants, Southern News Group 
has prepared 50 bottles of wine from Australia 
and 50 pieces of 2018 limited edition red and white T-shirts (25 each). 
We also have three special awards with 1 bottle of red wine, 
1 red and 1 white T-shirt.
Please save the lottery receipt to claim awards at SNG media building, 
3/1-3/16（Mon-Fri, 9:00AM-5:00PM）or confirm the winning numbers
 at Southern News official website.
Below is the list of winning Numbers:

紅酒一瓶

WINE: 
50 Bottles 

5075 
0828
0511
0485
0486
0539
0573
0482
0558
0529
0463
0576
0758
0568
0803
0540
0593
0496
0427
0817
0594
0649
0522
0514
0830

0837
0599
0739
0402
0531
0823
0855
0825
0848
0520
0513
0562
0587
0853
0574
0563
0413
0505
0429
0481
0490
0655
0841
0533
0499

0434
0626
0512

恭喜您中獎

Southern News Group

www. texaslunarfest.net
Tel:(281)498-4310  Fax:(281)498-2728

11122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www. texaslunarfest.net
Tel:(281)498-4310  Fax:(281)498-2728

11122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感謝美南讀者長年的支持參與
第22屆國際農曆新年遊園會圓滿成功，
為了答謝熱情的參與者，美南新聞特別準備
來自Australia的香醇紅酒50瓶與2018年美南新聞特製
限量版紅、白旺旺T恤各25件，特別獎3名各得(1瓶紅酒
與紅白T恤各一件）請憑抽獎卷號碼存根，
至美南新聞大樓前枱換取禮品，3/1-3/16（週一至週五9:00AM-5:00PM）
或請上美南官網「美南粉絲團」確認中獎名單。

中獎號碼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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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榜首氣勢如虹的曼城，車
路士也屈服於其盛勢，今場

採取消極保守策略。球隊全場未有
中框的射門，還被貝拿度施華射入
唯一入球，令藍軍連1分都未能取
得。干地為戰術辯護：“你得接受
所有的批評，不過我也不會笨得與
曼城對攻，然後輸3球、4球。幾
日前，阿仙奴兩戰他們，你們才猛
烈批評雲加，因為他們30分鐘就
失3球。”

夏薩特公開質疑干地戰術
然而，車路士攻擊中場夏薩

特就顯然不太認同。他說：“我想
即使我們踢夠3小時，我都未必觸
得到皮球。”他認為，在控球在腳
時球隊才能展示出真正實力，但今
仗卻背其道而行。他指：“我個人
認為，一場波只觸球3次，這是很
難打得好。但是我們拿到球時，應
該用球用得更好，但我們作出了錯
誤的選擇。”上周，門將高圖爾斯
已批評干地的換人，如今夏薩特也
開腔批評，似乎球隊將帥間的嫌隙
漸大。

相比干地，阿仙奴領隊雲加
危機更高。兵工廠在同日較早的另
一場英超，竟以 1：2不敵白禮
頓，連同歐霸盃及聯賽盃比賽，阿
記已錄得4連敗，雲加已被逼至懸
崖邊。不過，球員仍對雲加表示支
持，守將哥斯尼說：“作為球員，
在球場上我們都有責任，我們是一
體的，這很難說是他（雲加）還是
球員的錯誤。”雲加就承認，現時
只餘9場卻落後前四13分，要通過
聯賽排名爭取重返歐聯舞台已是非
常困難。他說：“這非常困難，已
接近不可能，我們落後太遠了。”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文俊

頹“兵”續沉淪 雲加認衝四難
“泊大巴”不“城” 車路士吞敗

曼城今仗賽後，主場已錄得了
14連勝，而不計6日曼聯的賽果，
藍月兵團領先第2位利物浦多達18
分。以球隊失分數字來計算，曼城
只要在餘下9輪中多贏4仗便可鎖
定冠軍。領隊哥迪奧拿賽後喜道：
“我們要多贏4場比賽才可確保封

王，命運掌握在我們手中，如果能
夠持續今天的表現，己隊將會是冠
軍。”值得一提的是，藍月今仗完
成了902次傳球，使他們成為2003
年有OPTA統計以來，英超單場傳
球次數最多的球隊。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傳球創紀錄 哥帥：多贏4場封王！

