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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19 20 21 22 23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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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在美國(首播）

14:30-15:00

我的留學生活(首
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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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博物館 (首播)

16:00-16:30 游在美國(首播）

16:30-17:00

我的留學生活(重播
)

17:00-17:30
台北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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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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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在美國 (重播） 司馬白話(重播)

22:30-23:00

我的留學生活(重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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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視台保留變更節目權利，以實際播出為準。 Updated as: 6/15/2018

Southern Television 15.3             2018年6月份 電視頻道節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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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球神奇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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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n Way to Learn Chinese (首播) 

特別呈現 (重播) 電視劇《盛夏晚晴天》（重播）（English Subtitles）
武林風 (重播)

電視劇《傾城之戀》（重播） （English Subtit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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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務新觀察 
(重播) 海峽兩岸(重播)

電影藏密（重播）
中國輿論場  

(重播)
健康之路 (重播)

環球神奇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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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輿論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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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視劇《盛夏晚晴天》（首播）（English Subtitles） 特別呈現 (首播)

卡通片《蜜蜂花園》 (首播)

Howdy 
Philippines!  

(首播)

特別呈現 (重播)
來吧灰姑娘 (重播) 武林風  (重播)

中國詩詞大會  
(重播)

武林風 (首播)

中國詩詞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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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灰姑娘(首播)
電視劇《傾城之戀》 （首播）（English Subtitles） 中國文藝 (首播)

海峽兩岸(首播)
味道(首播) 中國輿論場 (重播)

健康之路  (首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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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士頓評選為全美最佳城市第休士頓評選為全美最佳城市第77名名 全球第全球第3131名名

福遍學區教育資源頻繁劃分福遍學區教育資源頻繁劃分
引發糖城市民不滿引發糖城市民不滿
作者：西門旺旺

以糖城為中心的福遍地區，一直
是新移民，尤其亞裔移民安家落戶休斯頓地區
的熱門選擇。這其中一個很大的原因是該區域
引以為傲的優質教育資源。然而，隨著該地區
人口的快速增長，近年來在好多學校出現了學
校爆滿，教室擁擠的現象。 FBISD作為管理福
遍學區的官方組織，本應責無旁貸的擔負起重
任，然而現實卻是，他們從多年前就避重就輕
，推卸責任，疏於長遠規劃，以各種理由拒絕
執行眾多新學校建設的規劃，任由已規劃好的
土地歸入商業住宅開發商之手。時至今日，苦
果已釀成，買單的卻是學區內的眾多民眾。
FBISD 從 2018 年 3 月份起，導演了一場曠日持
久的鬧劇，使得各社區憂心忡忡，疑惑重重，
不滿日益劇增。

從三月份起，FBISD 打著優化學區教育資
源分配的旗號，提出學區整體東移，遮遮掩掩
的提出 rezone 的想法。一時間大眾嘩然。這已
經是學區在短短三年內的第二次rezone。儘管學
區聲稱不是rezone，所有提議僅停留在面向大眾
的聽證階段，轄區內經歷過多次 rezone 鬥爭的
居民們還是意識到，rezone又要開始了。學區以
高價聘請的第三方諮詢師也適時拋出了各種數
據印證學區的提議，與學區保持了高度一致。
在此聽證期間，學區以歡迎parking lot idea的口
號，特意將各種極端的，易引起社區間互相仇
視互相攻擊的言論觀點高調向公眾展示，轉移
視線，掩蓋他們的真實目的。

經過兩個多月的社區間的混戰，學區在5月
14號的董事會例會上逐漸露出一些真實目的，
即利用人們對現狀的不滿，吸引選民投票通過
2018年即將發行的12億美金的新bond 。正當各
社區代表滿懷希望以為學區先前認真聽取他們
的反饋，即將利用可能發行的新bond，大力建
設新學校，擴建現學校，改造舊學校的時候，
學區提出了很多連 steering committee 都聞所未
聞的計劃。在一場從晚上6點開到次日凌晨的馬
拉松會議上，倉促投票通過了一系列方案。許
多社區代表人頓時恍然大悟，繼而憤怒。數名
steering committee 委員大罵學區 liar，憤然辭職
，稱學區瞞著他們，其實早就定好計劃，卻擺
出一副虛心聽取社區民眾意見的樣子。

正當很多居民以為大局已定的時候，學區
突然又在6月11號的董事會例會上，高度一致
的推翻了很多先前做好的決定。例如，5 月 14
日 7 比 0 全票通過的擴建 Fort Settlement 初中的
計劃，突然提出要復議以推翻一個月前剛剛通
過的決議。董事會某成員解釋說這是他們一個
月前犯的錯誤，尤其是深夜開會，神誌難以保
持清醒。更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學區在高舉節
省資金，優化資源配置，通過花費最小的rezone
致力提高差評學校標準的旗幟下，仍然提出建
設上億美金高中的計劃。為了保證一部分計劃
，學區不得不拆東牆補西牆，勢必使得將來教
育資源分配更加不均。某董事面對實況轉播的
電視鏡頭公然說道：“他們（某社區）就是不
願意去（差的學校）。所以我們也不能拿槍指
著他們逼他們去。”此言一出，令眾多迫切需

要新學校而被拒的社區出離憤怒。很多人紛紛
表示，社區與社區之間的競爭甚至敵對日益加
重，望子成龍的家長們的擔憂日漸加深。學區
規劃和決議過程不民主，不透明，出言不謹慎
，甚至出爾反爾，缺乏對學區居民的尊重，更
不關心眾多年幼可愛的孩子的利益，人為的造
成了社區的不穩定。更多納稅人質疑，作為德
州排名靠前的富裕的郡，FBISD 是否謹慎正確

的將大筆稅收回饋社區教育資源的開發，維護
和利用。

然而，這場鬧劇並沒有畫上句號。 FBISD
在6月18號的董事會例會上，將繼續下一輪投
票。歷史證明，鹿死誰手，不到最後一刻，無
從知曉。在這場持久戰拉鋸戰中，福遍學區的
選民們盼望著每一場投票都是最後一輪，同時
也做好無休止的加時賽的準備。

【實習記者Ivana／休士頓
報導】休士頓在【2018美國最
佳城市】和【2018全球最佳城
市】報告中，休城被評選為全
美最佳城市第 7 名和全球最佳
城市第31名，讓人引以為傲。
其他德州上榜的城市有達拉斯
（Dallas）是全美第 12 名和全
球第 42 名、奧斯丁（Austin）
是全美第14名和全球第44名和
聖安東尼奧是全美第20名和全
球第88名。

在該報告中指出，休士頓
是美國未來城市的代表，以三
個 S：Smart, Skilled, and soulful
（聰明、精通、熱情）來形容

休城，更強調其獨特的多元性
和包容力。以去年哈維颶風重
創休士頓為例，休士頓政府展
現驚人的效率和彈性重建災區
，重新定義城市如何面對災害
的衝擊。就算經歷如此大的風
波，休士頓依然以堅強的實力
登上全美最佳城市第七名，絲
毫不受災害的影響。

