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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致電咨詢特惠房價信息
Call for the Move - in Special

SUNBLOSSOM LOUISVILLE

限量全新豪華型
單位~隆重推出!陽花如意公寓

713-981-0137
Work Hours工作時間:
Mon-Fri.  9:00AM-6:00PM
          Sat.10:00AM-5:00PM

9201 Clarewood Drive Houston, TX 77036
◆ 黃金地段中國城中心，舉步直達商場、超市、銀行及
    多元文化社區。

◆ 步行可達中、小學，2號公車站直達醫療中心。

◆ 寬敞的一、二居室及獨立式Townhouse戶型。

◆ 新裝修房間，鋪設新地磚，木地板。

◆ 24小時全方位的專業管理和維修服務。

◆ 國語，英語，越語及廣東話全方位服務。

◆ 辦公室內免費聯網（WI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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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國館 Hankook Kwan韓國館 Hankook Kwan

韓國人開的韓國館  正宗 地道 真材實料

happy hour:每周二、三、四下午5點至晚上8點，啤酒半價。

9140 Bellaire Blvd, suiteB, Houston, TX77036

R03-Hankook Kwan 韓國館1234567C_8

10% OFF
3月31日前有效

coupon

346-240-9696

I01-WE WIN唯安保險C7_A1

2
開幕當天還有精美

禮物送出喔！

2
開幕當天還有精美

禮物送出喔！

位於 Memorial City Mall ( Outside of Apple Store and Tumi)

慶首家 OSIM3月30、31日盛大開幕

Coupon Valid Through 4 /15 / 2018 
Exclusion apply: uLove and 
uDeluxe Massage chair only.

2
開幕當天還有精美

禮物送出喔！

超長的按摩軌道能針對更多的酸痛點按摩完

$200
      off

2
開幕當天還有精美

禮物送出喔！

2
開幕當天還有精美

禮物送出喔！

創新的V形手按摩“抓”走
肌肉深處的酸痛

T04-OSIM 傲勝國際_C5_16

2
開幕當天還有精美

禮物送出喔！

憑此券兌換可以現場折抵$200的折扣 開幕當天 

憑此券也可現場參加抽獎 

我們將送出總價值高達$1290的獎品 還有小禮物免費放送

凡購買uLove白馬王子按摩椅或是

uDeluxe按摩椅的顧客 

Bellaire JewelryBellaire Jewelry 百利珠百利珠
浪漫與堅定浪漫與堅定 獻給最愛獻給最愛
打造夢想中的珠寶打造夢想中的珠寶//鑽石首飾鑽石首飾
地址地址 98899889 Bellaire Blvd. Ste. EBellaire Blvd. Ste. E219219B, Houston, TX.B, Houston, TX.
7703677036 ((敦煌廣場敦煌廣場))
電話電話:: 713713--636636--27802780((英文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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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首例空間異形鋼構人行天橋投入使用中國首例空間異形鋼構人行天橋投入使用

蘇州工業園區星港街南蘇州工業園區星港街南、、北兩座景觀天橋建成投用北兩座景觀天橋建成投用。。星港街過街天星港街過街天
橋工程位於蘇州中心南北兩側橋工程位於蘇州中心南北兩側，，被稱為南橋和北橋被稱為南橋和北橋。。

世界首例世界首例
亨廷頓舞蹈癥基因豬誕生亨廷頓舞蹈癥基因豬誕生

生物學頂尖學術期刊生物學頂尖學術期刊《《CellCell》》在線發表在線發表，，中國科學家領中國科學家領
銜的國際研究團隊首次利用基因編輯技術和體細胞核移植技銜的國際研究團隊首次利用基因編輯技術和體細胞核移植技
術術，，成功培育出世界首例亨廷頓舞蹈癥基因敲入豬成功培育出世界首例亨廷頓舞蹈癥基因敲入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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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據報道，截至昨天，余額

