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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我的舞台，我最閃耀
這是我的舞台，
我最閃耀！！2018
2018青少年播音主持選拔活動正在進行中
青少年播音主持選拔活動正在進行中
第二屆““青少年播音主持選撥活動
第二屆
青少年播音主持選撥活動”” 整裝來襲
整裝來襲，，夢想再遠揚
【本報訊】2018 青少年播音主持選拔活動海外賽區強勢登陸美國、法國、意大利，美國賽區
主辦單位有：美南國際電視台、美國 SK 文化教育交流有限責任公司，承辦單位：華夏中文學校，
合辦單位：全景影視學院、龍學天下中文學校，協辦單位：時代華語廣播電台，Pepper Twins 雙
椒。美國分賽區：洛杉磯美國國家電視台，華盛頓地區 Yi 之聲廣播。美國賽區組委會名單：李蔚
華 美南新聞集團董事長，張麗娟 美國 SK 文化教育交流有限責任公司總經理，關麗華 華夏中文學
校副校長，蔣銳 全景影視學院，王榕 龍學天下中文學校校長，美齊 時代華語廣播電台台長，玉
楠 Pepper Twins 雙椒董事長。青少年播音主持選拔活動 媒體支持：e 主持、天天 e 主持、中國朗讀
網、中國教育電視台、中國互聯網電視台、優酷網、騰訊網、搜狐、新浪網、央廣網、今日頭條
、鳳凰網、網易客戶端、百度網、美南國際電視、今日美國、今日美南、美南日報、美南周刊、
AM1050 時代華語廣播電台、休斯頓華文周刊等。
（一）活動主題：語言傳承，藝術騰飛！
（二）活動特點：權威性、專業性、公正性、平等性、實用性、綜合性。
（三）招生條件：5 歲至 30 歲均可報名參加。
1、分組：少年組（5—11 歲），青少組（12—18 歲），青年組（19—30 歲）
2、初賽內容：自我介紹（30 秒）和作品朗誦（2 分鐘）。
3、複賽內容：自我介紹（30 秒）、模擬主持（2 分鐘）、青年組即興評述（1 分鐘）、作品朗誦
（2 分鐘）。
4、美國總決選：每個組別分別評出：特等獎 1 名、一等獎 1 名、二等獎 2 名、三等獎 3 名和優秀獎
若干名。
（四）美國賽區日程安排：
時間：初賽時間：2018 年 5 月 12 日上午 9 點至 11 點 ，覆賽時間：5 月 12 日下午 1 點至 3 點。初
賽複賽地址：休斯頓全景影視學院 ，7636 Harwin Dr A115 Houston Texas 77036 。報名費$20。請
選手提前到達現場。
全國總決賽：2018 年 8 月初，地點：北京
總決賽評委團：中央電視台著名主持人楊柳、教育電視台主持人詹澤及行業內著名專家主任
人擔任。
（五）選手權益
1、獲獎選手可獲得相應的榮譽證書，獲得中國國內部分學校升學和藝考免試資格；
2、全國總決選獲獎選手決賽視頻、頒獎晚會在網絡媒體和電視台播出；

3、凡晉級全國總決選選手均有機會參加組委會組織的名家見面，聽講座的機會；
4、入選少兒明星團，有機會參加全國巡演，每年至少一次；還有機會出任下一屆“青少年播音主
持選拔活動”形象大使，並可擔任相關比賽環節主持人。
5、成人、大學生選手將獲得到廣電媒體、各電視台實習機會。
6、獲獎選手的指導教師可獲得“優秀指導教師”證書。
（六）第二屆青少年播音主持選拔活動美國賽區特別鳴謝：華夏中文學校、全景影視學院、龍學
天下中文學校、Pepper Twins 雙椒、時代華語廣播電台。
（七）線下活動：為配合本次大賽，華夏中文學校總校設有小主持人免費短訓班，歡迎踴躍報名
。
（八）報名請致電美國賽區執行負責人 娟子. 聯系電話：832-908-8064
專家指導委員會名單
高 峰：中華文化促進會副主席、主持人專
業委員會名譽主任、原中央電視台副台長、中
央新影集團董事長兼總裁。
葛 蘭：主持人專業委員會名譽主任、中央
人民廣播電台著名節目主持人。
陳 鐸：主持人專業委員會名譽主任、中
央電視台著名節目主持人。
雅 坤： 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著名播音員、
播音指導。
曹 燦 ： 著名朗誦藝術家，北京市語言學
會朗誦研究會名譽會長等等。
美國賽區品牌戰略合作單位: 華夏中文學
校總校、全景影視學院、時代華語廣播、Pepper Twins 雙椒集團、龍學天下中文學校。
2018 青少年播音主持選拔活動美國賽區組
委會聯系電話：832-908-8064
請掃描下方美國賽區執行負責人娟子微信
掃描娟子微信報名。
掃描娟子微信報名
。
報名。

免費輪椅使命慈善組織造福社會 「使命家
使命家」」 紀錄片現正播出

【本報訊】全世界有超過 7，000 萬人迫切
需要輪椅，但他們卻無法負擔購買輪椅的費用
。這些弱勢人士，往往也面對著貧困、缺乏教
育、健康和社會排斥等問題。 “免費輪椅使命
慈善組織” （Free Wheelchair Mission) 的創辦人
兼總裁 Don Schoendorfer 決心改變這種狀況。
他發明一種能夠適應發展國家崎嶇地形輪椅，
且易於維修和生產。生產成本費用僅為 80 美元
，並以免費的方式贈送於有需要人士。
Don 原本是名生物力學工程師。他在 2001
年親眼目睹了一位摩洛哥殘疾婦女，用雙手爬
的方式橫過一條繁忙馬路困境，他被眼前所發
生的景象深深地震撼、進而萌生了創辦免費輪
椅的使命。

他利用在麻省理工學院所學到知識，來開
發一種低成本、耐用、多功能的輪椅。這成為
了自由輪椅使命的基石，他於 2001 年成立“免
費輪椅使命慈善組織”，下定決心為發展國家
的殘疾人服務。
“免費輪椅使命慈善組織” 很有幸的成為
在公共廣播電台播出的 “使命家” （The Visionaries）記錄片的一部分。
“使命家” （The Visionaries）記錄片跟隨
Don 前往秘魯阿亞庫喬，在那裏他將成為她一
生中最重要輪椅移交活動，因為這是 “免費輪
椅使命” 免費贈送的第一百萬輪椅。
Don 說： “當我們達成則送第 100 萬張輪
椅時，我們都欣喜若狂。每張輪椅也代表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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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生命的改變，他們現在可以去上學或工作，
成為能享受生活的人。它也代表了來自休斯頓
慷慨支持者和忠誠合作夥伴，致力於為世界各
地急需人們提供回報和創造機會。 如果沒有這
方面的支持，我們無法達成這裏程碑，再次我
真誠感謝每一位幫助“免費輪椅使命”實現這
一目標的人。”
“ 免 費 輪 椅 使 命 慈 善 組 織 ” 和 Faith in
Practice 首席執行官 Linda McCarthy 牧師，將在 4
月 17 日、6 點晚上於休士頓 iPic 主持 “使命家
” 紀錄片放映，片名為《沒有人應該爬行》。
紀錄片預覽: https://vimeo.com/258355635 。有
意了解更多該組織的信息，可以前往 www.freewheelchairmission.org 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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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音樂院 ACM亞洲學院與美中音樂學會
美國音樂院ACM
亞洲學院與美中音樂學會
成功舉辦中華音樂節鋼琴大賽暨鋼琴鑑定考試
柯行健,, 呂哲
柯行健
呂哲,,胡愷琳分獲冠軍 杜吉宏榮獲傑出華人音樂家獎
(本報訊)所謂:學琴的孩子不會變
壞. 鋼琴學習,不僅可以經由讀譜,開發
左腦與右腦的協調力,思考力;發展孩
童的 IQ,更可以藉由學習過程培養孩
童的耐力,定力,專注力,恆心, 發展孩童
的 EQ.正因為如此，諸如美國長春藤等
名校 ; 哈彿、耶魯，在學生取捨上，非常
重視學生的 extra activities ;尤其是在音
樂藝術的表現上。
有鑑於此世界著名的美國音樂院
(ACM)亞洲學院院長暨美中音樂學會
主席嚴克映博士，自 2002 年起，每年定
期舉辦鋼琴鑑定考試暨鋼琴大賽，以
中華樂曲做為指定項目，並且命名為”
中華音樂節”
，為的不僅是鼓勵學童在
鋼琴上的學習,肯定及表彰華裔子弟的
音樂表現,更為弘揚中華文化，推廣中
華音樂教育,因為中國音樂的五聲音階
具有身心靈的療癒效果。
這項由美國音樂院(ACM)亞洲學
院音樂治療研究所、美中音樂學會聯
合主辦，齊爾加德音樂教育基金會、嚴
克映博士 TV 頻道、香港身心靈自我療
癒世界總會芝加哥分會協辦的 2018 中
華音樂節鋼琴大賽暨等級鑑定考試，
於 4 月 8 日(週日)假西郊華僑文教中心