Resonance 更讚揚休士頓
即將啟用新的太空中心、休士
頓到達拉斯的高速鐵路計畫和
在即將在市中心開發的創新區
域 （Innovation District coming
to Midtown）。另外，休士頓
近 期 發 表 的 都 市 計 畫 （Plan

Downtown）著重在文化融合
、生活風格和商業貿易（Con-
verging Culture, Lifestyle and
Commerce），也獲得極大的肯
定。被認為是能重新激發休士
頓市中心活力的全面計畫，能
提升住宅發展（residential de-
velopments） 、 環 境 綠 化
（green space） 、 行 人 安 全
（walkability） 和 大 眾 運 輸
（public transit）。

看到休士頓得到這麼棒的
肯定，讓我們拭目以待之後休
城的發展。希望更多企業和餐
廳能進駐休士頓，提供更多地
方讓市民吃喝玩樂。

商會友人致贈市長特納商會友人致贈市長特納((右二右二))大幅合照當贈品大幅合照當贈品。。((記者記者
黃相慈／攝影黃相慈／攝影))

休士頓市區美景休士頓市區美景。。((取自網路取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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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敦青少年藝術家音樂會休斯敦青少年藝術家音樂會
66//2525、、66//2626米勒戶外劇院精彩演出米勒戶外劇院精彩演出

【【記者韋霓休斯敦報導記者韋霓休斯敦報導】】想要欣賞優秀的青少年想要欣賞優秀的青少年
演出古典音樂演出古典音樂，，不用到其他地方不用到其他地方，，在休斯敦就有在休斯敦就有
！！而且而且，，還是音樂神童還是音樂神童。。每年每年，，休斯敦青少年藝休斯敦青少年藝
術家音樂會術家音樂會(Houston Young Artists Concert)(Houston Young Artists Concert)都在米都在米
勒戶外劇院勒戶外劇院(Miller Outdoor Theatre)(Miller Outdoor Theatre)有兩場演出有兩場演出，，
今年將於六月今年將於六月2525 && 2626兩天上午十一點演出兩天上午十一點演出，，演出演出
者年齡最小才者年齡最小才44歲歲，，最大為十八歲最大為十八歲，，都是休斯敦地都是休斯敦地
區同齡中最頂尖的小音樂家區同齡中最頂尖的小音樂家，，有著超齡優異的表有著超齡優異的表
演演，，觀眾會很驚訝觀眾會很驚訝，，這麼小的孩子居然能演奏的這麼小的孩子居然能演奏的
這麼棒這麼棒。。
休斯敦青少年藝術家音樂會休斯敦青少年藝術家音樂會（（HYACHYAC））是休斯敦是休斯敦、、

也是全美國一個特別的組織也是全美國一個特別的組織，，在在
其其2929年的歷史之中年的歷史之中，，HYACHYAC推廣推廣
古典音樂教育古典音樂教育，，協助培養了許多協助培養了許多
年輕一代世界級的音樂家年輕一代世界級的音樂家，，像紐像紐
約愛樂樂團首席小提琴手黃欣約愛樂樂團首席小提琴手黃欣
(Frank Huang)(Frank Huang)、、國際大賽常勝軍國際大賽常勝軍
大提琴家邵欣玲大提琴家邵欣玲(Sophie Shao)(Sophie Shao)、、以以
及小提琴家許路加及小提琴家許路加( Luke Hsu)( Luke Hsu)都都
參加過這個組織參加過這個組織。。
今年的演出中今年的演出中，，有鋼琴有鋼琴、、小提琴小提琴
、、大提琴大提琴、、聲樂聲樂、、洋琴洋琴、、薩克斯薩克斯
風等樂器風等樂器，，其中其中，，最受人矚目的最受人矚目的
，，是是2626日的鋼琴加兩把小提琴的日的鋼琴加兩把小提琴的
三重奏三重奏，，由華裔少年李瀚瑞由華裔少年李瀚瑞(Hen(Hen--

ry Li)ry Li) 擔任鋼琴演出擔任鋼琴演出，，Jennifer LiuJennifer Liu與與Michelle LiuMichelle Liu姊姊
妹擔任小提琴演出妹擔任小提琴演出，，曲目是曲目是MemoryMemory，，原作是偉伯原作是偉伯
膾炙人口的音樂劇貓膾炙人口的音樂劇貓(Cats)(Cats)裡的一首曲子裡的一首曲子，，受到廣受到廣
大樂迷的喜愛大樂迷的喜愛。。
為了此次演出為了此次演出，，MemoryMemory這首曲子被特別改編這首曲子被特別改編，，在在
小提琴部分是由黃老師改編的小提琴部分是由黃老師改編的，，他是小提琴家黃他是小提琴家黃
欣欣(Frank Huang)(Frank Huang)的父親的父親。。在鋼琴部分由史老師在鋼琴部分由史老師、、丁丁
老師夫婦共同改編老師夫婦共同改編，，兩人皆出身於上海音樂學院兩人皆出身於上海音樂學院
。。從這個例子不難發現從這個例子不難發現，，所有演出的背後都耗費所有演出的背後都耗費
諸多的心血與準備諸多的心血與準備，，尤其在合奏部分尤其在合奏部分，，相當難得相當難得
，，也令人格外期盼這次的演出也令人格外期盼這次的演出。。