寶“限購”已經近兩個月，但仍沒有放

開的跡象。登錄支付寶APP，點擊余額

寶轉入，直接提示“今日額度已用完，

明日9:00開售”，這意味著余額寶“限

購令”仍未解除。

據界面新聞引述螞蟻金服相關人士

的話稱，經與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協

商，為保持余額寶貨幣市場基金穩健運

行，當前仍暫時需要繼續限制余額寶每

日申購總量，具體恢復時間，以余額寶

頁面提示為準。這個回復其實很明白，

余額寶的“限購令”依然在延續，且沒

有具體的退出時間表。

這究竟是怎麽壹回事？余額寶的申

購限制可能給廣大用戶帶來哪些影響？

和余額寶類似的其他“寶寶”或者基金

們是否也面臨這類問題？限購會無限期

延續嗎？

最近壹段時間，經常使用余額寶的市

民遇到壹個共同的難題。馮女士在春節

前想把支付寶上閑置的資金轉入余額寶

中，卻突然發現轉不進去。

余額寶的限額發售，讓很多用戶怨聲

載道，之前嫌收益不夠高，如今直接買

不到，情況到底如何？

記者撥打了余額寶客服，客服人員

解釋，因為余額寶是壹個規則的調整，

從2月1日開始，余額寶每日申購總量進

行調整。每日申購從9點開始限量開售，

有時可能過了時間點就沒有額度，錢轉

不進去，可以在明天早上9點再試壹次。

該客服還表示，暫時沒有確定恢復時間，

建議以頁面提示為主。

原來，早在今年1月31日，余額寶

貨幣基金發行人，天弘基金就發布公告

稱，在2月1日至3月15日，將設置余額

寶每日申購總量，即單日實際申購達到

設定額度時，當日不再受理申購申請，

每日申購額度根據基金申購、贖回情況

動態設定，實施期限根據基金運行情況

進行階段性調整。

而在本月28日，天弘基金相關負責

人又表示，為保持余額寶貨幣市場基金

穩健運行，當前仍暫時需要繼續限制余

額寶每日申購總量，具體恢復時間以余

額寶頁面提示為準。

余額寶限購會不休止地延續下去嗎？

是什麽原因讓余額寶再次選擇延期？

對此，前海開源基金首席經濟學家

楊德龍分析，余額寶的規模過大，在投

資運作以及流通性管理方面，可能會帶

來壹些困難。同時余額寶主要吸收壹些

散戶資金，余額寶大部分也是投資銀行

的協議存款，從壹定程度上提高了銀行

吸儲的成本，余額寶的規模過大，可能

就會引起投資管理和流動性管理的困難。

對余額寶的買賣金額進行規模上的限制，

主要是為了余額寶更好地投資運作，避

免發生流動性風險。

有分析人士指出，3月15日繼續限

購，可能意味著余額寶與監管機構溝通

失敗。余額寶壹度成為全球最大的貨幣

基金，自2013年6月推出以來，余額寶

在短短幾年間資產總規模達近1.6萬億元。

據公開信息顯示，截至2017年底，天弘

基金管理規模為17889億元，換言之，

余額寶將近占九成。

楊德龍表示，為防止發生金融風險，

加強貨幣基金管理是這兩年重點推進的

工作。余額寶作為最大的壹只貨幣基金。

在規模上進行限制，防止出現流動性的

風險，例如防止發生擠兌等現象。對於

貨幣基金的監管，也是為了行業能夠長

期健康發展，同時金融監管加強，避免

了發生壹些客戶虧損的狀況。

余額寶之所以能在短時間內成為全球

最大的貨幣基金，就在於其龐大的用戶數量，

以及中國老百姓理財渠道單壹。余額寶的模

式簡單，即把大家零錢集中起來，然後通過

大額存單等業務存入銀行，賺取利差。

天弘基金去年10月份發布的2017年

第三季度報告顯示，余額寶期末基金資

產凈值達1.56萬億元，第三季度利潤近

153億元。余額寶的壯大壹方面方便了

普通老百姓的理財需求，但同時也分流

了銀行的存款。從2017年5月開始，余額

寶已三次下調申購和持有額度，個人賬戶

持有額度最高從100萬降至10萬元，單日購

買額度也設置了2萬元上限。其實，三次調

整除了有余額寶為自身穩健發展的考慮，

也與相關監管部門的指導密不可分。

中央財經大學金融法研究所所長黃

震分析，支付寶作為支付工具，最初定

位為電商支付，現在變成了購買基金的

金融支付，這可能跟監管當局最初給它

發牌子的初衷有所不同。所以現在監管

部門要求堅守初衷，堅守本位，讓支付

回到電商支付、小額支付中去。

其實，余額寶“限購”更大的背景

是，中國金融領域已經掀起“去杠桿”

的旋風，主導思想是金融要為實體經濟

服務。黃震表示，國家對於金融的定位

就是要回歸本源，服務於實體經濟。所

謂的金融創新、金融服務都要朝著這個

方向去努力。余額寶作為壹個中間產品，

對於投資者而言，有了壹個投資渠道；

對於整個金融活力的提升也起到了很好的

作用。下壹步就是如何引導類似“寶寶”