的音樂廳,成功舉行並圓滿落幕。
此項鋼琴大賽吸引了共計百餘位
人士參與盛會, 其中包括不同族裔，年
齡 6 至 18 歲不等，經過教師推選的參
賽者; 更比照國際音樂大賽 open competition 的 方 式 舉 辦, 亦 即 整 個 賽 程
open to public，因而參賽的 competitor
必須具備高超的演奏水準，堪以面對
裁判及觀眾群。大賽更當場宣佈成績，
因此挑戰性相當高，但是也較具公正
性。
主辦單位為了提供年輕學子專業
水準的一流音樂評鑑，特別聘請擁有
茱莉亞音樂學院鋼琴演奏碩士, 印地
安那大學鋼琴演奏博士,目前擔任北伊
利 諾 利 州 立 大 學 鋼 琴 系 主 任 的 Dr.
Williams Goldenberg 金山博士 擔任大
賽主審工作; 另外更邀請來自巴西,獲
北伊利諾大學獎學金的鋼琴演奏碩士
生 Alexsandra Hsiao 擔任評審。
大賽歷經五小時圓滿落幕,主辦
單位表示每位參賽者的演出將上傳於
YOUTUBE,方便學生申請大學使用,
歷屆學生大都申請到長春藤大學並且
獲得獎學金,包括:哈佛、耶魯、芝大、普
林斯頓等名校。

大賽總監嚴克映博士致辭

頒獎典禮上, 大賽總監美國音樂
院亞洲學院院長嚴克映博士邀請甫獲
哈佛大學錄取的歷屆大賽冠軍並且榮
獲美中音樂學會”傑出年輕華人音樂
家獎”的 Elbert Du 杜吉宏,和現場觀眾
分享如何申請美國大學。接著嚴博士
表示音樂大賽的結果固然重要,但是更
重要的是整個鋼琴學習的過程,鋼琴學
習不但可以培養孩童的定力,耐力,專
注力,discipline,更可以增進左、右腦的
思考力及協調力,這是其它樂器所無法
比擬的。
鋼琴演奏不僅能夠教導學子們如
何面對問題解決問題,還能讓學子們學
習接受錯誤並且力求改進,持有正向的
學習態度。此外,嚴克映博士表示,選擇
中華樂曲作為指定曲,是因為中國音樂
是五聲音階,深具身心靈療癒的效果,
對人體健康有很大的助益.更相信鋼琴
學習可以讓學子一生受惠。
大賽主審金山博士非常感謝美中
音樂學會多年來舉辦如此有意義的活
動, 尤其感謝嚴克映博士歷年來為推
廣中華音樂所做的努力與貢獻,表示很
榮幸能在如此優美、音響設備俱佳的
音樂廳參與鋼琴大賽。對於鋼琴學子

們的傑出表現,表達了由衷的肯定與祝
福;並且表示鋼琴演奏是台上一分鐘台
下十年功、鐵杵磨成繡花針的功夫,勉
勵學子們持之以恆不畏挫折。
大賽當天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
鈞耀處長亦親臨會場向主辦單位致意
，頒獎貴賓則包括, 華僑文教中心主任
王偉讚，芝加哥大學教授 杜巍博士,
UIC 教授錢志堅博士,UIC 教授龔良維
博士,西北大學教授 Dr. Fred Turek,De
Paul University 教授劉晶晶博士。
大賽總監嚴克映博士由衷感謝每
位頒獎貴賓，尤其榮獲史丹佛大學傑
出校友獎享譽國際的西北大學神經生
物學首任教授兼睡眠治療中心的負責
人與美國火星計劃的成員 Dr. Turek 曾
多次擔任大賽頒獎人。經過五個多小
時的美好時光，全場在歡呼及道賀聲
中畫上休止符。2018 大賽成績突出，有
兩位參賽者: Edward Huang 及柯行健
均得到 perfect points,105 分。
2018 中華音樂節鋼琴大賽及等級
鑑定考試得獎名單如下:
大賽部分
第 1 名: 柯行健, 呂哲,胡愷琳
第 2 名: 趙沛雯,鄧朱玫, 方淇琦

大賽主審金山博士 頒獎予第 10
10,,11 級考試通過者

第 3 名: 錢琪玥, 龔妞妞, 于沛瀅
第 4 名: 呂治,Tyler Turek, 郭凱天
第 5 名: Adam Kipp, 祖祥, 郭凱昊
第 6 名: 劉一詞,歐陽卓然
考級部分
初級:Austin Wang,朱葭露,李王浩
第 1 級:周依婷,陳嘉雯, Nicole Chang,
Alinna Zhang,Vanessa Zhang,Benjamin
Moy,譚梓峯,張偉程
第 2 級:Julia Kipp, Alex Wang, 劉栩桐,
陳嘉敏
第 3 級:Emily Wang , 龔依然
第 4 級: Cheresa Turek, 李宗秦
第 5 級: 呂治, ,胡愷琳
第 6 級:龔妞妞, 方淇琦, Adam Kipp
第 7 級: 郭凱天, 劉一詞, 歐陽卓然,鄧
朱玫, 錢琪玥
第 8 級: Tyler Turek, 呂哲, 祖祥
第 10 級: 郭凱昊, 趙沛雯
第 11 級: 柯行健,于沛瀅
第 12 級:Edward Huang
Special Award: 杜吉宏

