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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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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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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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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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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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鑽石歌王 」林沖
林沖 5 月 12 日千萬影迷見面會
應「 美南華文作協」 、「 和樂之聲」 之邀
主講「 林沖的電影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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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特威德河畔貝裏克，攝影師NG Cheuk Kai 在貓頭鷹自然保護區連續拍攝貓頭
鷹時，發現貓頭鷹突然不見了。原來，這只貓頭鷹把自己藏在樹洞裏，瞬間和樹皮的顏
色融為壹體，只有當它睜開眼睛，以及當它的黃色鳥喙伸出來時，攝影師才有機會發現
它的隱身之處。

荷蘭設計超級豪華遊艇 外形酷似“古老”獨木舟

近日近日，，壹艘壹艘““復古復古””設計的現代超級遊艇被曝光設計的現代超級遊艇被曝光。。這艘這艘
115115米的船是仿照古時的獨木舟設計米的船是仿照古時的獨木舟設計，，用來探索太平洋用來探索太平洋。。

挪威夫妻自建生態圓頂屋挪威夫妻自建生態圓頂屋 回歸自然與北極光為伴回歸自然與北極光為伴

挪威夫妻挪威夫妻MarieMarie和和BenjaminBenjamin向來崇尚永續生活設計向來崇尚永續生活設計，，他們在他們在SandhornoySandhornoy島上自島上自
己設計建造了壹座生態小屋己設計建造了壹座生態小屋，，他們的這座小屋占地他們的這座小屋占地240240平方米平方米，，外面罩了壹個直徑外面罩了壹個直徑
175175米的半圓形玻璃罩米的半圓形玻璃罩，，整座房屋外形如因紐特人的冰砌圓屋壹般整座房屋外形如因紐特人的冰砌圓屋壹般。。在玻璃罩下在玻璃罩下，，
MarieMarie和和BenjaminBenjamin還在房屋外面開辟花園種上草藥還在房屋外面開辟花園種上草藥、、蔬菜和果樹蔬菜和果樹，，花園植物的取暖全花園植物的取暖全
靠玻璃屋的溫室效應靠玻璃屋的溫室效應，，而灌輸用水和養分則來自廢水而灌輸用水和養分則來自廢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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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經濟規模位居全球第二：
中國邁向數字大國

在首屆數字中國建設峰會召開期

間，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發布的

《數字中國建設發展報告（2017年）》

顯示，2017 年，中國數字經濟規模達

27.2萬億元，同比增長20.3%，占GDP的

比重達到32.9%。數字經濟規模位居全

球第二。

《報告》同時指出，中國在信息領

域部分核心技術取得重大突破；數字經

濟拓展經濟發展新空間；網信軍民融合

發展縱深推進；中國在推動全球互聯網

發展中發揮積極作用；數字中國開啟中

國信息化發展新征程。

數字產品有“人情味”
“小Q，幫我打開臥室燈”“小Q，

幫我打開電視”。首屆數字中國建設峰

會上，騰訊展出的小Q機器人吸引了眾

多人圍觀。對這款小巧可愛的機器人發

起語音指令，就可以滿足各類家庭生活

需求。

峰會期間，許多最新數字產品成果

集中展示，描繪了壹幅未來生活的數字

化場景。

高速路收費站容易擁堵？廣州壹家

公司展示了移動支付高速收費系統，該

系統通過智能車牌識別、GPS定位等，

並與微信、支付寶等網上支付平臺對

接，可以實現實時的智能結算，車輛也

可“刷臉”進站、繳費。

古詩詞晦澀難懂？網龍網絡公司推

出AI助教，可以帶領學生們進入到虛擬

場景，與古代文人進行互動，輔助老師

打造“雙師課堂”。據介紹，AI助教將

於今年6月投入使用。

這些科技的應用，來自於企業對

數字產品的開發創新。如今，大到

政務工作、小到居家出行，以大數

據、雲計算、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數

字技術正日益滲透其中，數字經濟

將曾經人們想象中的智能新生活變

為現實。

同時，“數字中國”已經不僅體現

在日常生活中，更體現在文化建設層

面。4月23日，騰訊舉辦了壹場“新文

創生態大會”。為何名為“新文創”？

騰訊集團副總裁、騰訊影業首席執行官

程武認為，這是壹種數字時代下全新的

文化生產與傳播方式。

“這是塑造 IP（知識產權）的方

式、方法上的升級。因為只有把各種

協作主體、文化資源以及創意形式廣

泛地連接起來，才能實現更高效的

數字文化生產。”程武表示，在“新

文創”時代，我們需要共同打造民族

文化產品，為構建壹個產業發達、文

化繁榮、價值廣泛的“數字文化中國”