李瀚瑞除了與小提琴的三重奏之外李瀚瑞除了與小提琴的三重奏之外，，還有個人的還有個人的
獨奏獨奏，，曲目是雲雀曲目是雲雀(The Lark)(The Lark)，，一首頗為優美動人一首頗為優美動人
的鋼琴改編曲的鋼琴改編曲，，是巴拉基列夫是巴拉基列夫(Mily Alekseyevich(Mily Alekseyevich
Balakirev)Balakirev)改編於俄國音樂之父葛令卡改編於俄國音樂之父葛令卡(Mikhail Iva(Mikhail Iva--
novich Glinka)novich Glinka)的聲樂曲的聲樂曲。。作為鋼琴獨奏曲作為鋼琴獨奏曲，，雲雀這雲雀這
個作品常出現在不同的表演場合中個作品常出現在不同的表演場合中，，能展現演奏能展現演奏
者的音樂性者的音樂性，，以及像小鳥歌唱般的鋼琴技巧以及像小鳥歌唱般的鋼琴技巧，，很很
讓人欣賞讓人欣賞。。
魔法音樂少年李瀚瑞於去年夏天魔法音樂少年李瀚瑞於去年夏天，，獲得奧地利維獲得奧地利維
也納舉辦的第九屆也納舉辦的第九屆 International Rosario MarcianoInternational Rosario Marciano
Piano CompetitionPiano Competition 在在 1313 歲以下鋼琴組一等獎歲以下鋼琴組一等獎，，演演
出巴赫意大利協奏曲第一樂章出巴赫意大利協奏曲第一樂章。。同時同時，，今年五月今年五月
，，他贏得他贏得 HMTA(Houston Music Teachers AssociaHMTA(Houston Music Teachers Associa--
tion)tion)鋼琴比賽一等獎鋼琴比賽一等獎。。每個獎項都顯現瀚瑞的實力每個獎項都顯現瀚瑞的實力
與努力與努力，，在其他小朋友玩耍之際在其他小朋友玩耍之際，，他坐在鋼琴前他坐在鋼琴前
面面，，一遍又一遍的練習一遍又一遍的練習，，音符成為他的好朋友音符成為他的好朋友，，
堅持是他的踏腳石堅持是他的踏腳石。。
對於參加比賽對於參加比賽，，瀚瑞的媽媽劉女士表示瀚瑞的媽媽劉女士表示，，比賽對比賽對
孩子有獨特的意義孩子有獨特的意義，，一方面能和同齡的其他孩子一方面能和同齡的其他孩子
交流溝通交流溝通、、互相學習觀摩互相學習觀摩；；同時讓孩子清楚自己同時讓孩子清楚自己
的水平在哪裡的水平在哪裡，，當和休斯敦當和休斯敦、、德州德州、、或世界其他或世界其他
地方的鋼琴演奏者互動地方的鋼琴演奏者互動，，自己處於何種地位自己處於何種地位？？有有
哪些可以改進提升的地方哪些可以改進提升的地方？？每次有新的交流每次有新的交流，，瀚瀚
瑞會很開心瑞會很開心，，看到其他人的演奏看到其他人的演奏，，會了解自己還會了解自己還
有不足之處有不足之處，，動力也會更強動力也會更強。。

這次兩場演出是免費觀賞的這次兩場演出是免費觀賞的，，米勒戶外劇院就位米勒戶外劇院就位
於赫曼公園於赫曼公園(Herman Park)(Herman Park)中中。。往年往年，，許多許多SummerSummer
SchoolSchool的老師會帶領學生到此戶外教學的老師會帶領學生到此戶外教學(Field Trip)(Field Trip)
，，一方面觀摩學習一方面觀摩學習、、欣賞音樂欣賞音樂，，同時公園裡有整同時公園裡有整
片綠地片綠地，，也是小朋友活動的好地方也是小朋友活動的好地方。。歡迎大朋友歡迎大朋友
、、小朋友珍惜這場特別的音樂機緣小朋友珍惜這場特別的音樂機緣。。
主辦單位是休斯敦青少年藝術家音樂會主辦單位是休斯敦青少年藝術家音樂會，，音樂會音樂會
舉行時間舉行時間::20182018年年66月月2525日日、、2626日上午日上午1111點開始點開始。。
地點在米勒戶外劇院地點在米勒戶外劇院((60006000 Hermann Park Drive,Hermann Park Drive,
Houston, TXHouston, TX 7703077030))

華裔少年李瀚瑞華裔少年李瀚瑞(Henry Li(Henry Li，，右一右一))、、與與
Jennifer Liu(Jennifer Liu(左二左二))與與Michelle Liu(Michelle Liu(右二右二))
將合作三重奏將合作三重奏，，演出曲目是演出曲目是MemoryMemory

魔法音樂少年李瀚瑞於今年五月贏得魔法音樂少年李瀚瑞於今年五月贏得
HMTA(Houston Music TeachersHMTA(Houston Music Teachers

Association)Association)鋼琴比賽一等獎鋼琴比賽一等獎

66//2525、、66//2626的演出中的演出中，，將有小音樂家們精彩將有小音樂家們精彩
的呈現的呈現

米勒戶外劇院一直提供休斯敦民眾許多出色的藝文表演米勒戶外劇院一直提供休斯敦民眾許多出色的藝文表演

米勒戶外劇院在赫曼公園中米勒戶外劇院在赫曼公園中
，，是休斯敦人最愛的公園是休斯敦人最愛的公園

「西南急診和醫療中心」 在糖城成立
昨天上午舉辦 「 第一屆家庭健康展」

台大校長台大校長 「「 拔管案拔管案 」」 風波延燒國外風波延燒國外，，為避免造成校友會分裂為避免造成校友會分裂
休士頓台大校友會昨以投票決定支持台大休士頓台大校友會昨以投票決定支持台大55 月月1212 日決議案日決議案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休士頓台大校友會於昨
天（ 6 月 16 日 ） 上午在僑教中心 203 室集會，共有
170 餘名校友參加投票，投票結果： 145 票： 支持台
大 5 月 12 日決議案（ 內容： 支持台大校長之產生應
屬大學自治的範圍。為維護學校之正常運作，教育部應
依大學法等規定，處理本校之校長遴選結果，盡速發聘
。必要時本校應依法尋求救濟）26票： 尊重台大與教
育部的決定，但不支持任何一方。2 票： 廢票。投票
公佈之後，在場會員繼續發表言論，要求理事會順應公
投結果而發佈聲明。理事會似乎也同意這項建議。

台大校長 「拔管案 」 在台灣吵得沸沸揚揚，甚至
導致兩任教育部長下台。本地的休士頓台大校友會謝元
傑會長之前致函校友，表達了 「休士頓台大校友會」
的立場： 「尊重台大與教育部的決定，但不支持任何
一方」。消息一出，立刻引起校友群情大譁，以張永綱
、白先慎、周禧、曹裕璜為首的校友們立即致函謝元傑
會長： 「來信讓我們這些以民主自由校風為榮的台灣
大學校友們，感到困擾及失望。校友會是屬於所有台大
校友的。信中採用＂理事會有全權決定---＂的字眼，
似乎是有所畏懼，企圖扼殺所有校友以民主方式提出的
不同意見。我們的要求-- 在6 月16 日大會公投之後，
公開發表投票結果及聲明，是完全合情合理的民主程序
。非常驚訝會遭到理事會如此的壓制。記得會長在六月
一日的小型會議中提到，希望休士頓台大校友會不要為
這件事而分裂，相信這也正是我們絕大多數校友的意願

。但是抹殺民意是很可能造成分裂，相信這也不是會長
的本意。因此我們在此鄭重提出抗議。」

休士頓台灣大學校友會於昨天（ 6 月16 日 ）選舉
後發表聲明全文如下：

休士頓台灣大學校友會，已於今年6 月 16 日召開
全體會員大會。會中投票贊同台大 5 月12 日校務會議
，一貫支持台大校長遴選委員會的決定：＂為維護學校
之正常運作，教育部應依大學法等規定，處理本校遴選
結果，儘速發聘。＂