僑社新聞

華僑文教中心主任王偉讚（右一
右一）
）
頒獎予 第 12 級考試通過者

抱著咖啡壺，
抱著咖啡壺
，打個蝴蝶結 中西部台灣人夏令會

休城工商

張一程談保險

當年我來美國唸書，先到 友飛車去鄉下小地方，那裡要 避免一氧化碳中毒。次晨醒來， 英里飛車去大峽穀，一到停車
舊金山，然後下洛杉磯和聖地 求不高，而且正逢中午快休息， 積雪數寸。今天的從中國來的 場，即飛步去穀邊瞭望，哇，又
亞哥，再乘灰狗巴士經亞利桑 不消五分鐘就領到了駕照。小 留學生，讓唐人街的食店如雨 寬又深的紅峽穀，確實壯觀。但
娜、新墨西哥、德薩斯、奧卡拉 心翼翼開出山區，經過尼亞加 後春筍地開起來。他們很幸福， 一分鐘後瞬間一片漆黑，原來
衹知甜，但沒熬過苦，不知苦中 夕陽一旦被平坦的地平線阻擋
荷瑪等州向東北的紐約進發。 拉大瀑布，回密芝根州上學。
次年暑假南下到北卡莎樂 作樂，沒福氣體會到甚麼是甘。 ，乾燥的天空沒有雲將餘光反
我提攜著一手提箱的蘇繡、織
走過美國那麼多地方，總 射到峽穀內。很多人見過大峽
錦、彩蛋等中國工藝品，沿途作 市租了一公寓，撕紙皮箱作床，
(本報訊)2018 年中西 有在日本推動”2020 東京
“市場調查”
。當巴士在一個地 西瓜先吃紅囊，再把白皮當菜 的印像是美國到處都很漂亮， 穀的宏壯和深度，但不多人見
方停留稍久時，我就在巴士站 炒。每天去居民區拍門推銷工 但缺乏感染力，就似麥當勞的 到這種瞬間急劇變化的奇觀。 部台灣人夏令會即將於 奧運台灣正名”的永山英
另一件值得一提的是在傍 7/6(週五)至 7/8(週日)在 樹及謝惠芝，以及基進黨
附近的民居拍門兜售，給人看 藝品，一個暑假下來賺了三千 漢堡包那樣，到處沒甚麼分別、
我箱中的八寶。當時美國總統 元，勝於在餐館打雜。暑假快過 沒有特色。猶如一部拍得很漂 晚開車經過懷俄明州的爛地 位於北曼徹斯特市印地 的黃建龍，及北美洲台灣
尼克森訪華不久，掀起一股中 去了，與朋友開車先向南部再 亮的七彩電影一樣，畫面很好， （BAD LAND）,是 被 大 風 侵 蝕 安 納 州 (North Manches- 人教授協會的李中志總
國熱，大家看到精緻美奐的中 轉往西，到北加州後折北經俄 但不久即淡忘了。中國的風景 成鬼影幢幢的猶如鬼域的爛地 ter, Inidiana) 的 Man- 會長，還有其他正在接洽
舉 行 中的講者。
卻不同，每地都有不同的韻味
， 。我們停車下來觀看，即被刺骨 chester University
國工藝品，無不讚嘆不矣。我決 勒崗和華盛頓州，來到加拿大
的一盞燈，在歡樂和悲傷的薄霧中照亮你的方向
的民謠歌手，收集了很多草原四周的民歌，黛青
( 記 者 韋 聚會地點，有數千個令人難忘的各種表演，這也
(TAF
已
在
此
校
舉
辦 19 今年的夏令會除了依然
，喚醒你重建與世界和諧關係的力量。
塔娜便受到這些歌曲的滋養與茁壯。她的嗓子非
霓 休 斯 頓 是全美最大的免費藝文表演節目，每季都吸引數
不同的食物，還有豐富的歷史
， 的大風吹得東歪西倒，唯立即
定可以在上學之餘和暑假推銷 的溫哥華，再沿美國北部的蒙
是一個新舊朋友相聚，也
HAYA 樂團的旋律非常優美、聲域寬闊，傳
常有特色，空靈而優美，透亮深遠的聲音擄獲無
報導) 為慶 十萬觀眾參加，帶給休斯頓民眾最好的娛樂欣賞
就如富有感染力的黑白電影那
天娜、懷俄明、達柯塔、明尼蘇
鑽回車內，趕快離開這鬼地方。 年)。地點堪稱適中，風景
中國工藝品來賺學費。
統之中又有現代感，他們是用靈魂來演唱，因此
數樂迷的心，她外型出眾，樂迷稱她為蒙古女王
祝 95 週 年 。
是大家一起關心台灣的
優美，校舍新穎，多年來
、威斯康辛等州向東走
，沿大 樣，幾十年後，其中的人物、情 當時沒有帶任何寒衣，且暑假
在數千公里的灰狗路途中 達慶
而感動過無數聽眾。他們活躍於世界各地的音樂
HAYA 樂團是個屢獲殊榮的音樂團體，包括 。
，米勒
場合，更會是一個跨世代
深受台美人家庭的喜愛
。
節、對話都令人回味。
末已無其他遊人；若果車子打
，我在巴士站買些罐頭、熱狗充 湖邊的芝加哥和印第安娜州回
活動，演唱會橫跨中國、美國、加拿大、台灣、
遷徙音樂會
戶 外 劇 院 中國音樂獎（最佳世界音樂表演）和中國媒體獎
交流、行動、經驗、凝聚、
法國、日本、瑞典等地，得到非常多的肯定與美
若果一定要談談各地的特 這場音樂會的主題是“遷徙”，是關於尋找
(Miller
。 ，並在第四季《我是歌手》節目中震撼許多聽眾
不著火，必在此地凍僵。逃出這 今年中西部台灣人夏令
飢，晚上就在行駛的巴士上睡 到密芝根州
守護台灣，正名自決的夏
會由芝加哥台灣同鄉會
評。
自己的精神家園，體驗生活本身的美好，並回歸
。HAYA
樂團曾獲
3
座金曲獎最佳跨界音樂專輯獎
Outdoor
走過那麼多地方，晚上在 色，大概是阿拉斯加的安卡烈 鬼地方，數十年後想起仍有餘
覺。來到一個小鎮，在破落的小
現場演出時間:4
月 20。
日(週五)晚間八點。地點:
樂
Theatre) 特 ，深受台灣樂壇喜愛，他們的專輯“寂靜的天空 到一種簡單化、生存主義的生活方式。 HAYA
令會
主
辦，Logo
將
是“We
旅店花五毛錢洗個澡，把渾身 車上睡覺，在公路旁的休息站 治機場的廁所大又乾淨，舊金 悸。
米 勒 戶 外 劇 院 (Miller
Outdoor，Theatre,
6000 Her團的“遷徙(Migration)”音樂會採用了創新的音樂
別 舉 辦 一 ”是台灣有史以來最暢銷的靈魂/世界音樂專輯。
各位鄉親
芝加哥台灣同
Taiwan”
(為台灣/衛台灣)
（那時還沒 山灣區陰森無生氣，洛杉磯地
這兩個暑假跑了美國近四
臭汗沖掉。終於來到紐約市北 用咖啡壺煮面條吃
mann Park Drive, Houston, Texas 77030)。前排可購
語言、和經典的傳統歌曲，融合了各種音樂元素
目前成員共六人，由主唱黛青塔娜、馬頭琴
系列精彩
鄉會誠摯邀請您於 7/6 至
十個州，比一般的美國人一輩 。
面的山區度假山莊，在那裡幫 有方便面）
表環境荒涼，奧卡拉荷瑪的大
票，亦有許多免費座位。電話: 281-373-3386。網
，如吟唱、蒙古馬頭小提琴、彈撥樂器、喉嚨唱
手張全勝、吉他手陳希博、吉他手穆熱阿勒、呼
的 活 動 演。這種旅行，絕非當
7/8 加入我們，一起探討
誠摯邀請您闔家參與我
址: www.milleroutdoortheatre.com。
Eric Lattanzio 組成 歌、和薩滿鼓。他們的音樂精緻而迷人，表演具
出 ， 其 中 麥手暨鼓手寶音、法國的貝斯手
子去過的地方還多。在全美國
忙，有吃有床，但沒有工資。花 今開名車、住酒店的華人留學
片麥田從西到東一級一級下降
台灣面臨的挑戰、一起跟
們精心籌劃的精彩活動
，
有獨特的“隆重”感覺。遷徙為我們提供了一
。HAYA
在蒙語中意思是
「
邊緣」，意味本身已
，
將
邀
請
了 $150 美元買了一部四平八 生可想像的。上學時在週末開 ，北卡的人情味，紐約市的汽車 打了個大的蝴蝶結，行程近兩
條逃離這個快節奏的現代世界的道路，遷徙到
來 自 中 國 超然物外、跳脫規則與束縛。
包含由台灣及美國各地 年輕人們交流、一起想辦
萬公里，勝於讀十年書。
穩的老爺車，雖然新手戰戰兢 車去學校附近的市鎮兜售工藝
廢氣令人頭暈，密西西比州的
另一個領域，一個被自然和生命的奇蹟包圍著
HAYA 的粉絲、也是作曲家譚盾表示：“聽
、廣受歡
邀請來的知名人士演講。 法，為守護台灣而展開行
，晚上睡在車上
，點著露營用 平窮，尼瓜拉瓜大瀑布的氣勢
兢，卻十分威風。在洛杉磯衹練
。
的地方。
著他們的音樂，你的身體如同地球一般，你的血
迎的哈雅樂團(HAYA
Band)，於 4 月 20品
日晚間八點
目前已答應前來演講的， 動。
張一程 4/10/2018
像河，你的眼睛就像天空。他們不斷在傳統和當
，在米勒戶外劇院做現場演出。這個樂團自
2006 ，車窗留一些空隙
， 最值得提的是，我們以時速 80 專輯
習過開車一小時，在鳳凰城朋 的煤油暖爐

將於七月六日至七月八日
在曼徹斯特大學舉行

HAYA 哈雅樂團來休斯頓囉
哈雅樂團來休斯頓囉!!

免費聆賞 4/20 米勒戶外劇院現場震撼演出

年成立以來，以蒙古音樂為基礎，融合現代音樂
元素，呈現卓越的世界音樂風格，樂風豐富，爆
發力十足，主唱是黛青塔娜，如天籟般的聲音感
動無數觀眾，現場聽他們演唱尤其過癮。
自 1923 年以來，赫曼公園的米勒戶外劇院一
直是休斯頓最受喜愛的文化場所之一，是極佳的

代音樂中尋找人類靈魂的聲音。HAYA 表達的，
不僅是他們對現代蒙古音樂的理解，還有他們對
大自然的熱愛，以及他們心中的聲音。“
主唱黛青塔娜
HAYA 的主唱是黛青塔娜，她出生在青海湖
西部一個名為德里的小鎮，母親是當地一位著名

《遷徙》是 HAYA 樂團先前獲獎專輯《狼
圖騰》和《寂靜的天空》的第三張專輯。愛和
人性的流淌，對宗教信仰的鼓勵和智慧的激勵
，幫助他們更誠實和堅定，超越國家和群體之
間的界限，唱出他們感覺自由和廣闊的心聲。
黛青塔娜的聲音就像在黑暗陰沉的世界中點燃

各類餐館家具、
各類餐館家具
、沙發桌椅

音樂夏令營 充滿歡樂的音符 探索數種樂器 啟迪孩子的潛能
隔日修補交貨服務
桌椅顏色完全相同
為直接。
在孩子學音樂時，因為大多樂器都要同時用
特別訂製款項式樣
到左右手，甚至需要腳來配合打拍子，這對左右

(記者韋霓休斯頓報導) 常常和小朋友在一起的
話，你會發現，孩子天生具有音樂感，每當聽到
音樂的時候，如果是他們喜歡的類型，有時會跟
著節奏手舞足蹈，臉上充滿笑容，有時候會用腳
打拍子，也有時候，是豎著他的小耳朵，專心地
聆聽，對於音樂的感受，孩子們的反應比大人更

腦的平衡有很大的助益，許多研究已經證明，透
過音樂能啟發孩子的潛能。中國科學家的研究也
證實所謂的 「莫札特效應」，顯示聽莫札特音樂
的學生表現更好。
休斯頓青少年藝術家音樂會(Houston Young
Artist Concert) 的創始人女鋼琴家鮑許淑好表示，
古典音樂對小朋友有極大的幫助，能發展他們想
像的空間，穩定情緒，讓他們更平靜、更細心、
更敏銳、也更聰明。聽古典音樂在於心的感受，
其方向是從心往上的，融合心、耳、腦，提升身
心靈。許多學音樂的孩子，在班上的表現特別出
色，即使日後沒有繼續走音樂路線，在各行業也
都有很好的發展。
「音樂」是上帝贈與的珍貴禮物，有音樂的地方