而努力。

將產業發展與民生改善互動融合，

增加經濟發展“人情味”，是數字經濟

產生的最重要外溢效應之壹。工信部信

息化和軟件服務業司司長謝少鋒說，以

數字驅動生產力，不斷滿足人民的需

要，數字經濟將推動更高質量、更加公

平發展。

數字技術軍民融合
數字中國建設正步入快速發展的新

階段。加快建設數字中國，尤需夯實數

字基礎。

如何加速網絡基礎設施建設，打好

數字經濟的“地基”；如何更快推動新

技術投入市場應用；如何探索更優的信

息共享和互信互認機制……都需要在創

新中探索解決。

4月 23 日，中國電科 38所發布了

實際運算性能市場同類產品最強的數

字信號處理器——“魂芯二號 A”。

該芯片由38所完全自主設計，每秒能

完成千億次浮點操作運算，單核性能

達到當前國際市場上同類芯片核性能

的2.5倍。

據介紹，“魂芯二號 A”將廣泛

運用 於 雷 達 、 電 子 對 抗 、 通 信 、

圖像處理、醫療電子、工業機器人

等高密集計算領域。目前，正在多

種重大裝備以及圖像處理領域中推

廣使用。

“如何把軍用領域已有的技術進壹

步降低成本，使它逐步應用到民用領

域，實現軍民融合，是壹步大棋。”中

國電科市場部經理梅建超對本報記者表

示，相信未來，隨著制造業水平的提

升，制造成本會逐步降低，軍用領域的

高精尖技術也會以適應市場的成本應用

到民用領域。

國家網信辦有關負責人表示，將

深化網絡基礎設施的建設合作，推進

5G技術的研發和商用部署，加快 IPv6

規模部署應用，建設物聯網等新型應

用基礎設施，使數字經濟的“大動

脈”更加通暢。

數字企業做專做優
研究表明，數字化程度每提高

10%，人均GDP增長0.5%至 0.62%。在

全球經濟增長乏力情形下，數字經濟

被視為推動經濟變革、效率變革和動

力變革的加速器，撬動經濟發展的新

杠桿。

數字驅動下，工業制造正在構建更

敏捷的生產、經營、管理體系。工信部

調查顯示，數字化智能化改造後，企業

生產效率平均提升超30%，運營成本約

降20%。

“數字化是智能制造、工業互聯網

的基礎。企業的信息化往往更多在業務

層面，而隨著設備和生產的連接，制造

業企業需要更深入地數字化轉型，通過

數據積累和數字模型的分析，實現生產

過程的最優化。”國家工業信息安全發

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何小龍在接受本報采

訪時表示。

而企業如何更好地實現數字化轉

型？何小龍認為，依托數字化的雲平

臺，不同企業可以有不同的側重方

向。“有些企業側重研發，通過雲端

數據，可以更好地指導其研發；有的

企業側重營銷，大數據則可以輔助

其 進 行 市 場 分 析 。 ” 何 小 龍 說 ：

“以後的互聯網制造，將依托工業互

聯網平臺，讓企業最有效地發揮自己

的優勢。”

福建企業網龍網絡正是這樣壹家善

於做“專”的公司。立足數字教育，該

公司創新教育產品，不斷開拓全球市

場。據介紹，在2017年的第三季度，公

司的數字白板產品遠銷美國、英國、俄

羅斯、馬來西亞等國家，全球教育市場

占有率第壹。

“我們最大的優勢在於能夠快速創

新，並進入到新的領域，把新技術與行

業應用場景相結合。”網龍網絡控股有

限公司CEO熊立在接受采訪時表示，

在VR（虛擬現實）熱剛開始時，公司就

開始著手研究，將VR與教育相結合，

並在福建建立了全國最大的VR體驗中

心，與遊戲、教育等各個行業應用相結

合。

更讓人們感受到振奮的是，實體企業

從 數字經濟中獲得轉型升級的動力。

同時，以信息技術為核心的數字經濟，

衍生出更加共享、普惠和開放的經濟生

態，推動高質量發展。

數字中國聯通世界
數字中國的快速發展，同樣獲得世

界各方關註。全球知名咨詢公司麥肯錫

去年底發布的《數字中國：提升經濟全

球競爭力》報告顯示，2016 年中國的

零售電商交易額全球占比超過 40%，

預計超過法、德、日、英、美等 5國

的總和；移動支付個人消費交易額高

達7900億美元，相當於美國的11倍；

全世界 262家“獨角獸”中有 1/3 是中

國企業。

對此，麥肯錫資深董事合夥人、

全球研究院院長喬納森· 沃策爾說，

中國擁有全球最活躍的數字化投資與

創業生態系統，依托全球規模最大的

本土市場以及充足的風險投資資金，

中國企業舊有的效仿西方發展模式已

成功轉型為創新引領模式，中國已經

成為消費者導向型數字經濟的全球引

領者。

數字中國的快速發展，同樣為發

展中國家的數字化發展提供了難得

機遇。有專家分析指出，中國境外

風險投資約 75%投向數字相關行業，

中國數字公司積極推動海外並購活

動，其中“BAT”三大互聯網公司在

過去 2 年中開展了 35 次海外交易。

中國數字公司也在引領商業模式創

新，比如共享單車公司 ofo 和摩拜單

車已將其業務拓展到亞洲、歐洲及

拉美等國家。

聯合國大學學者奧耶班吉· 奧耶

拉蘭· 奧耶因卡表示，希望更多的中

國企業到非洲設廠。“非洲在科技

和工業領域發展基礎並不牢固，中

國企業可以為非洲發展做出貢獻。”

他說。

中歐數字協會主席魯乙己表示，

中國大力發展數字經濟和分享經濟，

培育新的增長點，形成新動能，這是

對中國經濟的驅動力，也是對世界經

濟的驅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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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三分之二冤

发表于近日《个性与社会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的研究，为我

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认识：缺少自我控制并不意味着

放纵或享乐，而是不论好坏、按照既已形成的习惯模

式，照例行事。

该研究的作者、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文理学院（Univer原
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USC）的副院长伍德·

温蒂（Wendy Wood）是世界上研究人类行为习惯的专

家，她致力于研究使得我们得以每天正常生活、工作

的一种无意识行为：“自动行为”（想象一下如果这种

行为失常，我们每天早上将不得不重新学习怎样刷牙

或找出去工作地点的路）。

她和同事大卫·尼尔（David Neal）的研究结果指出，我

们的自我控制能力本来就十分有限，这就意味着当我

们感到压力很大或疲惫时，我们更难控制自己的行

为。结果呢，当想自我放纵时，我们的行为更可能不自

觉的表现为平时已养成的习惯，比如吃一份健康的早

餐或者依旧坚持去健身房。

“当我们想要改变自己的行为时，我们总是为我们的

动机和自控力制定相应的策略。但是实际上，我们的

研究指出应该着重考虑如何建立一定的习惯。习惯会

一直持续影响我们，甚至在我们疲惫而没有能量进行

我控制时，”伍德如是说。

习惯对我们的健康有很重要的意义；已有研究表明运

动不足、吃得太多和吸烟是许多疾病的重要风险因

子。据一篇近期由南加州大学戴维斯学院的老年医学

科学艾琳·克里米（Eileen Crimmins）教授发表在《美

国科学院院报》（PNAS）上的报告，肥胖和吸烟是造成

美国人比其它高收入国家人民早亡的主要原因。

然而目前，对于许多疾病的预防大多依赖于自我控

制，而伍德这份最新的研究指出，预防疾病最好的方

法可能是知道什么时候该放手：“每个人都会感到有

压力，而将全部精力放在自我控制上可能不是实现目

标的最好方法，”她说道，“我们的研究发现，如果你是

那种意志力不强的人，养成良好的个人习惯就显得更

加重要。”