大學自治，依法治國，是台灣民主政治的基石，也
是台灣揚聲國際，引以為榮的民主成就。休士頓台大校
友會在此呼籲全球珍視民主法治的有識之士，與所有愛
台灣並以自由校風自傲的台大人，共同支持我們親愛的
母校，合力來維護政治不干預教育的優良傳統。

圖為圖為 位於糖城的位於糖城的 「「西南急診和醫療中心西南急診和醫療中心」」 的所有醫護人員合影於醫療中心大的所有醫護人員合影於醫療中心大
門口門口。（。（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圖為 「「西南急診和醫療中心西南急診和醫療中心 」」 豐建偉醫師豐建偉醫師（（ 右六右六 ））
、、李玉靜醫師李玉靜醫師（（ 右五右五 ）、）、梁敏內科醫師梁敏內科醫師（（ 左六左六 ）） 等等
所有醫護人員攝於該中心進口處所有醫護人員攝於該中心進口處。（。（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由著名心臟科權威豐建偉
醫師和其夫人李玉靜醫師主持的 「西南急診和醫療中心
」 為西南區糖城一帶的居民，帶來了就近急診的福音。
該中心昨天（ 6 月 16 日） 上午舉辦 「第一屆家庭健康
展」，吸引了附近許多中、美住戶前往作免費體檢。並
有多科名醫現場諮詢，並提供免費心電圖，血糖、血壓
檢查。休士頓著名心臟科醫生也於上午九時多蒞臨現場
，提供心血管疾病的諮詢。很多病人從Katy 地區開了20
分鐘的車趕來，得到豐大名醫的親自診斷並開處方，皆
有不虛此行之感。昨天活動現場還有小朋友喜歡的Pop-
sicles, popcorn, 和 snow cones 以及好玩的 face painting, 並
有豐富禮品和免費T- shirts 贈送。

西 南 急 診 和 醫 療 中 心(Southwest Urgent Care and Medical
Center)位於糖城Greatwood地區，近 Brazo Bend River，在 59 旁
邊，是一家致力於服務糖城本地社區，同時輻射Rosenberg,Mis-
souri City, Stafford, 和休斯頓地區的專業急救中心和多專業綜合服
務的醫療機構。該中心一周七天開放，接受walk-in急診病人，
可以處理傷口、注射疫苗、血糖測試及其它未至於危及生命的情

況，致力於提供快速、專業的緊急醫療服務。相比於醫院急診室
漫長的等待時間和巨額的賬單，西南急診和醫療中心可以為患者
節省巨額的醫療花費，大大地縮短等待和就診時間，為患者提供
就近、高性價比的急診服務。

西南急診和醫療中心（Southwest Urgent Care and Medical
Center）同時也是一個提供多專業服務的專業醫療中心。目前可

以提供的專業服務包括：家庭全科，女性健康體檢，過敏檢測和
治療，糖尿病治療，肌肉骨科，心臟專科，疼痛科以及醫療美容
等。

地址：19875 Southwest Frwy, Suite 100 Sugarland, TX 77479
諮詢電話：713-893-5339 （英文專線） 832-805-8318 (中

文專線）

170170 餘位休士頓台大人昨至僑教中心繳交會費餘位休士頓台大人昨至僑教中心繳交會費，，並領取投票單並領取投票單。（。（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昨天的投票單圖為昨天的投票單。（。（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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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01-JESSICA REALTY TEAM王洪旭256C_4

金牌地產經紀人   

手機：832-207-8808
微信：andearwang
E-Mail:wanghongxu001@gmail.com

杰喜地產
Jessica Realty Team

王洪旭 Andrew Wang

住房買賣 商業地產 公寓租售
 專精 ●Sugar Land 糖城

 ●T M C 醫學中心

 ●Pear Land 梨城 ● Katy 凱帝

林陳速燕女士追思儀式林陳速燕女士追思儀式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慈濟德州分會黃濟恩執行長致詞慈濟德州分會黃濟恩執行長致詞、、林陳速燕女士參林陳速燕女士參
加慈濟志工加慈濟志工、、參與各地賑災活動參與各地賑災活動、、奉獻與服務社會奉獻與服務社會

慈濟德州分會委員楊美梅女士致詞慈濟德州分會委員楊美梅女士致詞林陳速燕女士親朋好友參加追思儀式林陳速燕女士親朋好友參加追思儀式

林陳速燕林陳速燕、、林聰明三男林才隆感謝母親對他的照顧林聰明三男林才隆感謝母親對他的照顧林陳速燕女士長女林瑩淨林陳速燕女士長女林瑩淨、、女婿李仕球女婿李仕球追思追思．．母親母親
一生奉獻給家庭一生奉獻給家庭、、事業事業、、社會服務社會服務

慈濟德州分會合唱團以因緣為慈濟德州分會合唱團以因緣為林陳速燕女士相送林陳速燕女士相送

德州佛教會修慧法師為德州佛教會修慧法師為林陳速燕女士林陳速燕女士誦經及開示誦經及開示 林陳速燕女士夫婿林聰明率子林陳速燕女士夫婿林聰明率子林才隆林才隆、、長女林瑩淨長女林瑩淨
、、女婿李仕球女婿李仕球、、二女林瑩絮及孫輩們致哀謝二女林瑩絮及孫輩們致哀謝

林陳速燕女士林陳速燕女士千古於千古於66月月1111日在永福殯儀館舉日在永福殯儀館舉
行行 追思儀式追思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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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8 美南國建協進會年會暨科學工美南國建協進會年會暨科學工
程技術研討會程技術研討會（（ 下下 ））

慶祝美南國建協進會四十週年晚宴慶祝美南國建協進會四十週年晚宴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本報記者秦鴻鈞攝

國建會會長黃初平國建會會長黃初平（（ 右右 ）） 頒發特別榮譽獎頒發特別榮譽獎
牌給國建會創始會長陳謨星牌給國建會創始會長陳謨星（（ 中中 ）（）（ 左左 ））

為該時段主持人錢懋曾會長為該時段主持人錢懋曾會長。。

國建會會長黃初平國建會會長黃初平（（ 右右 ）） 頒發獎牌給頒發獎牌給
第二屆會長何益民第二屆會長何益民（（ 中中 ）。）。

國建會會長黃初平國建會會長黃初平（（ 右右 ）） 頒獎給第三屆會長頒獎給第三屆會長
杜奎杜奎，，因杜奎已於去年六月逝世因杜奎已於去年六月逝世。。由其夫人由其夫人

王建娣王建娣（（ 中中 ））代表領獎代表領獎。。

國建會會長黃初平國建會會長黃初平（（ 右右 ））頒獎給前會長魏幼文頒獎給前會長魏幼文（（ 右二右二 ））
，，袁立人袁立人（（ 左二左二 ））

黃初平會長黃初平會長（（ 右一右一 ））頒獎給歷任會長頒獎給歷任會長（（ 左起左起）） 常台安常台安、、石思孟石思孟、、黃泰生黃泰生、、邱震華邱震華、、周禧周禧、、浦浩德浦浩德、、張文華張文華。。