等基金產品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對於實

體產業的作用，是未來需要加強的地方。

余額寶“限購令”仍未解除
限購會無限期延續嗎

綜合報導 中國股票市場發行制度改革邁出了歷

史性的壹步。日前，國務院辦公廳轉發證監會《關於

開展創新企業境內發行股票或存托憑證試點的若幹意

見》（以下簡稱“《若幹意見》”），宣布開展創新

企業境內發行股票或存托憑證(CDR)試點。

接受記者采訪的專家認為，在支持創新驅動戰略

方面，此次試點在新股發行制度上實現了重大突破，

也將為國內市場帶來更多優質的上市公司資源。

《若幹意見》提出，遵循服務國家戰略、堅持依

法合規、穩步有序推進和切實防控風險的四項原則，開

展創新企業境內發行股票或存托憑證試點。此舉旨在進

壹步加大資本市場對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支持力

度，支持創新企業在境內資本市場發行證券上市，助力

我國高新技術產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提升。

對於試點企業的選取標準，《若幹意見》明確，

試點企業應當是符合國家戰略、掌握核心技術、市

場認可度高，屬於互聯網、大數據、雲計算、人工

智能、軟件和集成電路、高端裝備制造、生物醫藥

等高新技術產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且達到相當規

模的創新企業。其中，已在境外上市的大型紅籌企業，

市值不低於2000億元人民幣；尚未在境外上市的創新

企業（包括紅籌企業和境內註冊企業），最近壹年營

業收入不低於30億元人民幣且估值不低於200億元人

民幣，或者營業收入快速增長，擁有自主研發、國際

領先技術，同行業競爭中處於相對優勢地位。

在選取機制方面，證監會將成立科技創新產

業化咨詢委員會，充分發揮相關行業主管部門及

專家學者作用，綜合考慮相關因素，嚴格甄選試

點企業。

在發行方式上，符合試點條件的紅籌企業，可

以優先選擇通過發行存托憑證在境內上市融資；符

合股票發行條件的，也可以選擇發行股票。符合試

點條件的境內企業，可以直接在境內市場首次公開

發行股票並上市。此外，本次試點還對投資者保護

作出了專門安排，加強對尚未盈利試點企業的控股

股東、實際控制人和董事、高級管理人員的約束，

強化其對投資者的責任意識，在試點企業實現盈利

前，上述人員不得減持上市前持有的股票。

為了配合試點工作的開展，3月30日，證監會

發布了《關於修改<首次公開發行股票並上市管理

辦法>的決定》和《關於修改<首次公開發行股票並在

創業板上市管理辦法>的決定》並向社會公開征求意

見。從修改內容來看，本次修改旨在明確規定符合條

件的創新企業不再適用有關盈利及不存在未彌補虧損

的發行條件，為本次試點掃除法律上的障礙。

試點文件發布後，滬深交易所均第壹時間表態，

全力支持創新企業境內上市。上交所表示，已經對

境外註冊的公司在境內發行股票或者存托憑證的制

度和業務安排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下壹步將盡快

制定創新企業上市和交易的相關業務規則，明確相

關業務安排。深交所表示，對創新企業境內發行股

票或存托憑證試點工作已經進行了深入調研和充分

準備，下壹步將認真制定完善試點相關配套制度，

積極穩妥推進試點工作順利開展。

對於本次試點以及發行制度的修改，業內人士

給出了高度評價。武漢科技大學金融證券研究所所

長董登新表示，試點辦法淡化盈利指標，淡化凈利

潤指標，強化營收、營收增長速度、行業地位指標，

這是壹個重大信號，表明原來的工業版本、以大為

美，重視企業盈利能力和水平的IPO觀念將迎來重

大突破。同時，資本市場對創新企業開啟了新的大

門，創新企業將通過新的通道在境內上市。

國務院參事室研究員、銀河證券前首席經濟學

家左小蕾表示，以前的科技企業在發展初期都有很

多外國資本，像阿裏巴巴、騰訊、百度、新浪等，

很多的初期股權融資、風險投資都來自於海外資本。

在過去的規定下，這些企業選擇海外上市，壹個非

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因為它們有國外資本。現在有

CDR這樣的方式來允許這些公司回到中國的證券市

場上來，這是對過去證券規則的壹個突破，也是中

國金融市場開放的壹個新舉措。

她表示，這些公司主要的經營、生產、商業活

動都在國內，它們的回歸將給國內市場帶來很多新

的、有成長性的、優質的上市公司資源，由此推動

中國證券市場的發展。

瞄準七大新興產業 CDR新政落地發行體制迎重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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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佘繕妡（左）與教練鄭兆康（右）合照。 香港劍擊總會圖片

■■佘繕妡
取勝後激
情慶祝。

佘繕妡
臉書圖片

1616歲佘繕妡重劍出擊歲佘繕妡重劍出擊
奪世青冠軍奪世青冠軍

一連9天在意大利維羅納上演的世青
賽，3日結束第二天賽事。香港小將

佘繕妡在女子重劍奪金後，為其後港隊出
戰隊際賽打下強心針。她賽後受訪時稱：
“奪冠開心之餘也感謝所有人的支持，在
過往一年如坐過山車一樣，有上有落，如
果沒有大家的支持，我不會有動力去衝這
面金牌，團體賽事我們會繼續努力。”
佘繕妡在少年組女子重劍個人賽，先

在32強以15：10擊敗法國劍手晉級16
強，其後再先後挫1位哈薩克及2位韓國
劍手闖入決賽，得以與美國選手艾美利爭
冠。

同時獲青年奧運會入場券
當天的決賽，雙方首兩節打成1：1

平手，關鍵的第三節決勝局，佘繕妡在落
後5：6的情況下，追成7：7平手，之後
再以10：8反超；而艾美利在尚有33秒時
追近至10：11。之後佘繕妡與艾美利互有
攻守，先後三次同時得分至14：13。最後
的7秒，艾美利與佘繕妡同一時間跳前貼
身近刺，結果佘繕妡刺中對手，以15：13
驚險獲勝，成為新科世界冠軍。佘繕妡同
時還獲得今年10月於阿根廷布宜諾斯艾
利斯舉行的青年奧運會入場券。

■■佘繕妡佘繕妡
奪金奪金，，為為
香港劍擊香港劍擊
隊出戰隊隊出戰隊
際賽打下際賽打下
強心針強心針。。
香港劍擊香港劍擊
總會官網總會官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香港16歲女劍客佘繕妡過關斬將，在北京時間3

日凌晨進行的世界青少年劍擊錦標賽（世青賽）女子少年組重劍個人決賽中，刺敗美

國對手贏得金牌。這亦是繼師姊張藝馨及師兄張家朗之後，第三位在世青賽登頂的香

港劍手。

總獎金1,100萬美金的2018年美國大
師賽將於當地時間本月5-8日於美國喬治
亞州奧古斯塔國家高爾夫俱樂部正式開
桿。
本屆賽事將有兩位中國內地球手同時

參賽，分別是憑藉2017年英國公開賽單
獨第三獲得邀請的中國第一李昊桐，以及
2017年亞太業餘錦標賽冠軍林鈺鑫。

第一次參加美國大師賽的李昊桐在賽
前三次下場。
李昊桐說，球場難度大，最大的挑戰

在果嶺，因為果嶺起伏很大，有坡度，所

以需要打得更聰明一些。
提早兩周來到奧古斯塔熟悉環境的林

鈺鑫對自己的美國大師賽首秀充滿期待：
“這次來參加美國大師賽對我來說就是一
個很好的經歷，我沒有任何壓力，就想好
好享受這個過程。我很期待周四快點到
來。”
美國大師賽是世界男子高爾夫四大

滿貫之一，也是每年的第一個大滿貫。
賽事的冠軍除獲得冠軍獎盃外，還將披
上象徵冠軍的量身定製的綠夾克。

■中新社

中國桌球公開賽3日在北京國家
奧林匹克體育中心展開首輪賽事的較
量，“中國一哥”丁俊暉在2日晚的
資格賽以6：2擊敗米高喬治奧後，3
日晚再在正賽迎戰英格蘭球手斯特德
曼，至香港文匯報截稿時間，雙方暫
以3：3打成平手。而“火箭”奧蘇利
雲，則出人意料，以2：6被另一英格
蘭球手Elliot Slessor淘汰。
3日其他各項比賽，中國00後小

將顏丙濤對陣挪威球手馬福林，在3：
5落後的情況下連贏三局，以6：5完
成絕殺逆轉。有“丁俊暉接班人”之
稱的顏丙濤在賽後接受採訪時直言自
己並不想當“暉哥第二”，只希望做
最好的自己：“我希望可以成為丁俊
暉那樣的頂尖選手，但我不想成為別
人第二，做好自己吧。”
另外，3日還上演了一場中國“打

吡”，周躍龍對陣陳喆，結果前者笑
到最後，以6：2獲勝晉級次輪。順利
闖過首輪賽事的還有希堅斯、杜迪、

鶴健士及麥佳亞等。
本屆中國公開賽是首個採用世界

桌球最新賽制的頂級桌球比賽，從首
輪至8強賽都採用11局6勝賽制，準
決賽採用19局10勝賽制，決賽採用21
局11勝賽制。總獎金達100萬英鎊，
冠軍獎金22.5萬英鎊，是繼世錦賽後
第二個獎金達百萬英鎊的比賽。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火箭”中國公開賽首輪遭擊落

李昊桐李昊桐 林鈺鑫林鈺鑫 首秀美國大師賽首秀美國大師賽

■丁俊暉在比賽中。 新華社
■希堅斯在中國公開賽首輪比賽順利
勝出。 新華社

■■中國球手李昊桐賽前適應場地中國球手李昊桐賽前適應場地。。

36歲的前皇馬“門神”卡斯拿斯
在波圖迎來職業生涯第1000場比賽，
在葡萄牙時間2日晚的葡萄牙超級足
球聯賽中正選把關，但結果卻兩次被
攻破十指關。波圖客場以0：2爆冷負
於比蘭倫斯，讓出了榜首王座。
卡斯拿斯是歷來第二位比賽達到