■■雲加雲加((右右))似乎無法帶領阿記走出似乎無法帶領阿記走出
低谷低谷。。 法新社法新社

■■貝拿度施華貝拿度施華((中中))助曼城奠勝一刻助曼城奠勝一刻。。 法新社法新社

西班牙甲組足球聯賽榜首戰5日
凌晨戰罷，巴塞羅那憑美斯罰球定江
山，主場以1：0力克馬德里體育會，
將領先身後馬體會的榜首優勢拉開到8
分，為餘下11輪的衝冠征途打下好基
礎。

對手：若有美斯贏是我們
上半場26分鐘，美斯罰球越過人

牆彎入網窩，各項賽事連續4場比賽有
波入，貢獻5入球1助攻，這更是美斯
職業生涯的第600個“士哥”。馬體會
教頭施蒙尼賽後直言，假如美斯是効
力馬體會，勝利已是屬於己方，“美
斯是獨特的球員，能起到改變戰局的
影響。”不過，美斯的哥哥馬迪亞斯

剛過去周末卻因駕車輕微碰撞後跟人
起爭執，涉嫌持槍威脅他人被捕。馬
迪亞斯曾因盜竊和非法持有武器而被
判過兩個月緩刑。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美斯生涯600球 巴塞拿下榜首戰

■■美斯美斯((右右，，紅藍衫紅藍衫))再度罰球破網再度罰球破網。。
法新社法新社

5日NBA常規賽，憑藉迪羅辛取下19
分，主場作戰的多倫多速龍以103:98擊敗
夏洛特黃蜂，贏下最近12場比賽中的第
11場勝利，亦是自2006/07賽季以來首次
在常規賽中橫掃黃蜂。速龍也是目前全聯
盟主場戰績最佳的球隊，本賽季他們在加
拿大航空中心體育館的戰績是26勝5負。
同日，布魯克林網隊以120:123惜敗於洛
杉磯快艇，遭遇客場9連敗。 ■新華社

主場王速龍噬“蜂”

■■迪羅辛迪羅辛((右右))投籃投籃。。美聯社美聯社

1954年，史上第一個創造4分鐘內跑
完1英里（約1,609米）紀錄的英國傳奇
跑手班尼斯特（Roger Bannister），日前
因病離世，走完88年的人生。他的家人
在當地時間周日發表聲明稱，班尼斯特離
世時“被家人包圍着”，十分安詳。班尼
斯特的紀錄是在一場牛津大學和業餘田徑
協會間展開的低級別比賽中創造的，這紀
錄及後被高爾（Sebastian Coe）打破。他
退役後成為神經科醫生，1971年獲任命
為英格蘭體育理事會第一任主席，1975
年獲封爵士。 ■綜合外電

創4分鐘內跑畢1英里先河
英傳奇班尼斯特辭世

■■班尼斯特當年創造歷班尼斯特當年創造歷
史的英姿史的英姿。。 美聯社美聯社

林丹率國羽征德國賽 為全英熱身

劍擊亞青賽 港隊四金收官
亞洲青少年劍擊錦標賽當地時間4日假杜拜落

幕。香港女子重劍隊（右圖）於團體賽先後力挫阿
聯酋、澳洲、日本及韓國，為港增添第4金。港隊
較早前奪得的3枚金牌分來自女子佩劍團體、馬皞
孜及佘繕妡的女子少年組佩劍及重劍賽事。今屆亞
青賽，港隊共奪4金3銀5銅，大部分運動員將出戰
月底在意大利舉行的世界青少年劍擊錦標賽，而少
年組選手更會在世青賽力爭布宜諾斯艾利斯青奧會
入場券。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德國羽毛球公開賽當地時間6日至11日
在魯爾河畔米爾海姆舉行。中國羽隊（國
羽）派出包括大滿貫球員林丹在內大部分主
力精英參賽，為其後的全英賽熱身。

由於全英賽每年都在德國賽之後舉行，
國羽對德國賽一直另眼相看，今年也不例
外。男單方面，除諶龍外，主力精英林丹、
石宇奇、黃宇翔與喬斌攜手出戰。其中，林
丹作為二號種子，首輪對陣丹麥老將約根
森，第二輪可能遭遇韓國的李東根，8強賽
的潛在對手將是港將伍家朗或者丹麥第二單
打安東森。
女單方面，國羽派出陳雨菲、陳曉欣和