黃初平會長黃初平會長（（ 右一右一 ）） 頒獎給歷任會長頒獎給歷任會長（（ 左起左起 ））陳振國陳振國、、陳陳
津源津源、、蔡忠和蔡忠和、、劉志恆劉志恆、、黄壽萱黄壽萱、、林國強林國強。。

黃初平會長黃初平會長（（ 左一左一 ）） 頒獎給歷任會長頒獎給歷任會長（（ 右起右起 ））朱辛為朱辛為、、閻閻
寶印寶印、、王國治王國治、、林欣慧林欣慧、、顧寶鼎顧寶鼎、、張濟群張濟群。。

（（ 左起左起 ））名律師賴清陽名律師賴清陽、、李迎霞夫婦李迎霞夫婦，，與前國建與前國建
會長邱震華夫婦與國建會現任會長黃初平攝於慶會長邱震華夫婦與國建會現任會長黃初平攝於慶

祝國建會四十週年晚宴上祝國建會四十週年晚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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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明中醫針炙師 (ACOO196)

9889 Bellaire Blvd Suite A119
Houston, TX 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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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03_LU MING呂明中醫2456B_4

主
治

御醫
傳人

免費
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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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Lu Acupuncture Clinic

~ 科學中藥
           一次性針炙針~

713-271-0118
預 約 電 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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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門 診 時 間 /

門 診 地 址 /

七律 深切懷念林燕妮 楊百川
香江城裡斷雲裳 卿絕紅塵化凰凰
月照維河霜色重 風過獅嶺雁聲長
檀郎曾遇相逢晚 才女堪憐獨向觴
白霧迷離仙境遠 美人猶在水中央

以上律詩乙首，是本人得悉香港才林燕妮仙逝後
，在撰寫上周紀念文章之餘，特別為她作寫的詩句
。此詩已在港澳報刋上發表，作者楊百川，乃本人
另一名字。詩中展述林燕妮一生在香港文化界的影
響力.及跟才子黃霑的一段情，最後個人深信 「人如

其文，永留於世！」
自古美人如名將 「不許人間見白頭」
香港文化界的美姐林燕妮往生了，誠然乃一宗傷感事，當然可

惜；不過她去於七十五歲，無論如何，都不能不算白頭，不過創意
工作者的年歲又當別論，怎能以數字計算？只要仍然可以創作，就
是青春永駐！永不白頭！

綜觀林燕妮一生的文字創作，不論風雨起落，從來未停過。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出生的一代，尤其在香港；上世紀40年代中

至後期出生，上世紀60年代中至後期投身社會，只要自己能力分量
足夠，另加非凡努力，若碰上一定程度的運氣與伯樂，70年代前後
漸露頭角，不用待至 80年代，已經在各自領域樹立典範成為領軍人
物；電視台女強人孫郁標、周梁淑怡、電台張敏儀、女導演許鞍華
、蔣芸、葉潔馨、女演員汪明荃、蕭芳芳、服裝界馬郭志清......及更

年
輕
卻
早

露頭角的電台總栽俞琤等等，數不盡的當年香港尖銳星星女強人。
林姑娘正正就是這樣一個新世代標杆人物，從無綫電視新聞部與前
立法局議員周梁淑怡一起主持天氣報告，開始為人認識。繼而文字
創作（當年香港紅極一時綜合電視節目《歡樂今宵》開場、散場，
每夜必聽到：日頭猛做......歡樂今宵再會，各位觀眾晚安......從3歲
到80歲無人不曉，便是出自林姑娘手筆），公關經理，先散文後小
說，從明報開始，漸漸見諸各大小報章，成為著名作家。從電子媒
體到文字創作，之後與黃霑合作成立黃與林廣告公司，成績優異，
一時風頭無兩。

這時候的林燕妮，真正的美貌與智慧兼具，當年流行人物、名
門貴冑趨之若鶩的香港Ball場，更讓林燕妮幾乎夜夜去Ball，展示她
頗被讚賞的美貌與財政獨立、一擲千金的衣著品味。

90年代之後，女強人們漸次轉型，甚至移居海外，新一代人能
力超卓當然出眾，但當年那夥女強人們的美貌、智慧與血氣方剛不
見得有下一階梯能接上，所以林燕妮的離世特別教人惋惜。

當我每次看到一些熟悉的名字的突然消失，總是令我感慨，但
又明白卻是人生之必然之路。不過他們到底是一個時代的見證人，
尤其是名人，更是一個時代的符號。日前病逝的 「香江才女」林燕
妮，正是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流行文化符號。用 「才女」而不是 「作
家」來稱呼她或概括她的一生，可能更貼切。這不意味她不是作家
， 「現代最好的散文女作家」──早有金庸和倪匡等大家為她 「加
持」，她也曾獲香港藝術家聯盟 「最佳作家獎」，一生出版過近七
十部作品，曾是多份大報專欄作家，至病逝前，仍筆耕不輟。那股

韌性和對文字的執著，令人欽佩。
「才女」這個詞源自古代，泛指有才華之女子。但習慣上，指

在文學創作上有成就的女子。而在香江特定的語境下， 「才女」更
多用在 「曝光率」較多的流行女作家身上。 「流行」作品也在一定
程度上反映了創作者的人氣，以致後者成為特定時期受人追捧的偶
像，乃至文化符號。

曾經愛得轟轟烈烈，是舞會派對上的風頭躉，但她並非不吃人
間煙火，而是 「落地才女」。三十一歲才開始寫作，她不算早慧女
子，卻以情感真摯虜獲人心。這源自於她豐富的生活閱歷。出身中
產，留學美國，主修遺傳學，曾任職電視台新聞部，又創辦廣告公
司，在名成利就時，不忘進修，取得文學雙碩士學位。

她和已故才子黃霑一段情鬧得沸沸揚揚。這段無疾而終的婚外
情，讓她背負 「第三者罵名」，又因 「第三者介入」而結束，恍如
因果循環。但當中的激情澎湃和波濤起伏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她的
寫作，而黃才子一次次的公開示愛猶如一場場免費公關騷。

但難得的是，在個人情感遇到挫折、專欄文化出現逆轉、人氣
走下坡時，深明 「時不我與」的她毅然轉型， 「下海」加入保險業
，同樣成績驕人。她在面對自己家人、親人一個個猶如詛咒般地被
癌症奪去生命時，所表現出的堅強和從容，實非一般女子所能。其
間，她堅持寫作： 「做人要有韌力，跌倒了要彈得起！」這是她的
名言。

林燕妮的一生，愛恨交織，無論是悔不當初，還是曾經精彩，
到了晚年，終如燕子般，孤寂而別。不過，作家的優勢是，無論如
何空室自閉，都可以透過文字跟讀者交流，誠如她最後的專欄文字
所言： 「肉身消失沒關係，精神不滅才是永恒。」她的文字就為她
渴望的永恒提供了註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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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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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賭特朗普 慧眼金正恩