，就有歡樂。雖然在不同的人生階段都可以接觸
音樂，但是，越早接觸，就越早開啟他們的探索
之旅。
Fort Bend Music Center(福遍音樂中心)將於今
年夏天舉辦一系列的音樂夏令營，讓孩子們接觸
音符，學習數種的樂器，啟迪他們的天賦。要讓
小寶貝們在今後的生活中，能感受更多的歡樂與
旋律，這個夏天就來一趟充滿音符的音樂夏令營
吧！
音樂夏令營依年齡分成不同組別，小小孩分
兩組，從 18 個月到 3 歲一組，4 到 6 歲一組。這組
的小朋友因為年齡小，能專注的時間較短，每天
接受一小時的音樂初體驗。內容則結合音樂與故
事，讓孩子們來探索音樂的奇妙與樂趣，學習包
括鋼琴、歌唱、訓練節奏等，既好玩又潛移默化
地培養音樂的欣賞力。
再大一點的孩子，就可以有更完整的音樂體

驗了，每天接
受 2.5 小 時 的
課程。7 歲以
上依年齡分組
，還有青少年
組與成人組。這個組別的學生們將同時學習鋼琴
、吉他、打擊樂器、銅管樂器、歌唱等，探索不
同樂器的奇妙，體驗音樂的豐富與美好！在一整
個星期裡，每天都會充滿不同的音符與驚喜。
家長們，一起種下美麗的音樂種子吧，趕緊報名
喔！詳情請洽 Fort Bend Music Center (福遍音樂中
心)。 Stafford 營 址: 12919 SW Freeway, Suite 160,
Stafford, TX 77477。電話:281-494-5885。Houston
營 址: 3133 Southwest Freeway, Houston, TX 77098
。電話: 832-500-4320。網站: http://fortbendmusiccent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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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國建會於四月七日舉辦春季野餐

美南國建會 會長黃初平
會長黃初平、
、 顧寶鼎
前會長高歌娛佳賓

經文處科技組游慧光組長代表陳家彥處長
出席

美南國建會前 會長林國強
會長林國強、
、王秀姿
王秀姿、
、會計師
協會莊雅玲會長與會同歡

美 南 國 建 會 2018 年 4 月 7 日在 Eldridge Park 舉行春 季 聯 誼、黃初平會長
黃初平會長、
、李怡德副會長
、顧寶鼎前會長
顧寶鼎前會長、
、會友們及經文處科技組游慧光組長呼籲支持台灣加入世界衛生組識
會友們及經文處科技組游慧光組長呼籲支持台灣加入世界衛生組識(WHA)
(WHA)

美南國建會 春季會員野餐 三位 志工羅秀
娟、周圓
周圓、
、王妍霞

杰喜地產

Jessica Realty Team
金牌地產經紀人

王洪旭

Andrew Wang

住房買賣 商業地產 公寓租售
專精 ●Sugar Land 糖城

手機：832-207-8808 ●T M C 醫學中心
●Pear Land 梨城 ● Katy 凱帝
微信：andearwang
E-Mail:wanghongxu001@gmail.com
R01-JESSICA REALTY TEAM王洪旭256C_4

美南國建會 顧寶鼎前會長與會友們
交流

美南國建會 黃初平會長
黃初平會長、
、李怡德副會
長歡迎台灣中油駐休士頓林總經理能夠
參加 春季野餐會

美南國建會 會長黃初平夫人與鍾宜秀
夫婦在 餐會中話家常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美南國建會於 4 月 7 日星期六中午在
Eldridge Park Pavilion 舉行春季會員野餐
舉行春季會員野餐、
、
熱心志工為會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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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國建會 2018 春季聯誼郊遊
現場出席者表達支持台灣加入世界衛生組織。

戶外野餐，大家歡聚一堂。

戶外野餐，大家歡聚一堂。

德州超導中心的朱唯幹教授（ 右 ） 也出席野餐會。

現場供應各色美食。

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
美南國建會現任會長黃初平致詞。

美南國建會前會長顧寶鼎致詞。

「台北經文處」 科技組組長游慧光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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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人語

(

美南人語）））

星期日

2018 年 4 月 15 日

龍岡春宴樹楷模（上）

楊楚楓

海宇熙春金雞去 乾坤生競駿犬來
休市踏入四月八號，時序應該是春暖花開，暖氣洋洋的日
子，不過今年犬年，似是一隻頑犬在作弄世人，美國東北部多
州固然是漫天風雨，影響之下，休市當日氣溫也徘迴在華氏四
十度左右，令人感覺寒流未除，冬冷尚存，不過，就在這個乍
暖還寒的週日黃昏六時，中國城百利大道上的珍寶酒家二樓之
內，燈火通明，人聲沸騰，原來是本地最大的老僑團體龍岡公
所，舉行犬年春節聯歡·晚宴，筳開三十多席。
提起龍岡公所，休市老僑、港僑、即使華僑之中，那個不
知，誰個不曉，為的是這個僑團，立足美國德州已有 65 年長

，他們 「聯四姓宗親（劉關張趙）忠義相期承祖
烈，翊中興景運，協誠同 興濟時艱」千百年來，
三國時代的劉關張趙異姓兄弟，為漢室揮軍殺敵
，義貫長虹，贏得往後國人的無限崇拜。而他們
四姓宗親的後人:亦緊隨先主的遺訓： 「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
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德惟賢 可以服人」每個農歷新年期
間，休市龍岡公所，定會舉們春宴，既跟此地四姓鄉親共敘，
也得到休市其他社團機構的認同，因此他們的春宴的活動，每
次均有三、四百人赴宴，海峽兩岸政府官員亦紛紛出席，形成
休市一個華人社會的品牌，大名遠播！
本人楊楚楓，雖然不是四姓僑民，但家母姓劉、內子關姓
，可以忝為龍岡公所親屬。 45 年我 原是跟家人在休市鄰埠的
聖安東尼奧經營唐人酒家。有賴雙親領導有方，遂於 1979 年
轉戰休市，購入休市李氏宗親會主席李宗濂先生的物業 「李家

。我們將牢記
今天，不讓歷
史悲劇重演。
韓國首爾中
央地方法院對前總統朴槿惠“親信干政”案一審
宣判時全個過程，進行直播。惹來不少爭議。
據韓聯社報道，這是韓國最高法院去年制定
一、二審電視直播規定後，首次在全國眾目睽睽
之下宣判的案件。朴槿惠抗辯稱，此舉違反無罪
推定原則，向法院申請禁制令，要求限制直播時
間，但是法院認為：法庭作出的直播決定，不在
民事訴訟受案範圍內，本案引發全國矚目，直播
有利於保障公眾知情權和公共利益。
韓國《中央日報》認為，這宗直播之所以備
受輿論關注，是因為它是韓國司法史上首次直播
非終審的判決過程，且會成為未來法院審判重大
案件的參照。然而，針對直播朴槿惠案一審判決
過程，在韓國社會各界也有不同看法。
朴槿惠律師團明確反對直播宣判，稱其違反
無罪推定的原則，不啻於“給朴槿惠烙上罪名”
。曾負責為朴槿惠辯護的律師都泰佑，今年四月
三日向法院提交“對直播判決進行部分限制的申
請”，要求法院禁止對宣讀判決書和引述相關法
律條款以外的宣判過程進行直播。一位被指定為
朴槿惠辯護的律師也表示：“樸前總統明確表示
不同意直播的意見，被完全忽視，實是令人失望
、不服，及令人難以接受”。
韓國在野黨也紛紛批判法院決定直播審判，
是為讓朴槿惠“難堪”，存在侵害人權之嫌。四
月四日，自由韓國黨國會代表金聖泰表示：“哪
怕是犯了死罪的罪人，也至少擁有受保護的人權
”，“不應針對已經被逐下權力寶座的前總統，
落井下石，再將其變成笑柄”。
相反，也有人主張直播審判是必要之舉。在
大韓律師協會會長金炫看來，“這次直播，不是
為公佈最終判決，而是旨在讓國民準確了解，國
家對重大案件的一審判決過程”，“至於對最終
判決的評價，應該由國民自己去判斷”。
對於韓國各界的不同看法，中國東北吉林大
學行政學院國際政治系教授郭銳稱，因為立場不
同，看待這個問題的結論可能也不同。 “從韓國
現政府來說，通過這樣一種審判，能更加直接、
直觀把整個朴槿惠案的評審過程，呈現給韓國公
民，他們認為公開可能就是代表公正。想做到用
最大的公開，來實現最好的公正。在'挺樸派'人士
看來，這可能就是對前總統的人身侮辱、人身攻
擊，較之朴槿惠，像崔順實等人，都沒有受到公
開庭審直播的'侮辱'。”
不過，儘管韓國法院開放直播，但態度卻很