千場的西班牙球員，他之前的有昔日
皇馬隊友魯爾。“聖卡斯”在皇馬出
道，經歷了光輝的職業生涯，贏得包
括5次西甲聯賽以及3次歐聯在內等
等的多個冠軍，並隨西班牙國家隊成
就了2008歐國盃、2010年世界盃及
2012歐國盃的三連冠。不過，2015年

他在不受重用下只好無奈他投，並加
盟了波圖，並會在今個球季結束後掛
靴。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曼聯本賽季只餘下英格蘭足總盃
可爭，今個夏天要為留住隊中的重點
球員而努力。在門前一夫當關、為曼
聯多次在球場上化險為夷的西班牙門
神迪基亞，最新有傳聞指將獲得會方
提供一紙5年長合約，周薪將會上漲

至35萬英鎊。假如成事，迪基亞便會
成為僅次於50.5萬英鎊周薪的阿歷斯
山齊士、紅魔歷來第二高薪的球員。

連續第二年赴美備戰
另外，曼聯官方網站3日宣佈，

他們今夏將會再次到訪美國，作為季
前的備戰兼操練，這亦是“紅魔”連
續第2年夏季赴美踢熱身賽。他們會
在7月中、下旬展開行程，先會到墨
西哥跟當地勁旅FC阿美利加交手，
而當地時間7月22日曼聯將會到訪美
國跟美職聯球隊聖荷西地震對陣。曼
聯執行副主席活華特說：“這是己隊
連續第2年前赴美國，我們的球員和
教練獲得了當地球迷的熱烈歡迎。”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隊史第二高薪？
傳紅魔將續約迪基亞

卡斯拿斯上陣千場
西班牙第二人

■■迪基亞迪基亞((右右))多次幫助曼聯化險為多次幫助曼聯化險為
夷夷。。 路透社路透社

■■卡斯拿斯職卡斯拿斯職
業生涯的另一業生涯的另一
里程碑里程碑。。

法新社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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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佘繕妡（左）與教練鄭兆康（右）合照。 香港劍擊總會圖片

■■佘繕妡
取勝後激
情慶祝。

佘繕妡
臉書圖片

1616歲佘繕妡重劍出擊歲佘繕妡重劍出擊
奪世青冠軍奪世青冠軍

一連9天在意大利維羅納上演的世青
賽，3日結束第二天賽事。香港小將

佘繕妡在女子重劍奪金後，為其後港隊出
戰隊際賽打下強心針。她賽後受訪時稱：
“奪冠開心之餘也感謝所有人的支持，在
過往一年如坐過山車一樣，有上有落，如
果沒有大家的支持，我不會有動力去衝這
面金牌，團體賽事我們會繼續努力。”
佘繕妡在少年組女子重劍個人賽，先

在32強以15：10擊敗法國劍手晉級16
強，其後再先後挫1位哈薩克及2位韓國
劍手闖入決賽，得以與美國選手艾美利爭
冠。

同時獲青年奧運會入場券
當天的決賽，雙方首兩節打成1：1

平手，關鍵的第三節決勝局，佘繕妡在落
後5：6的情況下，追成7：7平手，之後
再以10：8反超；而艾美利在尚有33秒時
追近至10：11。之後佘繕妡與艾美利互有
攻守，先後三次同時得分至14：13。最後
的7秒，艾美利與佘繕妡同一時間跳前貼
身近刺，結果佘繕妡刺中對手，以15：13
驚險獲勝，成為新科世界冠軍。佘繕妡同
時還獲得今年10月於阿根廷布宜諾斯艾
利斯舉行的青年奧運會入場券。

■■佘繕妡佘繕妡
奪金奪金，，為為
香港劍擊香港劍擊
隊出戰隊隊出戰隊
際賽打下際賽打下
強心針強心針。。
香港劍擊香港劍擊
總會官網總會官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香港16歲女劍客佘繕妡過關斬將，在北京時間3

日凌晨進行的世界青少年劍擊錦標賽（世青賽）女子少年組重劍個人決賽中，刺敗美

國對手贏得金牌。這亦是繼師姊張藝馨及師兄張家朗之後，第三位在世青賽登頂的香

港劍手。

總獎金1,100萬美金的2018年美國大
師賽將於當地時間本月5-8日於美國喬治
亞州奧古斯塔國家高爾夫俱樂部正式開
桿。
本屆賽事將有兩位中國內地球手同時

參賽，分別是憑藉2017年英國公開賽單
獨第三獲得邀請的中國第一李昊桐，以及
2017年亞太業餘錦標賽冠軍林鈺鑫。

第一次參加美國大師賽的李昊桐在賽
前三次下場。
李昊桐說，球場難度大，最大的挑戰

在果嶺，因為果嶺起伏很大，有坡度，所

以需要打得更聰明一些。
提早兩周來到奧古斯塔熟悉環境的林

鈺鑫對自己的美國大師賽首秀充滿期待：
“這次來參加美國大師賽對我來說就是一
個很好的經歷，我沒有任何壓力，就想好
好享受這個過程。我很期待周四快點到
來。”
美國大師賽是世界男子高爾夫四大

滿貫之一，也是每年的第一個大滿貫。
賽事的冠軍除獲得冠軍獎盃外，還將披
上象徵冠軍的量身定製的綠夾克。

■中新社

中國桌球公開賽3日在北京國家
奧林匹克體育中心展開首輪賽事的較
量，“中國一哥”丁俊暉在2日晚的
資格賽以6：2擊敗米高喬治奧後，3
日晚再在正賽迎戰英格蘭球手斯特德
曼，至香港文匯報截稿時間，雙方暫
以3：3打成平手。而“火箭”奧蘇利
雲，則出人意料，以2：6被另一英格
蘭球手Elliot Slessor淘汰。
3日其他各項比賽，中國00後小

將顏丙濤對陣挪威球手馬福林，在3：
5落後的情況下連贏三局，以6：5完
成絕殺逆轉。有“丁俊暉接班人”之
稱的顏丙濤在賽後接受採訪時直言自
己並不想當“暉哥第二”，只希望做
最好的自己：“我希望可以成為丁俊
暉那樣的頂尖選手，但我不想成為別
人第二，做好自己吧。”
另外，3日還上演了一場中國“打