例如，在伍德和她的同事做的一项实验中，他们跟踪

测试了学生们一个学期（包括考试期间在内）的行为

表现。在测试过程中他们发现，当学生们感到有压力

或睡眠不足时，他们会更加忠实于自己的老习惯。伍

德解释道，“就好像他们没有精力去做一些新的改

变。”

在上课期间中吃不健康早餐如糕点、面包圈的学生，

在考试期间会吃更多的垃圾食物。同样的，那些吃健

康早餐，如燕麦片的学生，在考试期间仍然保持这种

健康的饮食习惯，甚至吃得更健康。与之类似的，那些

在学期间有每天阅读报纸社论习惯的学生，在考试期

间、甚至是时间很有限的时候，依旧保持这种阅读习

惯。而经常去健身房锻炼的人在倍感压力的时候依旧

会去健身房。

“你可能会推测，当学生有压力时或时间有限时，他们

根本就不会去读报纸了，然而他们反而忠实于自己阅

读习惯，”伍德说道，“习惯几乎不需要意志力、思想和

思考。所以，改变行为的关键问题应该是：怎样形成一

个健康的、有益的习惯？我们所知道的就是让这一行

为变成习惯，这样人们就会经常性的重复这一行为并

最终使之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好习惯，没那么容易被压力打败！
科 技

压力和疲惫可能会让我们变得麻木，但最新的研究表明，麻木并不意味

着我们会暴饮暴食或无节制的购物，有时，它也会让我们继续保持好的

行为习惯。

风力发电机的发电部分
为什么不安装在地下？

风机的发电机确实是装在上部的，维修一次费时费力。但是你知道维修的时

候主要是在维修什么吗？同步机的转速和频率有一个固定关系 n=60f/p，传

统异步机的转速为 n=60(1-s)f/p，因为转差率 s很小（一般都在 0.1以下），

转速也基本在同步速附近。一般风机的桨叶转速都很低，而电网要求使用

50Hz交流电并网，所以一般

都需要用齿轮箱进行变速，而

风机最容易损坏的部分就是

变速的齿轮箱，电机和桨叶本

身是比较耐用的不容易坏。现

在应用比较广泛的一种风机

结构是这样的：

现在一些使用电力电子变换

装置的风机可以不依赖机械

装置实现变速（呃其实是变

频），省去了齿轮箱，也就省

去了很多维修的工作量。双

馈电机的电路是这样的：

也就是异步电机转子部分的绕

组也有线路引出，然后通过变

频器就可以调节网侧输入到转

子处的电流频率了，可以很灵

活的改变电机转差率，可以让

风机的转速在较宽的范围内运行（一般是-30%~+20%）但是其实上双馈异步

电机主要的好处还是在调节转速和灵活控制无功上，从上图可以看出还是

有薄弱环节齿轮箱的存在，还是很容易坏。然后大家又折腾出来了一种新

的东西———永磁直驱电机（反正咱们国家稀土多价格便宜嘛），长下面这个

样子：

这个电机就不需要用齿轮箱了！利用永磁体作为励磁，不需要再额外加励

磁电流，不过由于是同步电机，转速由定子侧频率固定，对于风机转速的调

节由定子侧的 AC-DC-AC装置进行（所以说电力电子相当有用啊）。这样就

结构简单多了，还没有齿轮箱，基本就能解决题主所说的维修问题了（因为

他根本就不容易坏啊！），缺点就是体积大，而且太贵了。。。。

如果现在为了在低处维修方便而使用链条或者其他的机械结构传动，抛开

效率不谈，可以想象最容易损坏的就是链条了，并且顶部与桨叶连接的齿

轮损坏时，维修困难的问题依旧没有解决。总之在风电这个领域，发展的趋

势是能用电解决的问题就不要用机械解决。同样都是调节转速，电力电子

装置比机械装置更稳固耐用，效率更高，更好控制，时间常数也更小，调控

灵活。而且电力电子装置还能顺带调节无功哦~电力电子棒棒的

鯽魚荷包蛋
首先將鯽魚去鱗去鰓剖肚去腸整理幹凈，用

刀在魚身兩面劃幾刀，放鹽、料酒腌二十分鐘以

上 澱粉裏加適量水成水澱粉；蔥切段；老姜、蒜

、泡紅辣均切絲 鍋中放油燒至七成熱，下鯽魚炸

呈微黃色 將鵪鶉蛋打平底鍋中煮成荷包蛋，撈出

待用 炒鍋中放少量油燒至五成熱，下姜、蒜絲炒

出香味 加約一斤水，燒沸後下魚、醬油。

再燒沸後下荷包蛋、鹽，用中火燒沸改小火續

燒 燒七分鐘左右後，將魚、荷包蛋盛出裝盤待用

，撈出鍋中的姜、蒜絲不要，下蔥段略燒後勾芡

將芡汁澆到盤中的魚上 撒上泡紅辣絲即可上桌。

江南鹵鴨
將鴨清洗幹凈，冷水入鍋，水的高度與鴨子持平，加入適量料酒

、姜片和蔥結，蓋子上蓋子，大火燒開，撇去浮沫。

加入半碗醬油，加入1小勺鹽，蓋上蓋子，小火煮45-60分鐘，期

間給鴨翻3-4次身，每過幾分鐘，將湯汁舀起淋在鴨上。

湯汁煮至小半時，加入冰糖，繼續小火燉煮，每過幾分鐘，將