政
政海
海 韓國總統下場多慘淡
楓
楓聲
聲 楊楚楓

韓 國 首
爾中央地
方法院日
前對前總統朴槿惠“親信干政”案進行一審宣判
，判處朴槿惠廿四年有期徒刑，並處罰金一百八
十億韓圜（折合約一千八百萬美元）。
首爾中央地方法院一審認定，去年四月韓國
檢方起訴韓首位被彈劾總統朴槿惠的十八項罪名
中十六項成立，包括收受賄賂、濫用職權、脅迫
企業等多項核心罪名。
法院在判決書中說，被告人被國民委以總統
重任，卻濫用權力，造成國家政治運行秩序混亂
，成為韓國憲政史上首位被彈劾罷免的總統，這
一主要責任在被告人方面。
法院認定，朴槿惠與她的好友、“親信干政
”案核心人物崔順實存在共謀關係，朴槿惠濫用
職權、脅迫企業向兩人“共同運營”的財團進行
巨額捐款，“嚴重侵犯企業經營自由”，罪名屬
實；認定朴槿惠向樂天集團會長辛東彬索賄七十
億韓圜、向 SK 集團索賄八十九億韓圜等行為屬實
，構成犯罪；認定朴槿惠向崔順實洩露青瓦台文
件，洩露公務機密罪名成立。此外，法院認定朴
槿惠還存在製定“文化界黑名單”等濫用職權的
違法行為。
當天法院以該案受到韓國民眾高度關注、考
慮保障公眾利益為由，允許對審判全程進行電視
直播。朴槿惠沒有出席審判，但法院表示，她已
通過首爾看守所，提交拒絕出席的事由書。
去年三月十日，韓國憲法法院通過針對時任
總統朴槿惠的彈劾案，朴槿惠被彈劾罷免，失去
司法豁免權。同年三月卅一日，法院批准逮捕朴
槿惠，她隨後被關押在首爾看守所。今年二月，
韓國檢方向首爾中央地方法院提請，判處朴槿惠
三十年監禁並處罰金一千一百八十五億韓圜。首
爾中央地方法院二月還對崔順實作出一審宣判，
以收受賄賂、濫用權力等罪名判處其二十年監禁
並處罰金一百八十億韓圜。
另韓聯社報道稱，朴槿惠的法律援助律師姜
哲求曾經表示，律師團已經盡全力，但結果很不
如人意，為此感到非常遺憾。對於朴槿惠一直未
與法院指派的法律援助律師會面一事，姜哲求不
願多談。對於是否不服上訴，他表示，將在想方
設法確認朴槿惠本人的意願後，才能決定。
就前總統朴槿惠一審被判有期徒刑廿四年，
韓國青瓦台發言人金宜謙昨日發表評論稱，無論
是從國家還是個人來看，這都是令人心痛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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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酒家來營業。為因我們是休市新客，得承李先生相助，介
紹我跟此地華人社會名流、成功人仕、僑社先進相識，以便拓
展業務。當年龍岡公所趙炳焜、Tony 関主席、黃氏公所的黃
仕遠主席、林西河堂林國民及其尊翁、現今美南新聞集團的李
蔚華總裁，保險業翹楚朱美光、廖瓊珠、吳華昌、蔡若虎仁兄
，皆是當年相識之仕。記得有次我恭逢其會參加龍岡公所舉行
的春宴，地點乃在休市市中心區舊唐人街上的安良公所樓上，
由趙炳焜總理親身下廚烹調。趙氏乃當時七十年代休市唐人酒
家名廚，抓碼、煎炒、炸油爐、燒烤，件件皆能，由他親自下
廚泡製龍岡公所舉行的春宴，直是不異人選。家父楊松輝乃澳
門陶陶居、中國酒家頭㕑，經他品嗜趙氏手藝:也稱讚他廚藝非
凡。往後 2005 年趙氏退休後，我夫婦二人敦請趙先生為小店
廚師，客串三四天，這己是後話矣。 ( 上）

謹慎。他們不允許媒體拍攝，而是自備四台攝像
機，向外界播出。當天，有逾一千名朴槿惠的支
持者，在庭外示威抗議，批評判決是“政治報復
”。
報道稱，朴槿惠在得知一審宣判結果的瞬間
，竟然沒有任何反應，顯得格外淡定。
她從政以來，被人稱之為戰無不勝。逐步成
為保守派的代表人物。想不到朴槿惠早年坎坷 ，
但有奮鬥目標，在政壇發光，終於踏上總統寶座
，卻不幸陷入閨密干政風波，要在獄中度其餘生
，真是叫世人大為震驚。
查朴槿惠生於 1952 年，是韓國前總統朴正熙
的長女。朴正熙 1961
年發動軍事政變掌權，施行威權統治，但他
也是早期韓國經濟起飛的推手，因此在南韓評價
兩極。父親的政治路也成了朴槿惠的人生宿命，
更是人生枷鎖。
1974 年 8 月 15 日，在首爾舉行的光復節紀念
大會上，母親陸英修被旅居日本、親平壤的韓僑
文世光舉槍刺殺，當時人在法國留學的朴槿惠，
立刻趕回韓國，年僅 22 歲就肩負起代理母親 「第
一夫人」的角色。身為家中長女，朴槿惠也必須
女代母職，照顧一位弟弟與一位妹妹，重擔壓在
正值青春夢幻年齡的朴槿惠身上。命運造化弄人
，5 年後，朴正熙於 1979 年 10 月 26 日被親信、中
央情報部（KCIA）部長金載圭刺殺身亡。
朴槿惠當時年僅 27 歲，她親手洗了父親朴正
熙沾滿血跡的襯衫與領帶，回憶 5 年前母親遭槍殺
後，她清洗沾滿血跡的韓服，整晚流淚。她在
「絕 望 鍛 鍊 了 我 ： 朴 槿 惠 自 傳 」 書 中 曾 描 述 ：
「不只是一位，父母親兩位都中彈過世，我埋怨
這殘酷的現實，一個晚上，流了一般人恐怕要哭
上一年的淚水，度過比死還要痛苦的歲月。」
失去雙親的朴槿惠未婚、也沒有子女，走入
政壇時，被稱為 「嫁給韓國的女人」。朴槿惠在
自傳中悲嘆，若母親沒有過世，她應該會像一般
人一樣， 「在一個平凡的家庭裡，過著家庭主婦
的日子」，但因為種種變故，這個夢想在年輕時
，就早早結束，自己甚至連 「像樣的戀愛」都沒
有談過。
朴槿惠在父親朴正熙也遭槍殺後，脫下了公
主外衣，走出了青瓦台，之後近 20 年期間，遭父
親舊屬背叛，嘗盡世態炎涼。朴槿惠直到 1998 年
才再度回到政壇，她在南韓陷入 1997 年到 1998 年
的亞洲經濟危機時，成功當選國會議員。
朴槿惠擔任國會議員期間，曾經到訪台灣，
被稱為韓國政壇中的知台派，她自己也透過韓國
中文教學廣播節目學中文。台灣的文化大學，也
曾頒贈朴槿惠榮譽博士。

朴槿惠擔任國會議員期間，受到年長保守派
韓國人歡迎，視她為政治明星，認為朴槿惠繼承
了她父親的領導特質，是能在危機時刻，讓南韓
經濟復甦的救星。
然而，朴槿惠政治生涯，總是擺脫不了父親
的影響。朴正熙因為率領韓國擺脫貧窮而受到讚
揚，但因為侵害人權而遭辱罵。
朴正熙從軍事政變中掌權，並鐵腕治國，這
樣的印象，一直糾纏著朴槿惠，還有批評人士指
控朴槿惠跟她父親一樣，無法容忍反對意見。
不過，朴槿惠擁有許多鐵桿選民，讓她獲得
「選舉女王」稱號。 。 ”二○一二年以韓國“鐵
娘子”作旗號，在總統選舉中擊敗現任總統文在
寅。成為韓國首位女性總統後，這樣的忠誠度，
協助她度過數場危機，包括 2014 年造成 300 人死亡
的世越號渡輪沉沒事故。可惜由於“干政門”事
件，令朴槿惠斷送政途。受朴槿惠干政風波持續
發酵，令自由派聲望大增，讓文在寅在去年大選
中，以大熱姿態擊敗保守派候選人。
66 歲的朴槿惠從未結婚的事實，也是她當初
虜獲民眾支持的因素之一，因為過去常有領袖捲
入親人貪汙醜聞。她競選總統時宣稱自己不虧欠
任何人， 「嫁給國家」。朴槿惠競選總統發表演
說時提到： 「我沒有家庭需要照護，也沒有小孩
可以繼承財產……我想把我自己奉獻給國家與人
民。」擔任總統時，朴槿惠持續強化她是韓國
「無私女兒」的形象，私下平常，都是獨自吃晚
餐，在難得的閒暇時刻:只有狗隻陪伴。因此，當
朴槿惠爆出閨密崔順實干政醜聞時，就連她最忠
實的支持者也認為難以接受。
這也讓外界注意到朴槿惠與崔順實已故父親
崔太敏長達數十年又受人質疑的關係。崔太敏是
宗教人物，1970 年代遭控利用與朴槿惠的關係，
從韓國企業牟取大量金錢。國家調查聲稱，崔順
實跟隨她父親的腳步，與朴槿惠共謀施壓企業
「捐贈」數千萬美元給非營利基金會，之後用在
崔順實個人目的。
朴槿惠自去年三月卅一日被批捕後，一直關
在首爾看守所。同年十月，朴槿惠關押期限被延
長，對於檢方的多次訊問，均三緘其口，拒絕提
供口供。
獄中讀書度日
在看守所，除了與兩名律師之外，她拒絕與
其他人見面，包括自己的胞弟和胞妹。允許與家
人會面的春節和中秋節，她也一個人度過。此外
，朴槿惠平時在看守所閱讀以日本戰國時代為背
景的小說《大望》和韓國長篇小說《客主》、漫
畫《風鬥士》等 ，過高獄中讀書度日的安靜日子
。

呂明 中醫針炙師

Ming Lu Acupuncture Clinic

主治

御醫
傳人

中國吉林長春中醫學院畢業
具有41余年臨床經驗
美國德州執照中醫針炙醫生

(ACOO196)

免費
諮詢

中醫全科 / 頭痛 / 偏頭痛 / 頸背腰痛 / 各種過敏症 / 氣喘咳嗽各
種胃病 / 男女不孕症 / 性功能障礙 / 月經不調 / 更年期綜合症
各種腸胃病 / 運動損傷 / 戒煙 / 神經性疾病 / 高血壓 / 中風偏癱
口眼歪斜 / 風濕關節炎 / 內分泌失調 / 肝病等...