吡”，周躍龍對陣陳喆，結果前者笑
到最後，以6：2獲勝晉級次輪。順利
闖過首輪賽事的還有希堅斯、杜迪、

鶴健士及麥佳亞等。
本屆中國公開賽是首個採用世界

桌球最新賽制的頂級桌球比賽，從首
輪至8強賽都採用11局6勝賽制，準
決賽採用19局10勝賽制，決賽採用21
局11勝賽制。總獎金達100萬英鎊，
冠軍獎金22.5萬英鎊，是繼世錦賽後
第二個獎金達百萬英鎊的比賽。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火箭”中國公開賽首輪遭擊落

李昊桐李昊桐 林鈺鑫林鈺鑫 首秀美國大師賽首秀美國大師賽

■丁俊暉在比賽中。 新華社
■希堅斯在中國公開賽首輪比賽順利
勝出。 新華社

■■中國球手李昊桐賽前適應場地中國球手李昊桐賽前適應場地。。

36歲的前皇馬“門神”卡斯拿斯
在波圖迎來職業生涯第1000場比賽，
在葡萄牙時間2日晚的葡萄牙超級足
球聯賽中正選把關，但結果卻兩次被
攻破十指關。波圖客場以0：2爆冷負
於比蘭倫斯，讓出了榜首王座。
卡斯拿斯是歷來第二位比賽達到

千場的西班牙球員，他之前的有昔日
皇馬隊友魯爾。“聖卡斯”在皇馬出
道，經歷了光輝的職業生涯，贏得包
括5次西甲聯賽以及3次歐聯在內等
等的多個冠軍，並隨西班牙國家隊成
就了2008歐國盃、2010年世界盃及
2012歐國盃的三連冠。不過，2015年

他在不受重用下只好無奈他投，並加
盟了波圖，並會在今個球季結束後掛
靴。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曼聯本賽季只餘下英格蘭足總盃
可爭，今個夏天要為留住隊中的重點
球員而努力。在門前一夫當關、為曼
聯多次在球場上化險為夷的西班牙門
神迪基亞，最新有傳聞指將獲得會方
提供一紙5年長合約，周薪將會上漲

至35萬英鎊。假如成事，迪基亞便會
成為僅次於50.5萬英鎊周薪的阿歷斯
山齊士、紅魔歷來第二高薪的球員。

連續第二年赴美備戰
另外，曼聯官方網站3日宣佈，

他們今夏將會再次到訪美國，作為季
前的備戰兼操練，這亦是“紅魔”連
續第2年夏季赴美踢熱身賽。他們會
在7月中、下旬展開行程，先會到墨
西哥跟當地勁旅FC阿美利加交手，
而當地時間7月22日曼聯將會到訪美
國跟美職聯球隊聖荷西地震對陣。曼
聯執行副主席活華特說：“這是己隊
連續第2年前赴美國，我們的球員和
教練獲得了當地球迷的熱烈歡迎。”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隊史第二高薪？
傳紅魔將續約迪基亞

卡斯拿斯上陣千場
西班牙第二人

■■迪基亞迪基亞((右右))多次幫助曼聯化險為多次幫助曼聯化險為
夷夷。。 路透社路透社

■■卡斯拿斯職卡斯拿斯職
業生涯的另一業生涯的另一
里程碑里程碑。。

法新社法新社



BB66日報業務
星期三 2018年4月04日 Wednesday, April 04, 2018



BB77星期三 2018年4月04日 Wednesday, April 04, 2018
副刊

    美南國際電視15.3頻道    美南國際電視15.3頻道    美南國際電視15.3頻道
˙免費高清頻道
˙免費數位頻道
˙免費中英文頻道

美南電視本周節目單

廣告洽詢熱線：281-498-4310   傳真： 281-498 2728  公司地址：11122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廣告洽詢熱線：281-498-4310   傳真： 281-498 2728  公司地址：11122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4/2/2018 -4/8/2018

美中時間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SUN.

2 3 4 5 6 7 8

00:00-00:30
地理•中國 (重播)

00:30-01:00
明星加油站(重播) 

01:00-01:30

01:30-02:00

動物傳奇(重播) 
(English)

Story China 
故事在中國(重播)

防務新觀察 (重播) 中國大舞臺 (重播)

02:00-02:30

02:30-03:00

03:00-03:30
地理•中國 (重播)

03:30-04:00
司馬白話(重播)

04:00-04:30

04:30-05:00

05:00-05:30
空姐新發現(重播

)

05:30-06:00

Story China 
故事在中國(重播

)
中國大舞臺 (重播)

06:00-06:30

06:30-07:00

07:00-07:30

07:30-08:00
健身舞起來（重播

）
08:00-08:30

08:30-09:00

09:00-09:30

09:30-10:00

Story China 
故事在中國(首播)

快樂童年(重播) 中國大舞臺 (首播)
地理•中國 

(首播)

10:00-10:30 粵語天地 (重播) 明星加油站(首播) 洋言洋語(重播) 空姐新發現(首播)

10:30-11:00
11:00-11:30

11:30-12:00

12:00-12:30

12:30-13:00
空姐新發現(重播

)

13:00-13:30
美食鳳味 (重播)

13:30-14:00 生活 (重播)
動物傳奇(首播) 

(English)
14:00-14:30

14:30-15:00

15:00-15:30
洋言洋語(首播) 粵語天地(首播)

15:30-16:00

地理•中國 
(重播)

中華文化遺產 
(首播)

16:00-16:30

16:30-17:00

17:00-17:30

中華文化遺產 
(重播)

地理•中國 (重播)
幸福來敲門 

(首播1)
幸福來敲門 

(首播2)
司馬白話 (首播)

17:30-18:00

18:00-18:30
18:30-19:00

19:00-19:30 健身舞起來（首

19:30-20:00
美食鳳味 生活(首播) 防務新觀察  (首播)

20:00-20:30 生活 (重播) 快樂童年(首播)
20:30-21:00

21:00-21:30

21:30-22:00

22:00-22:30
司馬白話(重播)

22:30-23:00
明星加油站 (重播)

23:00-23:30

23:30-00:00

幸福來敲門 
(重播1)

幸福來敲門(重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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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藝 (重播) 美南新聞 / 台灣新聞 /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生活魔法師 (首播)

少年中國 (重播)
味道(重播)