湯汁舀起淋在鴨上，直至湯汁稀少而粘稠，撒上點味精（實際上我

沒放）。

將鴨子撈出，晾涼，將湯裏的渣過略掉，將濃稠的湯盛在另一空

碗中晾涼後將鴨子切塊，淋上鹵鴨的湯同食即可。

烹飪小技巧
1 鴨子要選擇嫩鴨，而非老鴨，處理鴨子時，記得關照攤主是要做

鹵鴨的，攤主會選擇合適的剖法；一般整鴨燒的都是小剖；

2 為什麽是整鴨燒而不是切小塊再燒？整只燒，切開後水分比較飽

滿，塊型好看不回縮，滋味香醇；

3 關於醬油：老底子的醬油只有一種，顏色不是很淺，味不是很鹹

，天然足月發酵而成。加那種醬油的話，一般加小碗裏半碗左右，後期

顏色感覺淡了，可再加點醬油，味淡了可加點鹽。現在 市面上醬油種類

繁多，生抽味鹹但不上色，老抽上色但不入味，大家自己悠著點放，買

不道老底子的醬油的話，可以按老抽生抽組合著放，最終按顏色和鹹度

來調節，色淺了可加點老抽，味淡了可加點鹽或生抽。現在市面上還有

冰糖老抽的，如果選擇放冰糖老抽的話，後期的冰糖部分可以不加了。

大蒜燒雞肫
原料 ：雞胗350克
調料 ：色拉油適量 食鹽5克 味精5克 水澱

粉10毫升 青辣椒30克 大蒜80克 小蔥20克 白糖

10克 黃酒20毫升 高湯50毫升

將雞肫剖開，洗滌整理幹凈，再切成薄片，青

蒜擇洗幹凈，切成小段，泡椒去蒂，洗凈備用。鍋

中加油燒熱，下入雞胗滑透，撈出瀝油待用。

鍋中加底油燒熱，先下入泡椒、蔥花、蒜瓣

炒香，再加入雞肫、青蒜段、老湯、精鹽、味精

、白糖、紹酒燒至入味，然後用水澱粉勾芡即成

主料主料：：鴨鴨11只只
調料調料：：醬油半碗醬油半碗 冰糖冰糖5050克克 蔥蔥11把把
姜姜66片片 八角八角11個個 桂皮桂皮11~~22片片

大腸燉豆腐
主料：北豆腐250克 豬大腸250克 油菜心

100克 胡蘿蔔25克。

調料：食鹽3克 醬油3克 味精4克 蔥5克 姜

3克 蒜3克 花椒5克 料酒5克 香油2克 豬油 煉

20克 辣椒油2克。

將熟豬肥腸切成馬蹄塊，放入沸水鍋內焯一

下撈出，瀝幹水分 豆腐切成長為4厘米的菱形塊

，用沸水焯一下 油菜心洗凈，劈成單葉 蔥、姜

切成末 蒜去皮 胡蘿蔔去皮，切成小菱形片 將鍋

置於旺火上，放入豬油燒熱，用蔥末、姜末、蒜

片熗鍋 鍋內放入豬肥腸塊、胡蘿蔔煸炒，添入

高湯500克，加入醬油、精鹽、料酒、愛情椒，

再放入豆腐，燒開後轉用中火燉15分鐘。

放入油菜心、味精、紅油（辣椒油），再燉

3分鐘，淋上香油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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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加最後一次以阿仙奴主帥身
份領軍作客奧脫福，跟交手22年的
老對手曼聯作臨別對決，結果這場
於英國時間 4月 29 日晚的英超大
戰，“教授”的球隊以1：2落敗，

是“兵工廠”自1966年來首遭聯賽
客場6連敗。雲加亦創下掌“兵”
以來英超積分新低，然而他在英超
的成就依然不可抹殺。此役賽前，
雲加更獲得費格遜親手送上紀念品

致敬。
雲加曾與費格遜時代的“紅

魔”打出英超雙雄爭霸局面，惟兵工
廠近季連引為驕傲的前四金漆招牌也
不保。此戰是季後將卸下帥印的雲加
最後一次領“兵”作客奧脫福。
2013年榮休的費爵爺賽前親自到教
練席，跟當年亦敵亦友的雲加擁抱道
別，隨後向對方送上銀色獎盃。英國
《鏡報》指，上面印有一些字，大意
是向雲加領軍22年間的堅持和成就
致敬。費爵爺還叫現任紅魔領隊摩連
奴出來，雙方大方來個擁抱一泯恩
仇。
“摩佬”賽後說：“費格遜爵

士的頒獎比我的擁抱意義更大，我作
為曼聯領隊只跟雲加交手三、四次，
兩球會史上最大的競爭則是在他倆之

間。”雲加則大讚費Sir和摩佬很有
風度，對曼聯球迷對他的掌聲感到意
外，並衷心感謝。

MK恩曾扳平 費蘭尼後備絕殺
本周中有歐霸盃後顧，英超前

四無望的阿仙奴今仗輪換了一些小將
上陣，結果雖由倒戈的“MK恩”米
希達利恩一度扳平，但曼聯失寵中場
費蘭尼後備頂入，助曼聯補時絕殺
2：1。雲加認為，對於隊中一些小將
今仗已相當不容易。阿記賽後積57
分，即使最後3場全勝亦只得66分，
是雲加在任最低分紀錄，聯賽客場6
連敗更是他們 52年來首次。他坦
言，經常得勢不得分，正是己隊今季
作客的寫照。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費Sir摩佬送別雲加最後“仙魔戰”留憾