門診時間/

週一至週五：10:30AM-4:30PM
週六、日：9AM-1PM 週四休息

門診地址/

9889 Bellaire Blvd Suite A119
Houston, TX 77036

~ 科學中藥
一次性針炙針~
預約電話/

713-271-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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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時間 2018 年 4 月 12 日，韓國首爾，市政府工作人員清洗光化門廣
場的世宗大王銅像。
當地時間 2018 年 4 月 11 日，瑞士伯爾尼，冒險者在阿勒河上表演走繩索。

西班牙加泰邏尼亞，塞爾吉· 桑托斯和妻子壹起制作性愛機器人。
他們在壹起 16 年了，薩曼莎是他們的得意之作。她有三個模式，
能切換不同的性格。塞爾吉說機器人能改善婚姻生活，也包括他自
己的。桑托斯還計劃跟薩曼莎“生孩子”。他聲稱自己能將機器人
的個性與人類同伴的特征和信仰組合到壹起。然後通過計算機軟件
為“孩子”創造出壹人工智能大腦，並且 3D 打印它的身體。

當地時間 2018 年 4 月 10 日，俄羅斯莫斯科，俄羅斯出租車司機參加抵制網約車 Yandex.Taxi 的活動。

綜合經濟

亞行副行長張文才：

亞行將大力助推
尼泊爾全面發展發展

亞洲開發銀行(亞行)副行
長張文才 12 日在加德滿都接受
中新社記者專訪時表示，亞行
將繼續支持尼泊爾的改革與發
展，幫助尼泊爾改變“陸鎖國
”的現狀，實現國內及同周邊
國家的互聯互通，助力其早日
邁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
張文才此次到訪尼泊爾恰
是在尼新政府組建完成後。他
說，通過與尼泊爾總理、財政
部長等官員的溝通，可以了解
尼泊爾經濟發展所面臨的困難
與挑戰，及時了解他們的需求
，從而為亞行制定、執行未來
對尼援助政策奠定基礎。
張文才表示，亞行是尼泊
爾的長期合作夥伴。從 1966 年以
來，亞行已經對尼泊爾進行了大
量援助。截至目前，尼泊爾已經
從亞行獲得了約逾 52 億美元的資
金支持。同時，亞行也向尼泊爾
提供了大量技術援助。比如在
2017 年，就向該國提供以及動員
了 600 多萬美元的技術援助。
近年來，亞行對尼泊爾的幫
助也在逐步增強。張文才介紹，
在 2014 至 2016 年，尼泊爾每年從
亞行獲得的貸款額為約 3 億美元
；2017 年，尼泊爾則獲得了逾 4
億美元；在 2018 年，亞行對尼泊
爾的計劃承諾貸款金額為近 6 億
美元，並將和政府共同努力爭取
有關項目盡快簽署貸款協議、盡
早執行。
他表示，在過去壹段時間裏
，亞行在尼泊爾的工作主要集中
在以下 4 點。
壹是支持基礎設施建設。亞
行著力推動尼泊爾交通、能源、
城市供水與服務等方面的建設與
發展。
二是協助其進行人力資源開
發。包括中等教育、職業教育、
技能培訓等方面，這是亞行關註
的重點。

三是提升其應對災害、氣候
變化、生態環境變化的能力。
四是助推農業現代化、商業
化發展。農業是尼泊爾的優勢行
業之壹。亞行為其制定了具體戰
略，實施相關項目，為該行業轉
型升級提供條件。
在采訪中，張文才多次提到
尼泊爾作為內陸國家，應早日實
現同周邊國家的互聯互通，推
動區域合作。“公路、鐵路、
跨境輸變電線路及海關通關便
利化、同周邊國家貿易便利化
等方面都是值得去做大量工作的
。”他說。
展望未來，張文才表示，在
已有的合作基礎上，亞行還將同
尼泊爾共同探討制訂“國別合作
夥伴戰略(2020—2024 年)”。在此
框架下，每年可望對尼提供約 5
億美元的承諾貸款額。
他說，尼泊爾對資金的需求
很大，所以亞行將同世界銀行、
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以及其他
多雙邊機構共同努力，加大對尼
泊爾的投入，並動員私人部門的
資金參與相關項目投資。他特別
強調私人部門資金在尼泊爾發展
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其扮演更為
重要的角色。

此外，亞行還將幫助尼泊爾
各級政府提升治理能力，加強官
員實施項目的能力，並為尼泊爾
國內各地的互聯互通添磚加瓦。
在經濟方面，亞行將幫助尼泊爾
在維護宏觀經濟穩定以及推動各
行業、各領域的改革等方面給予
支持。
“ 我 們 預 計 ， 到 2020 年
，亞太地區中絕大多數發展
中國家都將邁入中等或中等
以上收入國家行列。尼泊爾
要完成這個目標，任務的確
艱巨。但我們也看到，中國
和印度是世界上兩大高速發
展的經濟體。尼泊爾若能善
用其中機會，經濟發展的前
景非常可觀。當然，尼泊爾
需要進行各類改革，解決結
構性問題，從而實現長遠發
展。”張文才說。
亞 行 成 立 於 1966 年 ， 是 亞
洲和太平洋地區的區域性金融
機 構 ， 目 前 有 67 個 成 員 。 它 的
使命是幫助發展中成員減少貧
困，提高民眾生活水平，以實
現“沒有貧困的亞太地區”這
壹 終 極 目 標 。 中 國 於 1986 年 3
月正式加入亞行，現為第三大
股東。

壹季度中國進出口增速放緩
貿易順差收窄 21.8%
中國海關總署 13 日發布的最新數據顯示
，2018 年壹季度中國貨物貿易進出口總值 6.75
萬億元(人民幣，下同)，同比增長 9.4%，增幅
較 1-2 月下降 7.3 個百分點。
其 中 ， 出 口 同 比 增 長 7.4% ， 進 口 增 長
11.7%，貿易順差 3261.8 億元，收窄 21.8%。
海關總署新聞發言人黃頌平在當天國務院
新聞辦公室舉行的發布會上稱，壹季度中國進
出口更趨平衡，進口增速快於出口 4.3 個百分
點，中國市場向世界進壹步開放、共享。
壹季度中國進出口產品結構更為優化。
部分附加值較高的機電產品和裝備制造產品
出口保持良好增勢，如出口汽車增長 10.9%。
進口方面，部分重要設備和關鍵零部件、優
質消費品進口較快增長，其中集成電路增長

28.7%，數控機床進口增長 47.4%，水海產品
增長逾三成。
分國別看，壹季度中國與“壹帶壹路”
沿線國家進出口總值 1.86 萬億元，增長 12.9%
，高出同期中國外貿整體增速 3.5 個百分點，
占中國進出口總值的 27.5%。
談及上半年中國外貿走勢，黃頌平稱，
目前國際環境不確定性仍存，貿易保護主義
持續升溫，全球制造業競爭程度上升均給中
國外貿發展帶來挑戰。“今年二季度，全球
經濟和國際貿易走勢面臨的壓力和挑戰有增
無減。”
他表示，考慮到中國將在擴大開放上采
取多項重大舉措，預計中國外貿進出口仍將
保持增長。

壹季度中國與“壹帶壹路”
沿線國家進出口總值 1.86 萬億
海關總署新聞發言人黃頌平今日介紹，
今年壹季度，我國與“壹帶壹路”沿線國家
進出口總值 1.86 萬億元，增長 12.9%，高出同
期我國外貿整體增速 3.5 個百分點，占我國進
出口總值的 27.5%，比重提升 0.9 個百分點，
其 中 出 口 1.03 萬 億 元 ， 增 長 10.8% ， 進 口
8292.3 億元，增長 15.7%。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13 日舉行新聞發布會
，海關總署新聞發言人黃頌平介紹 2018 年壹
季度進出口情況，並回答記者提問。
有記者問，今年是“壹帶壹路”倡議提
出五周年，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也將推進“壹
帶壹路”國際合作作為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
格局的首要舉措，請介紹壹下目前中國和
“壹帶壹路”沿線國家貿易情況如何？海關
在參與“壹帶壹路”建設方面有哪些新的舉
措？
對此，黃頌平表示，2018 年是習近平總
書記提出“壹帶壹路”倡議五周年。五年來
，“壹帶壹路”建設從理念轉化為行動，從
願景轉化為現實，取得了豐碩成果，越來越
多國家和地區從中受益。
他介紹，在外貿進出口方面，2013 年至
2017 年，我國與“壹帶壹路”沿線國家進出
口總值 33.2 萬億元人民幣，年均增長 4%，高
於同期我國外貿年均增速，成為對外貿易發
展的壹個亮點。今年壹季度，我國與“壹帶