經典電影(重播) 中國功夫(首播) 

經典電影(重播)
今日關注(重播)

中國功夫(重播) 

English 900 (首播) 

特別呈現 (重播) 電視劇《人到四十》（重播）（English Subtitles）
武林風 (重播)

電視劇《大瓷商》（重播） （English Subtitles）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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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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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播) 海峽兩岸(重播)

電影藏密（重播）
謝謝我的家  

(重播)
健康之路 (重播)

男左女右 (首播)
檔案（首播）

經典電影(首播)文明之旅  (重播)
電影藏密（首播

）
今日關注(首播)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台灣新聞 

美南新聞 / 台灣新聞 /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台灣新聞 

謝謝我的家 (首播)
台灣心動線 

(重播)
光鹽健康園地 

(重播)
城市一對一（重播

）
休士頓論壇(重播) Howdy 

Philippines!  
(首播)

電視劇《人到四十》（首播）（English Subtitles） 特別呈現 (首播)

卡通片《鞠萍姐姐講故事》 (首播)

特別呈現 (重播) 綠水青山看中國 
(重播)

武林風  (重播)
中國民歌大會第一

季  (重播)
武林風 (首播)

中國民歌大會第
一季 (首播)

真情部落格(首播）

中國文藝 (重播)

美南新聞 / 台灣新聞 /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台灣新聞 

Howdy Philippines!  
(重播)

光鹽健康園地 城市一對一 休士頓論壇 台灣心動線

綠水青山看中國 
(首播)電視劇《大瓷商》 （首播）（English Subtitles） 中國文藝 (首播)

海峽兩岸(首播)
味道(首播) 謝謝我的家  (重播)

健康之路  (首播)
真情部落格 

(重播）
檔案（重播） 文明之旅  (首播)

美南新聞 / 台灣新聞 /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BB88星期三 2018年4月04日 Wednesday, April 04, 2018

休城社區

休城工商

1． 項目簡介：
位於德州6號高速和Oilfield Rd/ Lake Olympia 交界， 為休斯頓

西南的大型高尚住宅Riverstone 和Sienna Plantation所環繞。隨著周
邊居住的不斷湧入，急需各類零售服務配套，以滿足不斷增長的生活
需求。

項目占地共 48,578平方英尺（ 英畝），屬於中型綜合零售商場
，是零售和服務業業主或商業投資者的絕佳投資良機。零售業態適用
於 生鮮雜貨超市/ 餐廳/ 咖啡飲品或休閑簡餐 / 小型零售/ 醫療保健服
務/小型專業服務機構/ 等。

項目由 三座建築構成，一期建築C座目前在放售。C座是三座建
築中的最大，有兩層，其中部分單位面向湖景。單位面積從1,400 平
方英尺到 2,880 平方英尺。

項目單位總價僅相當於周邊住宅平均價格，仍然處於歷史地位，
長期投資升值可觀；而業主購入更可享受物業升值和生意收入的雙重
保障。

頭五名購買者可享受優惠價格！
2． 項目亮點：

項目價格優勢，僅相當於周邊住宅的較低均價。目前休斯頓商業
地產價格相對位置較低，且貸款成本也處地位，從長期投資角度來說
，十分合算。

如果是生意擁有者購買此項目，更可享受稅務抵扣優惠。以及物
業增值和生意收入的雙重優勢。

項目地理位置優越，位於德州6號高速路邊，建築正面向主幹道
，可見度極高。

大型綜合醫療服務機構Kelsey-Seybold Clinic緊鄰此項目，為項
目未來提供穩定顧客流量。

兩個大型高尚住宅社區，Riverstone 和Sienna Plantation近在咫
尺，隨著社區建設的不斷完善，和人口流入，保證未來源源不斷的購
買力和物業升值潛力。

周邊居住人口的平均家庭收入為$120,615, 遠遠高於休斯頓平均
水平，利於周邊零售服務業的較高定價水平。

項目所處區域商業氣氛成熟，各類零售，醫療，學校，公園，公
眾服務機構布局合理，新開業商戶無須花費大量時間培育商業氛圍，
可以提高資金運轉率。

Riverstone享有全美排名第四，德州排名第一的美稱，Sienna
Plantation 也享有盛譽。高尚住宅區域保證了低犯罪率，使人民安居樂
業，商業無後顧之憂。

項目建築設計和質量有保證，采用節能環保材質，設計大氣，戶
型方正，利於後期裝修。

開發商和銷售代理商有豐富地產行業經驗和優質信譽，代理商曾

成功策劃並代理休斯頓新商業地表凱蒂亞洲城的出租和管理。
3． 統計數據

周邊居住社區為 370 英畝 Riverstone 和 10,800 英畝 Sienna
Plantation ， 房屋價格從 $300,000到幾百萬美元。

家庭平均年收入為$120,615，遠高於休斯頓$72,548的平均水平
。

每天平均經過此區域的車輛大約在 49,000 輛 (U.S. TxDot,
2016-2017)

周邊10英裏內的大型商業零售品牌有：
LA Fitness, Target, Home Depot, Kroger, Super HEB, Kohl’ s ,
Hobby Lobby, Ross, 等等。

布拉索斯水景綜合商場項目綜述

（本報記者黃梅子）在美國，每個人都要開車，如果出了車禍
怎麼辦？一般來講，傷員要被送到急疹室進行一系列檢查，比如腦
部CT、胸腔CT、腹腔CT等。如果需要手術，你就不要猶豫了，馬
上進行。如果內部器官完好，也沒有傷筋動骨，只是肌肉或軟組織
受傷，可以尋求中醫或西醫復健治療。這時候，找李醫生，他可以
幫你免費治療！不用你自己掏一分錢，全部由保險公司買單！不管
是你的過錯還是對方的過錯導致的車禍，只要汽車買了保險，你把
保險號告訴給李醫生，由他負責免費將你治好！