巴西前鋒法明奴英國時間4月29日晚
落實與利物浦續簽長約，在臨近歐聯大戰
前先振軍心。“這是很簡單的決定。球會
將我帶到一個難以置信的位置，而整支球
隊令我在這裡成長了很多，在這裡令我很
高興。”今季為利物浦攻入27球的法明奴
在球會官網表示：“隊友都是很出色的，
很感恩能與他們一起効力。”法明奴2015
年加盟以來為紅軍貢獻50個入球及32次助
攻，與穆罕默德沙拿及沙迪奧文尼組成現
時前線最強組合。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文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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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僅是巴塞史上第 25個西甲冠
軍，也是他們過去10年內的第7個

西甲錦標。他們之前已在西班牙盃奪
冠，球隊得以在歷史上第8次加冕“雙
料冠軍”，比皇馬多出4次。巴塞本賽
季至今仍以26勝8和在西甲戰場上保持
不敗，拋離多賽1場排名第2的馬德里體
育會11分之多。

本場攻入3球的美斯將自己本賽季
西甲入球數增加到32個，讓他以1球優
勢反先利物浦射手穆罕默德沙拿，在歐
洲金靴獎的競爭中獨佔鰲頭。另外，包
括在紐維爾舊生青訓時的234球、巴塞
青年軍的 105 球、巴塞一線隊的 584
球，以及阿根廷大小國腳合共的77球，
美斯球員生涯正式步進攻入千球大關。
美斯賽後談到即將離巢的中場大師

恩尼斯達，認為“他配得上以三冠王的
方式離開的，但是沒能用歐聯冠軍送別
他的確有點遺憾。” ■綜合外電

■■法明奴法明奴((左左))是利物浦的是利物浦的
超級三叉戟超級三叉戟。。 路透社路透社

■■年初互換東家後首次倒年初互換東家後首次倒
戈戈，，論個人表現米希達利論個人表現米希達利
恩恩((左左))較阿歷斯山齊士較阿歷斯山齊士
佳佳。。 路透社路透社

■■((左起左起))費格遜費格遜、、雲加和摩雲加和摩
連奴難得泯恩仇連奴難得泯恩仇。。 路透社路透社

■■美斯美斯((右二右二))協助巴塞協助巴塞
再奪聯賽錦標再奪聯賽錦標。。 美聯社美聯社

■■恩尼斯達恩尼斯達((中中))向到場支向到場支
持的球迷致謝持的球迷致謝。。 法新社法新社

千球美斯反先歐洲射手榜
巴塞羅那在西班牙時間4月29日作客戰勝拉科魯尼亞4：2，提前4輪

鎖定西甲足球聯賽冠軍。大演帽子戲法的美斯則超越穆罕默德沙拿，領跑歐

洲金靴之爭，同時球員生涯入球數亦達到1,000球大關。

巴塞西甲封王

本年度跳水世界系列賽加
拿大蒙特利爾站，4月 30日結
束了最後一天賽事，結果邱波
贏得男子10米高台冠軍，而施
廷懋則成為女子 3米板金牌得
主。國家隊在本屆比賽，總共
獲得7金4銀一銅佳績。

邱波與隊友楊健的競爭非常
激烈。頭5輪比分互有領先，在
最後一跳之前，後者還領先約7
分。然而，邱波最後一輪卻跳出
101.75分高分，相反楊健出現失
誤，只得到77.90分，最終邱波

成功以568.15分獲勝；楊健則以
531.15分得銀牌。
至於同日女子3米板決賽，

施廷懋於頭兩輪比賽後以153.00
分排名第一，另一中國選手王涵
則以144.00位列第二。一直領先
的施廷懋到最後一輪動作依然保
持穩定，最終以381.95分贏得冠
軍，王涵以376.10分得亞軍，助
國家隊再度包辦金、銀，亦令中
國隊在今屆比賽總共收獲7金4銀
1銅佳績。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浩然
前中國女排美女金牌球手惠若

琪，4月30日於北京與醫生男友楊臻
博完成婚禮。其一眾舊隊友如魏秋
月、馬蘊雯以及教練郎平，亦有到
場祝賀一對新人。
楊臻博與惠若琪，於北京昌

平附近的一個莊園舉行婚禮。據
報道指，女排姊妹團袁心玥、丁
霞、陳展及許若亞，於早上接新
娘時均想盡方法去為難新郎，例
如問他婚後需要多少零用錢等
等，不過楊臻博就未有“中
計”，更發揮“暖男”本色，表

示會將自己的錢全數給太太保
管，自然順利過關。此外，楊臻
博據報於之後的婚禮上雖表現緊
張，但仍單膝下跪再次向惠若琪
求婚，又向後者大唱情歌，一時
間現場充滿浪漫氣氛。
從現場所見，多位惠若琪女排

隊友均有到場祝賀，其中中國女排
教練郎平亦是座上客。至於惠若琪
舊隊友如魏秋月、馬蘊雯以及張曉
雅等，均有出席婚禮，足見新娘子
的好人緣。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浩然

中國球手丁俊暉，於世界桌球錦標賽16
強面對蘇格蘭球手麥基爾，結果在未有受到
太大考驗下，輕鬆以13：4勝出晉身8強，下
一圈對手是2013年亞軍鶴健士。
在奧蘇利雲出局後，被列為奪標大熱的

丁俊暉，於這輪比賽贏得比預期輕鬆，在首
節便以8：0領先。至於麥基爾於8局比賽之
中只射入過23球。去到第二節比賽，麥基爾

演出終有點好轉，但仍只贏得4局比賽，相
反丁俊暉繼續有穩定發揮，在第二節領先
12：4，只要多贏一局便可晉級。

到4月30日晚的第三節比賽，丁俊暉自然
沒有錯失良好機會，在第一局便壓制住麥基
爾，最終再贏一局89：1，順利以局數13：4
勝出晉身8強，下一圈對手是來自英格蘭的
2013年亞軍鶴健士。

美新娘惠若琪北京完婚

丁俊暉晉級世錦賽八強

中國跳水系列賽奪七金

鄭展龍奪分組最佳金球
傑志球員鄭展龍於4月4日傑志

對柏雷素爾的亞冠盃賽事中射入的
奠定勝局入球，日前被球迷選為分
組賽中的最佳金球（在9萬票中奪
得超過6萬6千票）。鄭展龍在獲
獎後表示感謝所有投其一票及支持
自己的球迷，亦要感謝教練及隊友
的指導及幫助。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