高昉潔出戰，陳雨菲和陳曉欣都被分在下半
區。相比之下對手實力不強，陳曉欣，陳雨
菲應可順利進入四強，不過陳曉欣有可能在8
強賽與韓國一姐成池鉉對決。

國羽在男雙與混雙項目上實力有所保
留，只派出（男雙）何濟霆/譚強、韓呈愷/
周昊東及（混雙）何濟霆/杜玥參賽，其中何/
杜組合首輪面對英格蘭組合，之後有可能對
陣香港的頭號組合鄧俊文/謝影雪。
女雙比賽，國羽派出四對組合，不過只

有世界排名第一的陳清晨/賈一凡直接進入
正賽。坐鎮上半區的陳清晨/賈一凡，準決
賽有可能對陣日本組合田中志穗/米元小
春，若能躋身決賽或與里約奧運冠軍松友美
佐紀/高橋禮華爭奪冠軍。此外湯金華/于小
含、杜玥/李茵暉與黃東萍/鄭雨均先打資格
賽。
另外，世界羽聯從德國公開賽起試行

1.15米發球高度，這也讓德國賽成為各隊適
應新規則試金石。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港足亞洲盃陣容
初定31人入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
志南）為備戰本月27日舉行
的、作客平壤對陣朝鮮的亞洲
盃外圍賽最後一圈賽事，香港
足總5日公佈31名初選港隊球
員名單。港隊19日起集訓，21
日拉隊前赴北京集訓。24日由
北京飛赴朝鮮平壤。
入圍初選名單的球員為：

守門員：葉鴻輝（東方龍
獅）、袁皓俊（香港飛馬）、
王振鵬（傑志）、陳嘉豪（陽
光元朗）；
後衛：黃梓浩（東方龍

獅）、法圖斯（貴州恒豐）、
張志勇、方栢倫（香港飛

馬）、丹尼、艾里奧、列斯奧
（傑志）、羅素（遼寧宏
運）、徐宏傑（梅州客家）、
羅拔圖（R&F富力）、翟廷
峯、積施利（和富大埔）；

中場：鞠盈智、梁振
邦、徐德帥（東方龍獅）、
胡晉銘（香港飛馬）、林嘉
緯（傑志）、劉學銘（冠忠
南 區 ） 、 黃 威 （ 和 富 大
埔）；
前鋒：鄭兆均（標準流

浪）、羅港威、麥基（東方龍
獅）、陳肇麒（香港飛馬）、艾力
士、保連奴（傑志）、夏志明（冠
忠南區）、高梵（R&F富力）。

千五健兒冒雨挑戰香港超馬
“扶輪香港超級馬拉松 2018”4日在中環龍和道

舉行，超過1,500名運動員冒雨參賽。在50公里賽
事，來自肯尼亞的 Willy Kipkemoi Rotich 以3小時
19分25秒奪冠。女子組方面，冠軍由蒙古國選手
Badamhatan D以3小時49分52秒刷新大會紀錄的成
績獲得。至於今年新設的“6小時耐力賽”，選手需
在6小時內，不設距離上限地作賽，最終香港選手楊
永浩跑完71.332公里稱王。女子組冠軍則由曾綺霞奪
得，她跑了59.118公里。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曉莉

短 訊

■■林丹率隊出征德國羽賽林丹率隊出征德國羽賽。。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隨傑志出戰亞冠的林嘉緯入選港隊初選名單隨傑志出戰亞冠的林嘉緯入選港隊初選名單。。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車路士作客之下“泊大巴”，球隊於英格蘭時間周日

晚的英超賽事仍以0：1負於曼城，不過車路士領隊干地賽

後對己隊表現仍然滿意，但中場夏薩特似乎對這打法有微

言。至於近況低沉的阿仙奴，作客亦以1：2不敵白禮頓，

令領隊雲加的去留成為賽後熱議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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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宵聯歡晚會元宵聯歡晚會

(本報訊）德州佛教會會長淨海長老因自覺年壽已
高，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七日，提交辭職信，決定於二
零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正式退休，以期能自由安排晚
年之生活作息。德州佛教會依據章程，禮請淨海法師
榮任本會首位傳燈長老，繼續指導會務，隨意參加各