有些人怕麻煩不願意看醫生，車禍之後開始沒感覺，3--4 星期
之後才會覺得肩痛、背痛，才想起來去求醫；也有人雖然車禍後很
快去看醫生，但看了幾次感覺稍好之後，就三天打魚，兩天曬網。
這些對於車禍賠償都是不利的，對自己身體更是有害。對於沒有傷
筋動骨的小車禍，2--3個月的推按摩康復治療之後，大多數人都會
感覺好了；對於大小手術治療後的傷員，1--2年之後，也會慢慢好
轉，這個時候，絕大多數人都會忘記車禍這檔子事兒，繼續開車。
遺憾的是，5年、10年，甚至20年之後，大多數人（尤其是老年時
期）就開始出現了病癥。一般是頭部、視力、手腕、肩部、腰部以
及骨骼其它部位等，總是感覺哪兒不對勁兒，找不到原因。其實，
這就是車禍後遺癥。腦震蕩是比較容易查出來的，但軟組織受傷是

很難查出來的，CT、超聲波都不行，最多是核磁共振（NMR）可能
會發現一些問題（醫學檢查稱為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 ）。但如果自己記得當年的車禍，發生的部位，便可
很容易聯想起來。

這就提醒車禍傷者，需要及時進行腦部、背部、骨關節和軟組
織恢復治療與保養，千萬不要等到10年20年之後才想起來，那就晚
了。建議您去找李醫生，他是這方面的專家，他會幫您設計治療方
案，保險公司支付您全部的費用，經過精心治療之後，您不會有任
何後遺癥。

車禍後遺癥有一個顯著的表現就是長期腰痛背痛頸痛，腰椎間
盤發生退行性變異導致纖維環破裂，造成髓核脫出壓迫神經根或硬
膜囊而引起坐骨神經痛等一系列腰腿痛癥狀，患者常常感覺下肢放
射性疼痛（坐骨神經痛）下肢麻木、感覺異常、前行困難。嚴重時
出現神經肌肉癱瘓和萎縮。腰部長期反復疼痛，休息時減輕，勞累
就加重，常常有彎腰困難，久坐後疼痛，彎腰過久後疼痛加重等癥
狀。部分患者出現眩暈、頭痛等癥狀，甚至引發鼻炎、耳炎，也伴
有手麻、手酸。

Texas Spinal Care的李醫生治車禍後遺癥和療椎間盤突出有20
多年的經驗，李醫生畢業於加州大學聖荷西分校，行醫多年，信譽

卓著。他採用非手術治療，運用
推拿、註射、器材和營養相搭配
的方法，治療車禍後遺癥和腰椎
、頸椎間盤突出非常有效，病人
無痛苦、不用專門請假，可以邊
工作邊治療，而且整個療程的費
用比手術治療時的copay還低。

李醫生診所使用最新技術
MRI診斷治療，病人躺在治療床
上，電腦很快就能診斷出是哪一節椎間盤受損或突出、有無炎癥、
缺水程度等，李醫生根據電腦診斷的結果針對受損的那一節椎間盤
治療，既準確又見效快，一次治療下來疼痛馬上減輕80%。李醫生
專精車禍後的複健，車禍後PI與PIP都收。請打電話給李醫生免費
諮詢。中文請與queen 陳 聯繫。
Texas Spinal care
電話：713-278-2225
網址：http:txspinalcare.com
診所地址：9610 westheimer road, Houston, Texas77063
診療時間：每周一、三、五全天，二、四上午。

 开发商和销售代理商有丰富地产行业经验和优质信誉，代理商曾成功策划并代理休

斯顿新商业地表凯蒂亚洲城的出租和管理。 

 

3． 统计数据 

 

 周边居住社区为 370 英亩  Riverstone  和 10,800 英亩 Sienna Plantation ，  房屋价格

从  $300,000 到几百万美元。 

 家庭平均年收入为$120,615，远高于休斯顿$72,548 的平均水平。 

 每天平均经过此区域的车辆大约在 49,000 辆  (U.S. TxDot, 2016-2017) 

 周边 10 英里内的大型商业零售品牌有： 

LA Fitness, Target, Home Depot, Kroger, Super HEB,  Kohl’s , Hobby Lobby, Ross, 等等。 

 

                      2015 人口统计数据                 1 英里内                        3 英里内                               5 英里内 

                         总人口                                         2,277                             75,017                                      182,335  

                    日间总人口                                     1,801                             53,632                                      142,612  

                   住宅拥有率                                     96.66%                           90.72%                                      83.94%  

                  家庭收入中位数                             $113,615                        $98,268                                    $85,765  

                 家庭收入平均数                               $140,200                      $126,642                                   $114,885  

                       白人占比                                      52.13%                          41.47%                                       36.70%  

                       黑人占比                                    27.05%                             26.08%                                     31.93%  

                       亚裔占比                                     14.62%                           25.60%                                      23.08%  

                       西裔占比                                     11.81%                          13.33%                                       15.39% 

 

                             

 

厭倦了每年攀升的房租？能以住宅價格買入高收入住宅區商鋪？
來這裏，商業業主購入商鋪，不僅享受物業升值和生意收入的雙重保障，還有稅務優惠！

出了車禍不要緊出了車禍不要緊，，李醫生免費幫你治李醫生免費幫你治

（ 休士頓 / 秦鴻鈞報導 ）全休巿的華人，不論來自海
峽兩岸，大家以一種景仰的心情，追憶高如山先生一生，他
勇往直前，敢於拼搏，傳遞 「正能量」 的精神，高先生是
每個人的精神導師---- 不為病魔所打倒，永不肯認輸，他
走出一條前人從未走過的路，高先生精彩一生，永不知疲倦
，97歲一生，成了 「正能量 」 的最好例證。

高如山先生的生平展和追思會於周日（4 月 1 日 ） 上
午在永福殯儀館舉行。場面莊嚴隆重，除了與他共居的 「
晚晴公寓 」 的長輩們，休士頓總領館總領事李強民大使，
暨休士頓各大社團的代表皆出席追思會。大家在傷痛中追憶
高老留下的無限財富--- 即做人都應該像高老一樣，活到
老，奉獻到老，歲數只不過是 「數字 」 而已，高老一生見
證了 「運動即生命」！

追思會由喪禮主辦方中國人活動中心，美南山東同鄉會
會長房文清、范玉新主持。中國人活動中心-- 華助中心執
行長范玉新博士首先介紹高如山先生是中國著名水利專家，
晚年馳聘在美國老年體壇的傳奇人物，於1921 年出生於上
海，1946 年畢業於上海交通大學工學院機械工程系，2018
年3 月20 日病逝休士頓，享年97 歲。一生從事於農田灌溉
排水業務，1991 年獲頒＂在工程技術方面特殊貢獻＂政府
特別津貼，1993 年移居美國，以乒乓球和橋牌兩項業餘愛
好，從2000 年開始，年年參加美國各級老年運動會，屢獲
佳績，為中華老人爭光。並獲休市市長、州議會、美國國會
及休士頓總領事多次頒獎、嘉勉。