■■丁俊暉輕鬆丁俊暉輕鬆
淘汰麥基爾淘汰麥基爾。。

新華社新華社

■■惠若琪惠若琪44月月3030日正日正
式完婚式完婚。。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邱波邱波（（左左））於最後一天比賽為中國再添一金於最後一天比賽為中國再添一金。。 中新社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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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台禪寺普德精舍禪修班中台禪寺普德精舍禪修班，，
四月底五月初開課四月底五月初開課

55月月1313日並舉行佛誕浴佛日並舉行佛誕浴佛
法會暨國際素食展法會暨國際素食展

王朝旅遊董事長帶隊：13日
俄羅斯、聖彼得堡至莫斯科
9月27日-10月10日/2018 維京河流遊輪

中台禪寺普德精舍 Chung Tai Zen Center of Houston
• 12129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Kirkwood &

Cook之間）• 281-568-1568
• Website: www.cthouston.org • Email: zen@cthouston.org

 

普德精舍將於 4月 30日起陸續開授夏季中文與英文禪修班。費用全免，歡迎

隨喜供養。即日起開始接受報名。歡迎來寺參訪或來電洽詢。 

 

 

 

精舍每日開放，從上午 9點至晚上 9點。 

報名資格：身心健康，願意虛心接受指導者。請著寬鬆衣服及襪子來上課，亦可現場請購禪修服裝。 

 

中台禪寺普德精舍   Chung Tai Zen Center of Houston 

• 12129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Kirkwood & Cook 之間）• 281-568-1568 

• Website: www.cthouston.org    • Email: zen@cthouston.org 

    中台禪寺普德精舍禪修班 
 

禪修班/活動 日期及時間 開課及結業時間 備 註 

初級禪修班 週一上午 10:00 –中午 4月 30日 – 7月 16日 
靜坐指導/ 

初中級佛學 

初級禪修班 週五晚上 7:30 - 9:30 5月 4日 –7月 20日 
靜坐指導/ 

初中級佛學 

研經一禪修班 週四上午 10:00 –中午 5月 3日 – 7月 19日 
靜坐指導/佛法概要/ 

佛說四十二章經 

研經一禪修班 週六晚上 7:30 - 9:30 5月 5日 – 7月 21日 靜坐/八大人覺經 

研經二禪修班 週二晚上 7:00 - 9:30 5月 1日 – 7月 17日 
金剛經共修/靜坐/ 

楞嚴經 

英文親子禪修班 週六上午 10:00 –中午 5月 5日 – 7月 21日 

靜坐指導/佛典故事/ 

團康活動 4-12 歲 

,父母可一起上課 

半日禪 
每月第一/二週 

上午 9:00 - 中午 

請瀏覽本精舍網站 

查詢最新訊息 

參與者需具有 

禪修經驗 

禪定 智慧 自在 
普德精舍秉持中台禪寺禪教並重的宗風及開山祖師  

惟覺安公老和尚的教導，致力推廣禪修，並舉辦共修法會

等活動。各級禪修班與研經班由法師親自指導禪坐，並由

淺至深次第講授佛法，教導忙碌的現代人，以禪定、智慧

來轉化煩惱，紓解壓力，如清泉淨化心靈，將佛法落實於

生活中。 

     課程以十二週為一期，每週上課兩小時。前一小時由法師親自指導禪修靜坐的方

法，即修數息、觀息和中道實相觀；後一小時講授佛法及佛教經論，指引學人修習禪

法、契悟心要的正確途徑 。 
 

初、中級禪修班 
課程內容：教授佛門禮儀、四聖諦、八正道、皈

依三寶的意義、五戒十善、十法界、四威儀、慈

悲觀、十二因緣、六波羅蜜（布施、持戒、忍

辱、精進、禪定、智慧）、四攝法、普賢十大願

等基礎佛學。 

研經一禪修班 (週六) 

課程內容：<八大人覺經> 

此經為後漢安世高譯。八大人覺者，八種諸佛菩

薩覺悟之道理，也是八條修行成佛的方法。此經

內容涵蓋小乘大乘的重要義理，幫助我們瞭解佛

法中無常、知足、精進、菩薩行、與發菩提心的

重要道理。為學佛者所應修習的基本佛典之一。 

研經一禪修班 (週四) 

課程內容：<佛說四十二章經> 

《佛說四十二章經》是中國第一部翻譯經典，也

是世界上最早的漢譯佛經。為東漢明帝時迦葉摩

騰與竺法蘭兩位尊者所翻譯。此部經內容豐富，

含大小乘教義，能增加佛弟子的信心與建立修行

的正知正見，為學習佛法者所應認識的基本典

籍。 

研經二禪修班 (週二) 

課程內容： <楞嚴經> 

自古以來，楞嚴經為許多高僧所推崇，有所謂

「開悟的楞嚴」之稱。古德亦言「自從一讀楞嚴

後，不讀世間糟粕書」。此經與禪宗亦有相當深

的淵源，可稱為契悟心性之指南。文分十卷，以

阿難墮淫舍為發起，世尊為說楞嚴大定，亦步亦

趨將世人常有的迷惑，對真心妄心的誤解，修行

的正知見，法門的運用，證道的次第，菩提道上

的挑戰，一一詳盡闡述。 

英文親子禪修班 
宗旨：以禪修靜坐培養定力，認識自己的心性，

提昇專注能力和體認生命的成長。 

 

課程內容：佛法故事、遊戲活動、讀經唱誦、分

組討論、戶外活動。 

半日禪 
共三支香(靜坐及跑香)，午齋過堂。半日禪期間

禁語。 

 

 