種會議。
經德州佛教會僧伽委員會決議，禮請宏意法師接

任本會會長，繼續領導會務。宏意法師表示，弘法利
生是出家人本份，不論身在何種職位，都應心甘情願
地奉獻自己，光大聖教。德州佛教會的章程制度，是

把佛法和世法結合成起來的 一種組織法。希望在和樂
淨精神的引導下，我們德州佛教會的僧俗四眾，都能
團結一心，繼續努力，讓佛法甘露，遍撒美洲。

淨海法師榮任德州佛教會傳燈長老淨海法師榮任德州佛教會傳燈長老
宏意法師接任德州佛教會會長宏意法師接任德州佛教會會長

(本報訊） 「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燈樹千光
照。明月逐人來」 。德州佛教會於3月3日星期六晚上
7點在玉佛寺青年活動中心舉辦2018 「元宵聯歡晚會」
活動，邀請本會會友和僑界朋友一起慶祝戊戌元宵。本
會傳燈長老淨海法師和會長宏意法師皆同其他常住法師
等多人也出席同歡。與會嘉賓和會友大眾約有百餘人，
場面歡喜熱鬧。

節目開始時，全場起立合唱三寶歌，在莊嚴優美的
旋律中，為晚會拉開感人的序幕。《三寶歌》又稱《三
皈依歌》是一首讚嘆佛法僧三寶的歌曲，由民國初年弘
一律師譜曲，太虛大師作詞。两人同為近代有道高僧。
一位是弘揚戒律，一位倡導人間佛教，相互尊崇，道誼
頗深。

接著宏意法師代表佛教會感謝所有義工，也歡迎所
有的來賓，祝大家事事吉祥，增福增慧，皆大歡喜。主
持人康樂組長許瑞慶師兄在開場時指出今天的晚會可以
看成是 「元宵禪修晚會」 ，不妨藉著音律體驗禪意。宏
師父在過年時要大家珍惜因緣，善用因緣和創造因緣，
今天大家來看表演就是珍惜因緣，觀看表演時從 「觀得

莫觀失」 的角度來欣賞表演者琴藝則是
善用因緣。音樂與佛學相關，也需要戒
定慧。平時定時練習，保養身心和樂器
可視為戒律的要求；上場專注指法，不
亂節拍是為定力；台上音色把握，曲風
表達抉擇，應可歸為臨場智慧。
主辦單位先以短片介紹了元宵節的由

來典故，接下來的節目有：衛如恩小妹
妹所吹奏的竹笛 「彩雲追月」 和葫蘆絲
「望春風」 ；劉平敬和游慧光夫婦民謠
吉他 「偶然」 ；特別來賓休士頓民樂團
古箏演奏家王逸心小姐以專業懸腕搖指
法獨奏的 「梅花三弄」 和 「高山流水」

兩首箏曲；許瑞慶師兄配以動畫感性唱出 「當你老了」
和元宵節猜燈謎；吳晉祺師姊的女兒茱莉亞，獨奏自編
四首鋼琴合奏曲；魏明亮師兄以磁性的男低音演唱的客
家民謠 「給我多點愛」 ；菩提合唱團混聲演唱早年台灣
校園歌曲 「外婆的澎湖灣」 ；許瑞慶精湛二胡演奏 「賽
馬」 和 「禪曲教唱」 。

「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 ，晚會在歡愉欲罷不
能的氣氛中延長了十五分鐘左右，約在八點四十五分結
束。宏意法師在晚會結束時簡短說到: 任何活動用心就
會辦得好，辦得感人。佛教會也準備了幾色精緻點心食
盒，請大家帶回家去。

元宵節是國人的傳統節日，又稱 「上元」 或是 「燈
節」 。古籍記載當時家家户户提燈掛燈，長安洛陽更舉
辦大規模的燈會。而皇家禮請高僧大德于上元日講經說
禪，在禪門語錄中也不乏記載。令月影梅香，火樹銀花
的浪漫元宵佳節也添加了一抹 「心燈徧界為君燃」 的禪
意。

如果您對德州佛教會的任何活動有興趣參與或護持
，請電玉佛寺辦公室 281-498-1616。

金城銀行董事會和員工暨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金城銀行董事會和員工暨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
會發揮大愛響應賑災會發揮大愛響應賑災！！為花蓮加油打氣為花蓮加油打氣！！

2月6日台灣花蓮強震造成嚴重災情，死亡和受傷人數持續
攀升，花蓮災民在恐懼中渡過一個悲痛的春節。強震發生後，金
城銀行即刻發動對等捐款，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亦加入募款
行列！金城銀行董事會和全體員工熱烈響應；吳光宜董事長、總
裁暨執行長黃國樑博士和所有董事率先捐款；金城銀行員工和許
多客戶亦熱心響應捐款，此次募款連同金城銀行相對捐款和北美