楊楚楓楊楚楓

六月十二日9 時，美朝峯會如期登場
，美國總統特朗普及北韓領導人金正
恩作歷史性首次會面，此舉真的令外
界始料不及，皆因兩人在去年年尾，
仍然口沒遮攔地大闖對方，特朗普曾
揶揄金正恩是 「火箭人」，金正恩更
擊中特朗普要害－－罵他是 「老弱殘
」、 「黐線老嘢」，氣得特朗普人身
攻擊對方： 「我永遠唔會話佢又矮又
肥囉！」等等。

不過，世界在政治舞台上，從來
沒有永遠的敵人， 「6:12」之約，兩
人收回攻擊對方之言論，一一欣然對
應，一笑泯恩仇。

當天兩人在舉世電視機鏡頭下，
在新加坡舉行了峯會，迅雷不及掩耳
地達成四點協議；美朝雙方除了承諾
致力促進和平、繁榮，交還戰俘遺體
，最為人關注的，當推雙方同意按南
韓文在寅、金正恩簽署的4.27《板門
店宣言》精神，結束戰爭狀態、完全
銷毀北韓的核子武器。談判進展神速
，導致舉世政治專家、分析師的眼鏡
，跌滿一地。有此突破其實並不意外
。赴新加坡參加峯會前夕，特朗普揚
言毋須特別準備，只消1分鐘即能摸
清金正恩是否真有誠意完全銷毀核武
。事後他說1分鐘是說多了，以其功

力，5 秒已綽綽有餘云云。舉行峯會
當天， 「單獨」跟金正恩會晤近一小
時（有傳譯員在場）亦沒有拂袖而去
，足見特朗普滿有把握摸清金肥仔，
有意豪賭一場，並非玩嘢。及後，雙
方更與隨員共晉工作午餐。餐後兩人
在花園漫步，特朗普更引領金正恩參
觀其總統座駕，以示兩者建立了特殊
的緊密個人關係（a special bond），
甚至表示將邀請金正恩到白宮作客。
若非可以做買賣的對手，特朗普何苦
多此一舉？

峯會事成、帶來突破，特朗普食
硬金正恩固然是個關鍵，史無前例的
經濟制裁更顯然刺中北韓要害。就此
特朗普特別 「鳴謝」好友習近平的配
合。此舉實則擺中國上枱：半島能否
和平發展，今後要看中國的了。

新加坡峯會雖是帶來突破，絕大
多數人對此依然不敢樂觀。事實亦然
。核武乃金正恩的命根子。金家祖孫
三代靠以此作護身符，現今要完全銷
毀核武，不擔心重演 「利比亞模式」
，傾覆金氏王朝嗎？何況四點協議皆
為意向，既無銷毀核武的時間表，復
欠核實程序，怎作得真？

特朗普坦言確實沒有百分百保證
金正恩會遵守協議，但他有信心北韓
將完全銷毀核武。信心何來？雖有協
議，制裁可不會鬆懈，直至北韓完全
就範。更重要的是他以神來之筆，誘

金正恩以利：會議結束
，他播放為金正恩度身
定做的影帶，讓他看到

如若朝鮮和平發展，經濟前景將如何
秀麗。北韓有不少漂亮的海灘，你說
可以建多少度假酒店？

沒有錯，金正恩會否放下屠刀立
地成佛，關鍵並非協議的條文寫得如
何嚴謹、核實程序如何精密，而是他
能否像鄧小平那樣有所頓悟，體味改
革開放、和平發展方為硬道理。沒有
此番頓悟，萬事皆休。少年時代金正
恩留學瑞士，早已熟悉西方資本主義
社會，國家要富強、人民要富有，非
走歐美途徑不可。特朗普摸清他的底
牌，認為值得博一博，憑第一手感覺
，他認為金正恩有這個慧根。

不過，美國大多數媒體，均認為
兩國聲明過於空泛, 誏步太多，北韓
領導人金正恩僅重申無核化承諾，就
換得美國總統特朗普允諾暫停美韓維
持了50 多年的軍演，並提出安全保證
。紐約時報專欄作家紀思道（Nicho-
las Kristof）直言，特朗普被金正恩
「智取」了。

評論指出，聯合聲明僅提及完全
無核化，特朗普未如先前般要求 「可
驗證且不可逆」，也未對美國與北韓
解讀不同的非核化下定義。特朗普曾
批評伊朗核子協議僅顧及核武威脅，
忽視彈道導彈、伊朗的區域角色和人
權問題，但 「特金會」的聲明不但未
提這些議題，連可能終結韓戰的和約
也沒著落。金正恩僅 「重申」北韓自

1992年以來反覆提出的非核化承諾。
評論指出，金正恩是毫無疑問的

贏家，他做到父親與祖父辦不到的事
：與美國總統會面，得到在國際舞台
上以核武強權之姿被平等對待的正當
性。即使美國制裁北韓不鬆手，特朗
普已延緩施加新制裁，鑑於兩國上談
判桌，其他國家也預料會放鬆對北韓
的制裁。

紀思道在評論文章中寫道： 「美
國總統變成北韓獨裁者的發言人，真
是令人歎為觀止。」

聯合聲明中，特朗普從金正恩手
中要到的，與金正恩父親與祖父給予
前幾任美國總統的承諾沒有兩樣，特
朗普現階段拿到的甚至更少，他把一
切都押在自稱和金正恩培養的 「極佳
關係」上，深信他可以用經濟發展的
願景，說服金正恩放棄核武、導彈與
其他生化武器。

以史為鑑，特朗普說他花時間研
究過往談判，應該能發現北韓1992年
就與南韓同意設置熱線、停止發展核
武，1994年向克林頓政府同意停產發
展核武常用的鈈，2005年向小布殊政
府允諾 「放棄一切核武和現有核計劃
，早日重返禁止核擴散條約」，並接
受國際原子能總署（IAEA）監督。

同特朗普一樣，小布殊政府當時
也認為，懷疑論者需要考慮到北韓可
能已經重新評估利害，摒棄發展核武
自衞的思維。結果，北韓之後進行 6
次地下核試、擴產武器、阻撓國際監
督並不斷試射飛彈。

曾 任 美 國 副 國 務 卿 的 布 林 肯
（Antony Blinken）說，鑑於以往努力
都以失敗收場，與金正恩打交道改採
由上到下的途徑，值得一試。這項理
論最快下周就會面臨檢驗，現任國務
卿蓬佩奧（Mike Pompeo）屆時應開
始將 「特金會」12日提出的含糊承諾
，化為類似裁減核武的計劃。

長期研究美國對兩韓政策的韓裔
美籍學者車維德（Victor Cha）看法
較為樂觀。他在《紐時》撰文，引用
南韓俗諺 「起頭就完成一半」指出，
「特金會」確實有不少缺陷，聯合聲