禪定 智慧 自在 
普德精舍秉持中台禪寺禪教並重的宗風及開山祖師  

惟覺安公老和尚的教導，致力推廣禪修，並舉辦共修法會

等活動。各級禪修班與研經班由法師親自指導禪坐，並由

淺至深次第講授佛法，教導忙碌的現代人，以禪定、智慧

來轉化煩惱，紓解壓力，如清泉淨化心靈，將佛法落實於

生活中。 

     課程以十二週為一期，每週上課兩小時。前一小時由法師親自指導禪修靜坐的方

法，即修數息、觀息和中道實相觀；後一小時講授佛法及佛教經論，指引學人修習禪

法、契悟心要的正確途徑 。 
 

初、中級禪修班 
課程內容：教授佛門禮儀、四聖諦、八正道、皈

依三寶的意義、五戒十善、十法界、四威儀、慈

悲觀、十二因緣、六波羅蜜（布施、持戒、忍

辱、精進、禪定、智慧）、四攝法、普賢十大願

等基礎佛學。 

研經一禪修班 (週六) 

課程內容：<八大人覺經> 

此經為後漢安世高譯。八大人覺者，八種諸佛菩

薩覺悟之道理，也是八條修行成佛的方法。此經

內容涵蓋小乘大乘的重要義理，幫助我們瞭解佛

法中無常、知足、精進、菩薩行、與發菩提心的

重要道理。為學佛者所應修習的基本佛典之一。 

研經一禪修班 (週四) 

課程內容：<佛說四十二章經> 

《佛說四十二章經》是中國第一部翻譯經典，也

是世界上最早的漢譯佛經。為東漢明帝時迦葉摩

騰與竺法蘭兩位尊者所翻譯。此部經內容豐富，

含大小乘教義，能增加佛弟子的信心與建立修行

的正知正見，為學習佛法者所應認識的基本典

籍。 

研經二禪修班 (週二) 

課程內容： <楞嚴經> 

自古以來，楞嚴經為許多高僧所推崇，有所謂

「開悟的楞嚴」之稱。古德亦言「自從一讀楞嚴

後，不讀世間糟粕書」。此經與禪宗亦有相當深

的淵源，可稱為契悟心性之指南。文分十卷，以

阿難墮淫舍為發起，世尊為說楞嚴大定，亦步亦

趨將世人常有的迷惑，對真心妄心的誤解，修行

的正知見，法門的運用，證道的次第，菩提道上

的挑戰，一一詳盡闡述。 

英文親子禪修班 
宗旨：以禪修靜坐培養定力，認識自己的心性，

提昇專注能力和體認生命的成長。 

 

課程內容：佛法故事、遊戲活動、讀經唱誦、分

組討論、戶外活動。 

半日禪 
共三支香(靜坐及跑香)，午齋過堂。半日禪期間

禁語。 

 

 

（ 本報記者秦鴻鈞 ） 中台禪寺普德精舍禪修班，已於四月底五月初分
別開授夏季中文與英文禪修班，費用全免，歡迎隨喜供養。另中台禪寺
將於五月十三日（下周日）舉行佛誕浴佛法會暨國際素食展。此次將有
30 多個國家展出60 餘道素食，並以＂天廚妙供 ＂八吉祥來呈現，使
休士頓有＂禪風＂及＂素食＂利益眾生身心，歡迎各界踴躍前往。普德
精舍將於4月30日起陸續開授夏季中文與英文禪修班。費用全免，歡

迎隨喜供養。即日起開始接受報名。
歡迎來寺參訪或來電洽詢281-568-1568。

精舍每日開放，從上午9點至晚上9點。
報名資格：身心健康，願意虛心接受指導者。
請著寬鬆衣服及襪子來上課，亦可現場請購禪

修服裝。

《《水墨大別山水墨大別山》》在美國休斯頓電影節大獲成功在美國休斯頓電影節大獲成功

【休斯頓
報導/ 鄧潤京
】4月23日晚
九點，在休斯

頓來講這個時間段是大多數家庭休息的時間，然而在休斯頓電影
節的華語電影展映六號廳裏，卻是人聲沸騰，青年新銳導演賈小
鐵導演的作品《水墨大別山》進行了首次海外公映。

本次電影節亨特.托德 （Hunter Todd）主席在放映本片前，
給大家介紹了劇組主創人員：本片的制片人和編劇劉蕓暢女士，
她代表劇組創作團隊，對光臨觀影的媒體、同行、同胞和本土觀
眾朋友們表示了熱烈的歡迎。

在播映的九十分鐘內，有因幽默而發出的笑聲，故事高潮部
分催人淚下的時刻，在黑暗中也聽到了微微的啜泣聲。電影結束
後，放映廳裏掌聲如雷，經久不散，待影片字幕完畢，大廳中的
燈打開，留下的觀眾朋友們紛紛想要和主創成員合影，並提出了
很多關於影片的問題，邀請主創人員回答。劉蕓暢女士從編劇角
度出發，為大家解讀了本部電影的三種深情：

一種是故鄉的遊子情。無論身處何地，最不能忘懷是自小養
育自己的熱土，和撫育自己長大的母親。我們影片中的原型周森
先生，是中國左手反書第一人，也是中國著名的慈善家。在他取
得成就後，在十多年裏，總計捐贈了五十余個周森慈善小學和周
森敬老院。他捐贈敬老院的初衷正是因為年少貧困無法盡孝，樹
欲靜而風不止 ，子欲養而親不待，母親還沒盼到好日子便已過
世。為了彌補對母親未盡的孝心，周森先生把大愛送出社會，為
更多的孤寡老人養老送終。同時，為返哺家鄉，也為了培養更多
青年藝術家，在自己的大別山區家鄉投資建設了三峽藝術館、銀
山畈藝術創作中心和菊花尖藝術中心，用以培養和助力更多青年
藝術家的成長。