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所募款項共集資逾二十
三萬美元。

金城銀行吳光宜董事長身兼北美洲台灣商
會聯合總會的總會長，吳董事長和梁慶輝秘
書長懷抱人溺己溺心情，吳光宜董事長率先
捐出美金壹萬元，梁慶輝秘書長捐出美金五
仟元，以期拋磚引玉，為災民籌募安家款項
，希望能以金城銀行和台商會的愛心對災民
提供援助。

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由美國和加
拿大共 39 個地區台灣商會聯合組成，有超
過 5000 家企業家會員。這次花蓮震災，在
吳總會長和梁慶輝秘書長登高呼籲之下，北
美地區多個台商會也響應募款。部份款項已
轉由全美各地經文處或僑教中心匯回台灣。

這次金城銀行和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
總會共募集善心捐款逾二十三萬美元，全額

將經由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匯總後捐送花蓮縣政府，並指定為
花蓮強震災後專用帳戶。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僑教
中心莊雅淑主任、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何仁傑組長均到場代表花
蓮災民對於金城銀行和北美地區僑胞的愛心表示感謝。金城銀行
楊明耕副董事長、曾柏樺副董事長、吳國駒總經理、董事 Al
Duran和譚秋晴，休士頓台灣商會陳志宏會長、鄭嘉明前會長及

多位理事，休士頓旅遊局姚義等也在場表示支持。
吳光宜董事長特別感謝金城銀行董事會和全體員工、客戶以

及許多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的先進朋友們的愛心和支持。吳
董事長表示： 「天災不是人類可以阻止或避免，但我們可以用精
密的科學方式和嚴謹的審核制度減輕傷害；再輔以更多人們的愛
心及關懷，更可以顯現人性互助的光輝。感謝金城銀行董事會、
員工、客戶和所有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的先進朋友們，有錢
出錢，有力出力，讓我們攜手為災民祈福，凝聚更多力量，以幫
助災民重建家園。」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表示： 「感謝金城銀行和北
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的愛心和對災民的支持。金城銀行和北美
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在吳總會長的卓越領導下，業務和會務均欣
欣向榮，成績斐然，是台灣之光，也是大家效法的榜樣。這次的
捐款也代表僑胞對國家的支持，希望能幫助災民儘速恢復正常生
活。」

金城銀行總裁暨執行長黃國樑博士表示： 「金城銀行對於社
區的關懷從不間斷，賑災的努力更是不遺餘力。我們總會在第一
時刻集合眾人的愛心，積沙成塔，希望幫助災民度過難關，走出
陰霾，也為災民點燃希望。感謝大家對於此次募款活動的支持，
金城銀行也將持續關懷社區，期許為客戶提供更多專業金融服務
。祝福所有客戶和朋友新春愉快，身體健康，闔家平安！」

德州休士頓百利總行地址 (9315 Bellaire Blvd., Houston, Tex-
as 77036)。電話:713-777-3838。

金城銀行董事會和員工暨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發揮大愛響應賑災金城銀行董事會和員工暨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發揮大愛響應賑災！！為花蓮加油打為花蓮加油打
氣氣、、捐款花蓮震災逾二十三萬美元捐款花蓮震災逾二十三萬美元.(.(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捐款花蓮震災逾二十三萬美元！

金城銀行金城銀行吳光宜董事長身兼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的總會長吳光宜董事長身兼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的總會長共募集善心捐款逾二共募集善心捐款逾二
十三萬美元十三萬美元、、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 休士頓台灣商會陳志休士頓台灣商會陳志
宏會長宏會長、、鄭嘉明前會長及莊雅玲理事鄭嘉明前會長及莊雅玲理事，，休士頓旅遊局姚義休士頓旅遊局姚義 表示感謝表示感謝 ((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金城銀行公關侯秀宜金城銀行公關侯秀宜、、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楊明耕副董事長楊明耕副董事長、、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吳光宜董事長吳光宜董事長、、
曾柏樺副董事長曾柏樺副董事長、、執行長黃國樑博士執行長黃國樑博士、、董事董事Al DuranAl Duran和譚秋晴和譚秋晴，，吳國駒總經理吳國駒總經理凝聚力量凝聚力量，，幫助災民重建家幫助災民重建家

園園 ((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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