壹路”沿線國家進出口總值 1.86 萬億元，增
長 12.9%，高出同期我國外貿整體增速 3.5 個
百分點，占我國進出口總值的 27.5%，比重提
升 0.9 個百分點，其中出口 1.03 萬億元，增長
10.8%，進口 8292.3 億元，增長 15.7%。
關於海關支持“壹帶壹路”建設方面
所做的工作，黃頌平稱，可以具體概括
為五個方面：首先是積極參加國家“壹
帶壹路”相關重大措施的研究制定；其
次是加強了與沿線國家海關“信息互換
、監管互認、執法互助”合作；三是推
進全國通關壹體化建設，健全完善中歐
班列口岸通關協調機制，發起並推動
“關鐵通”倡議等；四是推進中國和哈
薩克斯坦、中國和吉爾吉斯斯坦、中國
和塔吉克斯坦農產品快速通關“綠色通
道 ” 項 目 ， 農 產 品 通 關 時 間 縮 短 了 90% ；
五是各地海關創造性地開展了壹些有特
色、針對性強的活動，強化相互間的通
關協作，暢通物流通道。
他進壹步指出，我們將繼續從“深化機
制銜接合作、深化監管創新合作、深化信息
共享合作、深化貿易安全合作、深化能力建
設合作”等幾方面加強“壹帶壹路”沿線國
家海關合作，形成建設合力，促進沿線區域
貿易暢通，為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貢獻
海關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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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時間 4 月 12 日淩晨 2 點 45 分，2017-18 賽季歐冠 1/4 決賽展開第 2 回合交鋒，皇家馬德裏坐鎮主場迎戰尤文圖斯，皇馬在兩
隊首回合交鋒中 3-0 戰勝尤文。本場比賽開場不到 2 分鐘曼朱基齊閃電破門，隨後他再入壹球梅開二度，下半場比賽馬圖伊迪
將總比分扳成 3-3 平，補時階段皇馬獲得點球，布馮被罰下，C 羅主罰點球命中，尤文雖然在第 2 回合對陣中 3-1 取勝，但皇
馬最終以 4-3 的總比分晉級。

近日，遊泳運動員寧澤濤為雜誌拍攝的寫真照片曝光，引發網友熱議，成為最熱門
的話題之壹。畫面中寧澤濤大露腹肌盡顯荷爾蒙。

北京時間 4 月 12 日，2018F1 大獎賽上海站前瞻日，漢密爾頓領銜眾高手抵達。壹身帥氣穿搭的漢密爾頓引車迷歡呼，而維特
爾滿面笑容自信滿滿。

日本车站迎新任见习观光站长
呆萌秋田犬上线

离婚半个世纪
美国八旬老人
与 78 岁恋人再续前缘
真爱常会兜兜转转。据美国《世界日报》报
道，美国肯塔基州一对老伴侣在离婚半世纪后，
计划再续前缘，共同走完人生的最后的一段路程
。
据报道，83 岁的哈洛德· 贺兰(Harold Holland)
与 78 岁的莉莲· 巴恩斯(Lillian Barnes)将于 4 月 14
日在美肯塔基州莱克辛顿浸信会三一堂再次交换
结婚誓言，结为夫妻。届时，两人的孙儿将会主
持这项仪式。

4 月 1 日，日本青森县鲹泽站迎来新一任“见习观光站长”——秋田犬 Chome，当天在该站站前
广场，还举行了任命书交付仪式。
从 2017 年至今，秋田犬 Chome 的父母 Wasao 及 Tsubaki 担任着青森县鲹泽站的观光站长及观光副
站长。据报道，它们的推测年龄分别约 11 岁和约 5 岁。今年，它们约 2 岁的女儿 Chome 将尝试“接棒
”，首次就任见习观光站长。她的任期为 1 年，将在观光季节，以目送列车等方式款待观光客。
据报道，由于秋田犬 Chome 的主人菊谷节子于 2017 年 11 月去世。因此 4 月 1 日，Wasao Project 的
代表工藤健接过了给 Chome 的任命书，并致辞表示，“希望鲹泽站的观光今年也能因 Wasao 一家而
气氛火热”。
4 月 1 日当天，3 只秋田犬前往站台迎接列车，列车乘客纷纷隔着车窗对 Wasao 一家挥手或拍照。
据一位来自岩手县花卷市孩子笑着说，“比想象中更大，吓了一跳。毛松松软软的很可爱”。

澳大利亚 104 岁老人生日许愿
早点离开这个世界
澳大利亚珀斯一名 104 岁的老人近日刚刚过
完生日，面对家人的祝福时，这名老者却表示自
己许的愿望是能早点离开这个世界。
据报道，古德尔(David Goodall)是一名大学老
师，此前他就因为年纪过百还仍乘电车上班工作
而被媒体报道过，最近他在女儿的家中和家人朋
友一起庆祝了自己104岁的生日，不过在吹蜡烛许
愿的时候，古德尔说：“我想死去。”
据悉，古德尔之前是 Edith Cowan 大学的工
作人员，在 2016 年的时候，他因为年事已高却仍
坚守工作岗位而成为新闻的头版头条，但是现在
古德尔的身体每况愈下，他表示自己真希望能年
轻 20 岁或者 30 岁。
报道称，现在古德尔已经不能再做太多的工
作，因为视力下降，他已经看不清电子邮件中的
内容，几个月之前他还不小心在自家摔倒了，幸
好两天后清洁工发现趴在地上的古德尔，将他扶

起，现在的古德尔再也不能前往学校工作了。
“这不是缺少自尊，而是完全没有尊严可言
”，古德尔说。他认为，当一个人过了中年的时
候，应该享有全面的公民权利，这其中包括让别
人协助自己自杀。据悉，古德尔 20 年前就加入了
Exit International 组织，该组织支持安乐死合法化
。
报道指出，维州众议院在 2017 年就通过了安
乐死合法化议案修正案，使维州成为澳大利亚首
个安乐死合法化的州。新法案将于 2019 年年中生
效，届时，维州年满 18 岁以上、并被判定生命剩
下不到 6 个月的绝症病人，可以选择安乐死。
不过，病人必须获得多名医生鉴定，长期承
受剧痛，而且心智健全。另外，北领地曾于 1995
年通过安乐死合法化议案并在一年后生效，成为
世界上首部安乐死合法的相关法律。不过，澳大
利亚政府在 1997 年推翻了该法案。

1955 年，贺兰和巴恩斯在圣诞节前夕举行了
结婚，但他们在生育了 5 个孩子后分手。贺兰说
，他的工作使他远离家人，他称那次分开“百分
之百是我的错”。此后两人都分别再婚，但他们
的配偶都在 2015 年去世。
随后，事情发生转机，贺兰和巴恩斯参加了
一次家庭团聚，去年 12 月，两人谈到再次结婚的
问题，贺兰说，“我们决定要一起走完最后一程
路。”

非洲猎豹闯入车后座
游客经历惊险“亲密接触”
美国游客海耶斯(Britton
Hayes)和他叔叔在坦桑尼亚的
塞伦盖提国家公园(Serengeti)
游览时，意外与猎豹“亲密
接触”，经历了一段难忘的
体验。
据报道，他们原本乘坐
吉 普 车 ， 在 Gol Kopjes 地 区
欣赏猎豹，但这却引起了 3 只
猎豹兄弟的兴趣，开始慢慢
朝他们逼近，其中一只跳上
引擎盖四处观望，另一只则
从后座钻进来，扶着椅背探
头探脑，大约 10 分钟后才失
去兴趣，跳车离开。
由于担心突然高速驶离
，可能会让野生动物受到惊
吓，酿成伤亡，因此导游决
定暂时按兵不动，示意游客
保持冷静，不要和猎豹有眼
神接触，猎豹就不会把他们
当成威胁。
海耶斯表示，这是他生
平第一次和掠食者如此靠近
，虽然内心十分紧张，但好
在导游经验丰富，整段过程
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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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路士連入 3 球
反勝修咸頓
英超 14 日上演修咸頓主場對車
路士之戰。結果修咸頓主場一度領先
■歐聯大使舒夫真高
歐聯大使舒夫真高（
（右）為 4 強戰抽籤
強戰抽籤。
。