明很難令人滿意，但這場峯會至少開
啟外交進程，讓世界遠離戰爭邊緣。

車維德提到，34歲的金正恩提早
到達會場，意味他尊重年紀大一倍的
特朗普。特朗普也展現長者風範，溫
柔地指引金正恩走向會議室，向金正
恩展示他的禮車，並向傳媒強調會面
氣氛良好。這些峰會外交展露的個人
風格，能為培養互信營造獨特機會，
一般外交照會辦不到。

談判可以是很沉悶的，和平更不
是那麼容易。傳媒行家當中，南韓記
者孔星閏表現得最專業。他對和談其
實沒有甚麼期盼： 「我覺得特朗普只
是在做騷，他今天做的一切，只是為
連任鋪路。」至於對於金正恩，孔星
閏認為他只想借特朗普提升其國內及
國際間的聲望， 「金正恩花了很大力
氣研發核武，怎會如此輕易放棄？承
諾和履行，永遠是兩回事呀！」

楊楚楓楊楚楓

白霧迷離仙境遠，美人猶在水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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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城市軌道交通展在京開幕
“中國之最”紮堆亮相

綜合報導 2018北京國際城市軌道交

通展覽會13日在北京開幕，中外近200

家企業展出了城市軌道交通領域的新技

術、新車輛。其中，中國首列地鐵電動

客車、中國時速最快的高速磁浮以及環

保節能的新能源空鐵等，紛紛“驚艷”

亮相，可謂集結了“中國之最”。

為期三天的城市軌道交通展以“擁

抱城軌時代”為主題，近2萬平方米的

展覽區包括城市軌道交通國家七大實驗

室區、地鐵運營公司展區、單軌展區、

文創展區、人才展區等主題展區。

在室外展區，最吸引觀眾眼球的是

“生於”1967年的北京地鐵DK1型電動

客車，這是中國第壹輛地鐵電動客車。

觀眾手持“北京地下鐵道參觀券”排隊

“乘坐”這輛開創了中國地鐵車輛制造

裏程碑的地鐵客車。

青綠色的列車兩輛壹組，車內是壹

排排綠皮座椅。工作人員介紹，DK1型

地鐵車由長春軌道客車生產，電器系統

由湘潭電機廠配套，該車定員是184人，

自重30.51噸，構造時速80公裏。2015

年，北京地鐵對DK1型地鐵車進行了為

期壹年的修復工程，按原形恢復了外觀

以及內飾，並按原規格恢復車門傳動系

統、客室人工及錄音廣播等功能。

在“煥然壹新”的DK1型地鐵旁邊，

是中國中車株洲所2017年6月對外發布

的全球首列智能軌道快運列車。工作人

員介紹，該車應用了獨特的虛擬軌道跟

隨控制技術，不需要單獨建設軌道，將

現代有軌電車和公共汽車的優勢融為壹

體，可在公路上行駛，是壹線城市大運

量軌道交通系統的補充。

室內展區也是“高朋滿座”。時速

600公裏的高速磁浮項目讓觀眾眼前壹

亮。參與該項目的湖南華品軌道交通有

限公司工作人員介紹，公司受中國中車

相關方的委托提供接觸軌系統設計方案，

預計今年項目將研制壹節樣機，2020年

研制出時速600公裏高速磁浮工程樣車

並建設試驗線。

掛在空中的地鐵？在現場，記者看

到新能源空鐵，即以鋰電池動力包為動

力源的空中懸掛式軌道列車系統。四川

中唐空鐵集團工作人員介紹，這是壹款

中國擁有完全自主知識產權的新型軌道

交通系統，該系統安全性高、節能環保、

噪音低、占地少、建設工期短，“城市

綠化帶內就可以打樁鋪軌”，“續航裏

程能達到 100 公裏，且更換電池包方

便”，目前首列列車在試驗線掛線運行，

還將在貴州、四川等地再建試驗線。

除了凸顯“中國制造”，今年展會

向觀眾展示城市軌道交通領域的中國

“智”造。在北京地鐵展區，刷手機

“二維碼”進站讓觀眾感受到便利；在

上海地鐵展區，手掌放置在特定區域就

可進站。工作人員介紹，這是“掌靜脈

閘機”，利用掌靜脈識別的方式，將殘

疾人、盲人等特殊人員的身份與其掌靜

脈進行匹配，乘客註冊後通過掌靜脈識

別對比，實現乘客自主通行。

組委會表示，城市軌道交通不單是

出行工具，且已影響著城市發展、市民

生活的諸多層面，本次展覽重心也由軌

道交通轉向軌道出行、從專業層面擴展

到大眾參與，展現中國城市軌道交通的

新發展。

近七成受訪者選擇旅遊目的地會先看門票價格
日前，國家發改委在其官網上開設了“我為建

立完善重點國有景區門票價格機制建言獻策”專欄，

鼓勵社會各界人士建言獻策。此前，湖南省桃花源

景區、湖北省黃鶴樓等都已下調了門票價格。

近日，中國青年報社社會調查中心聯合問卷網，

對2007名受訪者進行的壹項調查顯示，69.6%的受訪

者表示門票價格是自己外出旅遊選目的地時首先考慮

的因素。對於公共景區經營過度依賴賣門票的情況，

58.4%的受訪者認為這影響了遊客的體驗，50.4%的受

訪者認為這會降低遊客到景區旅遊的意願。68.6%的

受訪者建議完善公共景區門票價格形成機制，60.6%

的受訪者建議加強對公共景區門票價格的監管。

受訪者中，00後占1.4%，90後占30.5%，80後

占49.3%，70後占13.9%，60後占4.5%。

69.6%受訪者選景點旅遊先考慮門票價格
鄧薇依（化名）來自湖南益陽，前段時間和家

人壹起到西安旅行，她坦言門票是壹筆不小的開支。

“兵馬俑、華清宮這些景點的門票都是150元壹張，

華山門票是160元壹張。”鄧薇依對記者說，出門

旅遊，她發現有的景區門票價格比較親民，有的景

區門票價格則很高。

“我出去旅遊會考慮景點特色和門票價格，如

果景區有特色，門票價格又合理，我會更願意去。”