第二種深情是師恩之情。在我們的人生中總因為有恩師的
影響才能有自己人生的導向和夢想。師恩如山，影片中更是充分
展現了這種師恩情深。

第三種是愛情。人生中總有一個人始終深藏在自己的心底

。片中男女主角所詮釋的愛情是：有一種愛情叫做放手，讓自己
最愛的人能夠成為他自己想要成為的樣子，而放手讓他去闖。因
為女主人公的放手，所以給了男主人公能夠成就事業的人生軌跡
。這一點和電影《天堂電影院》的故事放佛異曲同工。片中老中
青三代實力派演員在導演的精心設計指導下，都發揮出恰到好處
的表演，成就了一部小成本的經典電影。年少輕狂的歲月裏總有
不那麽完美的人生抉擇。片中從頭到尾三次出現了一位手工做秤
的人，故事也定格在年邁的 做秤人敲打著手中桿秤的準星中嘎
然而止。

這樣看似無意的鏡頭其實是導演精心的設計。人生中我們就
是在不斷平衡自己的人生準則，敲打著自己的良心，制定著自己
的良心準星。都說人人心裏有一桿秤，我們不但用心評測著別人
，更是不斷在糾正自己的良心準則。再有老年男女主人公的重逢
，空鏡中的溪水流動，伴隨著落葉隨波逐流，這個鏡頭在片中也
出現了三次。

第一次是年幼的男女主人公在河岸。小男主人公送了自己
用女主人公頭發做的毛筆所寫成的第一個“歸”字送給了女主人
公。

第二次，青年時期的男女主人公在溪水邊，竹林幽幽，樹
葉青綠。溪水是歡快的，象征著兩位年輕人沐浴愛河。

第三次是多年過去了，男女主人公的重逢。河水中秋天
黃色的落葉隨波飄過。象征著歲月流逝，落葉歸根，與年少時的
“歸”字遙相呼應。男主人公王墨的恩師秦醉文在特殊年代的下
放，始終盼望回家的“歸”期。王墨的母親沒有盼到丈夫和兒子
的“歸”期。而主人公王墨在新時代中國良好機會環境下，憑借
左手反書的書法藝術成就，榮歸故裏。“歸”也可為全片的一個
主題。人生難免有一時糊塗而造成的抱憾終身，恩師因為自己一
時糊塗，到死未能了卻回家的心願，自此，主人公王墨從此不再
用書寫下錯誤的右手再寫字，開始練習左手反書，以反書為明鏡
時刻提醒警示自己做人做事的主人公，因此而聞名全國，成就了
自己的事業。

《水墨大別山》拍攝手法精良，故事簡單卻蘊含著深刻的

人生哲理。透過故事也體現了導演賈小鐵深厚的專業功底，更體
現了多年來他對生活深刻而細致的感悟。他的作品深受黑澤明的
影響。在故事的講述方式上簡單明了，卻將思想融入於細節。乍
一看平淡樸實，細細品味卻滋味豐富。

這樣的風格也特別贏得了美國本土觀眾的喜愛，華人同胞
們則從中更深刻的體味到感同身受的遊子情。《水墨大別山》是
休斯頓電影節期間上座率比較高的一部電影，應大別山區華人同
胞朋友的要求，還將於近日再次上映，以滿足更多朋友的觀影需
求。

休斯敦國際電影節由休斯敦國際電影協會創辦於1968年，
比世界獨立電影界最負盛名的聖丹斯電影節早了近20年，為世
界上歷史最悠久的獨立電影節。一年一度的休斯敦國際電影節是
休斯敦4月的重要文化活動，它與舊金山國際電影節、紐約電影
節並稱北美地區三大評選性質的電影節，一向以扶持獨立電影、
設置大批獲獎單元為特色，每年都能吸引全球數千電影人提交作
品參選。休斯敦國際電影節是繼洛杉磯和紐約之後北美第三古老
的電影節，素以重視獨立制作影片和短片著稱。同時也被譽為
“知名導演的搖籃” ——李安、斯皮爾伯格、喬治.盧卡斯等導
演都曾在這裏獲得職業生涯第一個獎項。

休斯敦國際電影節主席、制片人兼導演亨特.托德 （Hunter
Todd）向媒體朋友們表示，《水墨大別山》是一部堪稱精品的
低成本中國電影，能把這部影片帶到美國參展，也是中美文化的
另一種深度交流方式。

在4月28日晚上的電影節閉幕式上，導演賈小鐵憑借電影
《水墨大別山》在51屆休斯頓國際電影節，一舉斬獲電影節最
高獎項評委會特別獎——最佳導演獎。這也是個人獎項中的最高
榮譽大獎。據悉，斯皮爾伯格、李安等大導演都曾參加過休斯敦
電影節並獲“最佳導演”這一獎項。導演陸川也曾獲得過此獎項
，電影節主席亨特.托德表示：“相信越來越多來自中國的作品
和藝術家們會在這裏捧得大獎，我們期待著下一個李安！”

導演賈小鐵憑借電影導演賈小鐵憑借電影《《水墨大別山水墨大別山》》在第在第5151屆屆
休斯頓國際電影節休斯頓國際電影節，，一舉斬獲電影節最高獎項評一舉斬獲電影節最高獎項評
委會特別獎委會特別獎———最佳導演獎—最佳導演獎。。

電影電影《《水墨大別山水墨大別山》》的制片人和編劇劉芸暢的制片人和編劇劉芸暢（（左一左一），），導演賈小鐵導演賈小鐵
（（右一右一））和美南電視台欄目主持人鄧潤京參觀美南傳媒集團的大型報和美南電視台欄目主持人鄧潤京參觀美南傳媒集團的大型報
紙印刷設備紙印刷設備。。

電影電影《《水墨大別山水墨大別山》》的制片人和編劇劉芸暢的制片人和編劇劉芸暢（（右一右一），），江蘇總會會長陳韻江蘇總會會長陳韻
梅梅（（右二右二），），導演賈小鐵導演賈小鐵（（右三右三））和美南電視台欄目主持人鄧潤京在美南和美南電視台欄目主持人鄧潤京在美南
電視台門口電視台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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