兩球下，以 2：3 反敗予車路士，護

法新社

級形勢更為惡劣。

拜仁歐聯鬥皇馬
拜仁歐聯鬥
皇馬
羅馬偶遇利物浦

賽

■修咸頓的沙恩朗
（ 左 ） 與尼高路簡迪
作爭逐。
作爭逐
。
路透社

英
快 超
訊

前 6 場聯賽得
2 和 4 負不
勝，已跌至第 18 位
護級漩渦的修咸
頓，上半場面對
“五哥”車路士反
而佔有優勢，更於
21 分鐘由塞爾維亞
中場杜辛泰迪治，
■ 兩軍領隊賽前惺惺相
於禁區內接應倒戈
惜。
路透社
的賴恩貝特蘭傳中
撞入而領先。到37分鐘，聖徒本有機會增添比
數，可惜禾特普斯與杜辛泰迪治先後施射，均
逃不過車路士門將泰拔高圖爾斯的十指關，主
隊半場僅領先1球返入更衣室。
換邊之後，修咸頓於初段仍佔得上風，
並於 59 分鐘，由首度替球隊上陣的小將碧拿
歷，接應禾特普斯的罰球射入，替聖徒領先
至兩球。落後的車路士此時才如夢初醒，先
於 69 分鐘由基奧特頭槌“破蛋”。到 74 分
鐘，夏薩特再於門前勁射得手助客軍扳平。3
分鐘後，基奧特禁區內射入個人今場第2 球，
助藍戰士反勝3：2完場。
今戰過後，原排尾3 的修咸頓依然落後周
末稍後時間登場的水晶宮 3 分，護級形勢惡
劣。至於車路士落後第 4 位熱刺 7 分兼打多一
場，出線來季歐聯機會仍不大。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浩然

英球員先生名單公佈

維拉鎖定附加賽資格

英格蘭職業球員公會，於 14 日公佈
本屆“球員先生”的 6 人候選名單。其中
曼城共有 3 人入選，分別為奇雲迪布尼、
大衛施華及利萊辛尼。而正爭逐神射手的
熱刺前鋒哈利卡尼及利物浦翼鋒穆罕默德
沙拿，亦聯同曼聯門將迪基亞一同入圍。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浩然

英冠名牌球隊阿士東維拉，於北京時
間周六凌晨的聯賽中憑加比賓一箭定江
山，主場以 1：0 險勝列斯聯，賽後以 43
戰得 79 分暫列第 4 位，雖然落後次席、身
處直接升班位置的富咸兩分兼且多打一
場，但已至少肯定鎖定一席升班附加賽資
格。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浩然

麥基補時奠勝 助東方絕殺理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剛於足總盃出
局的東方龍獅14日在旺角大球場上演絕地反擊，
憑藉麥基在完場前補時階段的入球以3：2“絕殺”
理文，全取3分後穩居中銀人壽香港超級聯賽榜
第4位。
東方龍獅今場未能以最強陣容出戰，林學
曦、吳偉超及茹子楠等後備球員獲得正選機
會，或許受到足總盃出局的影響，東方上半場
鬥心明顯不及對手，理文憑藉跑動及活力於中
場爭奪佔盡優勢，相反東方則失誤頻頻，理文
先開紀錄的入球就是由於東方後場傳送失誤，
無人看管的謝朗軒禁區內起腳破網成 1：0，僅
5 分鐘後理文再把握東方守衛解圍不遠，顏樂
楓勁射建功再入一球。
不過換邊後東方有脫胎換骨的表現，先有
白鶴扳回一城，其後東方換入麥基及洛迪古斯
等正選前鋒更是氣勢如虹，兩大鋒將亦不負所

本屆歐聯準決賽於北京時間 13日晚抽籤。其中爭取歐聯 3
連霸的皇家馬德里，在 4 強將要面對另一支大熱門拜仁慕尼
黑；而英超的利物浦，就會與爆冷淘汰巴塞羅那的羅馬爭取另
一個決賽席位。至於歐霸盃同樣由兩強對壘，阿仙奴與馬德里
體育會要在4強爭雄。
歐聯 4 強的戲碼，正是去季 8 強的翻版。當時拜仁本在作
客班拿貝在總比分追平皇馬，但C朗拿度補時入兩球下，拜仁
以 2：4 無緣晉級。對此，拜仁守將甘美治表示：“我們上季
差點就將皇馬淘汰，所以不介意向他們復仇，然後，我們會晉
級決賽。”首回合賽事會在本月 24 及 25 日上演，拜仁與利物
浦先主場，而次回合在 5 月 1 及 2 日舉行，由皇馬及羅馬主場
出戰。決賽會於5月26日在烏克蘭的基輔上演。
在歐霸盃方面，同樣是兩支奪標大熱在 4 強碰頭。驚險出
線的“兵工廠”阿仙奴，將會面對西甲的馬體會。另外一場就
由法甲的馬賽對奧地利的薩爾斯堡。首回合將會在本月 26 日
展開，阿仙奴會先於酋長球場鬥馬體會，而次回合就會在 5 月
3 日於馬體會主場對賽。至於歐霸盃決賽，今屆會在法國的里
昂上演。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文俊

歐聯 4 強抽籤結果
拜仁慕尼黑

對

皇家馬德里

利物浦

對

羅馬

歐霸 4 強抽籤結果
阿仙奴

對

馬德里體育會

馬賽

對

薩爾斯堡

*前者先主場

■英國女裁判
14 日 擔 任 旁
證。
香港文匯報
記者郭正謙 攝

■ 理文前鋒史堤芬
彭利拿（
彭利拿
（ 左 ） 今場
表現活躍。
表現活躍
。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正謙 攝

托各入一球，助東方上演絕地反擊險勝理文
3：2，全取3分仍居第4位。
東方主帥李健和表示在餘下賽事會盡量給
予年輕球員上陣機會，很高興看到球隊能從足

短訊

疲軍東方遠征ABL誓滅“火”

總盃的失利中恢復過來。
而 14 日在廣州燕子崗體育場進行的另一
場港超賽事，冠忠南區則憑藉陳肇鈞及馬高斯
的入球以2：1反勝R&F富力。

港跳遠王子兼項百米跑 險勝奪冠

在銀牌賽激戰永倫憾負的香港東方籃球隊，14
日馬不停蹄飛赴菲律賓，為 ABL 季後賽四強生死
關鍵戰死拚菲律賓火焰。衛冕的香港東方副總監香
振強直言：“據這兩年作客菲律賓經驗，他們的主
場往往有過萬名球迷入場來‘招呼’我們，故此高
度集中力是必須！我們從來不會把輸波責任歸咎於
個別人員，‘香港東方’是一 TEAM 人，‘贏就
一齊贏，輸就一齊輸’！”
■香港文匯報記者 潘志南

女足亞洲盃 中日四強對壘
女足亞洲盃 B 組最後一輪比賽於當地時間 13 日
晚在約旦首都安曼戰罷，日本和澳洲互進1球攜手晉
級，韓國儘管以4：0擊敗越南但仍功虧一簣，將與A
組第三名菲律賓隊爭奪最後一張明年世界盃決賽圈門
票。衛冕冠軍日本隊作為該組第二名，將在 17 日的
準決賽中與A組第一中國隊決一高低。
■新華社

卡洛域入4強創最年長紀錄

■陳銘泰
陳銘泰在
在百米飛人大戰率先衝
線。
記者潘志南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香港“跳遠王子”陳
銘泰有望成為“香港劉易斯”。剛在周二“冧莊”最佳
運動員的陳銘泰，14日在香港田徑系列賽參加百米飛人
大戰，以0.01秒之優勢力壓香港“飛人”吳家鋒奪得金
牌，並造出個人最佳成績。吳家鋒以10秒48的成績獲得
亞軍；季軍為香港100米跑紀錄保持者徐志豪，成績10
秒61。
看似“客串”的陳銘泰除出戰男子100米跑外，還
兼戰強項跳遠，並順利奪冠。他坦言，百米比賽以入
決賽為目標，名次是次要，不料超額完成任務。對於
會否加強短跑訓練，他表示需視乎教練安排，不過他
希望於亞運會時助陣香港4×100米接力隊。
上世紀80年代，美國名將劉易斯在百米和跳遠均有
非凡成就，對此“阿泰”指跳遠的加速跑和百米跑相同。
而已放下性侵事件的香港“欄后”呂麗瑤，14 日再踏田
徑場。她參加100 米跑，以12.18 秒得第4 名，冠軍由港
隊 100 米“一姐”陳佩琦以 12.05 秒奪得。

■老將卡洛域創下新紀錄
老將卡洛域創下新紀錄。
。

路透社

克羅地亞網球名將卡洛域，日前在洛杉磯舉行的美國泥地
錦標賽中創下紀錄。這位現年 39 歲的老將，在 8 強以 2：1 反勝
澳洲球手基治奧斯殺入 4 強，成為最年長晉級 ATP 巡迴賽準決
賽的球手。
面對賽事 4 號種子、來自澳洲的基治奧斯，卡洛域首盤以
3：6 落敗，但這名經驗老到的球手之後收拾心情，連贏兩盤
6：2 及 6：3，順利晉級準決賽，4 強將面對美國球手辛格。卡
洛域之勝，亦令他打破了退役名宿干納斯紀錄，以39歲之齡成
為最年長晉級ATP巡迴賽準決賽的球手。
創下紀錄的卡洛域賽後似對紀錄不以為然，只表示對能
擊敗基治奧斯這類強手感到高興。卡洛域還有望打破另一項
紀錄；在 1977 年，澳洲名將羅斯禾爾以 43 歲之年齡殺入香
港公開賽決賽，卡洛域如能再征戰 4 年，紀錄隨時可由他打
破。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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