中國駐休斯頓總領舘總領事李強民大使，也在追思會上
提到高老參加僑界老年運動項目，多次獲獎，促進華人團結
。李大使說： 高先生熱愛祖國，擁護和平統一，熱心華人
社區事務，為在美僑胞樹立良好的精神風貌
，高先生的離世，是大休斯頓僑界的一大損失，總領館失去
了僑界之友，總領館將永遠懷念他！

高如山先生生前最重要的人物---- 心臟科醫師豐建偉

在追思會上追憶高先生其人其事。他說：高伯伯的去世，使
我生命中失去一位楷模，今天是復活節，給我們帶來重生和
希望，希高伯伯的精神重生，給我們老年人的精彩人生。豐
醫生追憶，高先生當初來找他時是2000 年4月，他給他門診
，查出他有嚴重冠狀動脈毛病，需馬上開力，作冠狀動脈搭
橋手術。高先生坐起來，說不行，下個月他就得去猶他州參
加全世界老年乒乓球冠軍比賽。此時，壓力又落在豐醫生身
上。最後，高伯伯還是決定動手術。豐醫生和老師Richard
為他作手術，在他身上放了四根支架，高很快就出院，壓力
留在豐醫生身上，他為高作了重要檢查後，同意他去參加比
賽。結果高如山獲得單項雙打的獎金、獎牌。第一塊獎牌送
給豐醫師，第二塊給他的老師，第三塊給他太太。為此，休
士頓紀事報還為他作專題報導。豐醫師說： 作為一個醫師
，我不可能拿到世界金牌，這塊金牌，一直掛在我家。高伯
伯以後幾次犯病，都因為他頑強拼搏，一次又一次脫險。我
有上千、上萬病人，但從未見像高伯伯，腦力過人，支持國
家奧運會。最近六個月之前，還與美國橋牌大師打橋
牌----。豐醫師說： 高老給我們留下 「無限財富」 ---
即作華人要像高伯伯一樣，活到老，奉獻到老，歲數，只是
數字而已，華人在一起，要唱出最強的歌，高伯伯一生見證
了 「運動即生命」。給高伯伯檢查過身體的豐醫師說： 高
伯伯的腳特別小，但他走出的路，卻是前人未走過的。他創
造的路，精彩一生，就是--- 從未知疲倦！

帶來美國 「乒乓球協會」 主席悼詞、花圈、花籃的代
表徐建勛律師表示： 他認識高先生時他已80 多歲，卻沒打
幾下，就讓二位年輕人敗下陣來。他說： 高先生的 「精神
」，就是傳遞勇往直前、敢於拼搏的 「正能量」！

當天上台的還有 「上海聯誼會」 的理事長陳皙晴女士
，她說： 高先生的品性受人尊敬，高先生是我們的驕傲！
也是我們的榜樣！

一生勇往直前，敢於拼搏，傳遞正能量
高如山先生生平展暨追思會周日舉行高如山先生生平展暨追思會周日舉行

（本報訊）二戰時美國飛虎隊將軍陳納德遺孀陳
香梅上月30號在華盛頓家中過世，享年94歲。陳香梅
是著名的社會活動家、傑出的華僑女性代表。

陳香梅的女兒陳美麗（Cynthia Chennault）說，上
週就傳出病重的母親，是在3月30號因不久前中風引
起並發症而不治去世，享壽94歲。

陳香梅女兒表示，母親過世。非常難過，正積極
籌辦後事，目前暫不接受采訪。

陳香梅1925年6月23日出生於北京，父親陳應榮
是牛津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博士，母親廖香詞也曾赴

歐學習音樂和繪
畫。兩夫妻共生育6個女兒，陳香梅排行第二。

1944至1948年間，陳香梅擔任中央社記者，由於
英語流利，奉命採訪陳納德（Claire Lee Chennault），
兩人一間鍾情。 1947年她22歲，與時年54歲的陳納
德在上海結婚。她和陳納德育有兩女陳美華、陳美麗
，兩女皆由宋美齡起名，並為宋美齡的干女兒。

抗日戰爭期間，陳納德將軍應宋美齡之邀，號召
一群美國青年志願軍，組成飛虎航空隊，協助對日抗
戰。

陳香梅和陳納德將軍的婚姻維持 11 年，一直到

1958年陳納德病逝，陳香梅帶著兩個女兒，獨自在華
盛頓打天下。 1960年代，陳香梅在美國聲譽鵲起，肯
尼迪總統委任她擔任進出口貿易之職，是第一位能夠
進入白宮工作的華人。此後的八位美國總統，皆委任
她出任聯邦層級的政策顧問，成為華盛頓政治圈內最
有影響力的女性之一。

陳香梅女士曾於1989 年蒞臨休士頓，參加美南新
聞十周年慶祝大會，並作專題演講。時光荏苒，明年
（2019 年 ） 美南新聞即將舉辦四十周年慶。美南報
系董事長李蔚華先生昨表示： 他將飛往華府，參加陳
香梅女士的喪禮。

美國飛虎隊美國飛虎隊將軍陳納德遺孀陳香梅過世 享年94歲 豐建偉醫師說豐建偉醫師說：： 我有上千我有上千、、上萬病人上萬病人，，但從未見像高伯伯但從未見像高伯伯，，腦力過人腦力過人
，，他創造的路他創造的路，，精彩一生精彩一生。（。（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圖為高如山先生追思會現場圖為高如山先生追思會現場（（ 前排左起前排左起 ）） 主持人主持人，，美南山東同鄉會美南山東同鄉會
會長房文清會長房文清、、豐建偉醫師豐建偉醫師、、李強民大使李強民大使、、中國人活動中心董事長靳敏中國人活動中心董事長靳敏
博士博士，（，（ 二排左起二排左起）） 華夏時報于建一華夏時報于建一、、美國乒乓球協會代表徐建勛律美國乒乓球協會代表徐建勛律
師師、、上海聯誼會理事長陳皙晴上海聯誼會理事長陳皙晴，，他們都在追思會發言他們都在追思會發言。（。（ 記者秦鴻鈞記者秦鴻鈞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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