在合肥上學的王誌傑今年3月去了黃山遊玩，“門

票、上下山大巴和纜車，壹共花了300多元，總體

感覺不錯。黃山的景色很令人贊嘆，如果重點景區

的門票價格有所降低會更好”。

調查中，69.6%的受訪者表示門票價格是自己

外出旅遊選目的地時首先考慮的因素。

華東師範大學旅遊管理系系主任楊勇表示，目

前國內景區門票價格總體比較高，尤其壹些5A級

景區門票價格高，而且大多數景區收入主要依靠門

票，這也導致了景區門票價格持續上漲。

北京某高校學生鄒涵（化名）對記者說，她發現旅

遊資源比較豐富的地區，如蘇州、杭州、北京等地，景

區門票價格有所下降，但有些地區門票價格依然較高。

鄧薇依回憶說，她和父母去華山時買了上下山

的索道票，但是他們發現進園區後還要買40元壹

張的車票，才能到索道。“索道單程要140元，到

了西峰山頂，下山每人得花40元坐大巴車才能回

遊客中心。”鄧薇依還告訴記者，由於大雁塔在慈

恩寺裏，要想進去參觀要先交50元進入寺廟的錢，

再單獨交30元登塔的錢。

關於景區門票目前存在的問題，調查中，

67.4%的受訪者指出公共景區門票存在節假日隨意

漲價的情況，60.6%的受訪者覺得公共景區門票價

格過高，其他問題還有：只出售聯票套票、不單獨

售票（56.0%），景區門票捆綁觀光票、保險等

（44.1%）以及優惠門票使用受限制(27.7%)等。

北京外國語大學文

創產業研究中心研究員

兼旅遊研究所所長、中

國未來研究會旅遊分會副會長劉思敏表示，從旅遊

景區建設的歷史過程來看，在國家、地方、集體、

個人、外資“五個壹起上”和“誰投資誰受益”的

景區發展政策下，地方政府大多數都是出於發展地

方經濟的目的來經營景區，這種投資的內部性與客

源的外部性之間的不匹配導致其沒有給景區門票降

價的動力和義務。

58.4%受訪者認為公共景區經營過度依賴門票
價格影響旅行體驗

鄧薇依認為，壹些歷史景區經營過度依賴門票

會讓商業氣息掩蓋了其韻味。“我能夠理解景區運

營維護需要收入，但感覺門票價格形成機制應該更

科學更透明，而不應巧立名目、分段收費”。

調查顯示，對於公共景區經營過度依賴門票的

情況，58.4%的受訪者指出這會影響遊客的體驗，

50.4%的受訪者認為這降低了遊客到景區旅遊的願

望，48.6%的受訪者覺得這容易引起價格上的無序

競爭。受訪者的其他看法還有：景區項目只能靠門

票獲利（43.4%）、缺少景區門票價格監督機制

（40.9%）、景區的公共屬性被淡化(31.7%)和經營

管理成本被轉嫁給遊客（24.7%）等。

楊勇認為公共景區的發展需要從多方面綜合考慮

收入的來源，在門票經濟之外還需要考慮其他方面的

收益。“如果僅算門票上的收益，有可能會導致商業

氣息太重，旅遊體驗感差。可以通過提升遊客在休閑、

住宿等方面的體驗，讓遊客有更長的停留時間”。

對於公共景區經營，調查中，68.6%的受訪者

建議完善公共景區門票價格形成機制，60.6%的受

訪者建議加強對公共景區門票價格的監管，53.7%

的受訪者建議充分挖掘景區的特色，45.5%的受訪

者建議提升景區配套的公共服務質量，32.6%的受訪者

建議加強旅遊與其他產業的結合，豐富旅遊產品。

楊勇認為，不能把景區發展和社會整體發展割

裂開來，要采用“大旅遊”的思路發展地方旅遊業，

算綜合的經濟賬。“旅遊業對當地的經濟、營商環

境的影響非常大，尤其對壹些地方品牌塑造有很大

的作用。同時也需要建立起對景區的補償機制，促

進景區的可持續發展”。

劉思敏認為，我國的景區應該分成公益型、市場

型和混合型三種，並采用不同的管理方式。具有明顯

社會價值的公益性景區應該降低門票收費，讓更多的

人能去體驗，依靠市場投入建設的市場型景區的價格

應該由市場來決定，對於兼具兩種特點的混合型景區，

其門票價格應實行政府指導價或最高限價管理。

劉思敏還建議建立起國家公園體制，為景區發

展提供制度保障。“公益性的景區應該有國家級、

省級和城市公園三級。目前我國僅有城市公園這壹

級，還沒有形成三級的形式。理順投資關系，有助

於更好地規劃管理景區門票。國家公園體制完善後，

對屬於國家壹級的可以通過中央財政支持，對最具

特色的也最需要保護的景點進行管理和維護，同時

鼓勵社會企業贊助以及誌願者參與”。

藝高人膽大藝高人膽大 冠軍飛行員繞熱氣球飛行炫特技冠軍飛行員繞熱氣球飛行炫特技
在美國亞利桑那鳳凰城在美國亞利桑那鳳凰城，，特技飛行員特技飛行員Kirby ChamblissKirby Chambliss駕駛飛機用駕駛飛機用

急轉彎的方式連續繞過數個熱氣球急轉彎的方式連續繞過數個熱氣球。。自印第安納波利斯賽道舉辦第壹次自印第安納波利斯賽道舉辦第壹次
熱氣球比賽後熱氣球比賽後9999年年，，這位紅牛特技飛行大賽的飛行員以這種新穎而又這位紅牛特技飛行大賽的飛行員以這種新穎而又
引人註目的方式來慶祝美國熱氣球日引人註目的方式來慶祝美國熱氣球日（（66 月月 55 日日）。）。5858 歲的歲的 KirbyKirby
ChamblissChambliss曾榮獲兩次特技飛行大賽世界冠軍曾榮獲兩次特技飛行大賽世界冠軍。。

英國上演擡床大賽英國上演擡床大賽
趟泥巴過河喜感十足趟泥巴過河喜感十足

近日近日，，英國納爾斯伯勒英國納爾斯伯勒，，
英國約克郡的納爾斯伯勒鎮英國約克郡的納爾斯伯勒鎮
迎來了壹年壹度的推床大賽迎來了壹年壹度的推床大賽
。。這場妙趣橫生的比賽至今這場妙趣橫生的比賽至今
已經舉辦了已經舉辦了5050年年，，是當地人是當地人
最喜歡的傳統賽事之壹最喜歡的傳統賽事之壹，，已已
經成為吸引各地民眾前來的經成為吸引各地民眾前來的
招牌節目招牌節目。。 隨著裁判壹聲令隨著裁判壹聲令
下下，，幾十只參賽隊伍推著各幾十只參賽隊伍推著各
具特色的具特色的““床車床車”，”，駛離起駛離起
跑線跑線，，踏上踏上33..33公裏的艱難行公裏的艱難行
程程。。比賽規定比賽規定，，每支參賽隊每支參賽隊
由七名選手組成由七名選手組成，，其中壹人其中壹人
坐在床上坐在床上，，其余六人要幫助其余六人要幫助
““床車床車””跋山涉水到達終點跋山涉水到達終點，，
用時最短的隊伍獲勝用時最短的隊伍獲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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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日本，，在橫跨巖手縣與秋田縣的八幡平山頂附近的在橫跨巖手縣與秋田縣的八幡平山頂附近的““鏡沼鏡沼”，”，伴隨著積雪融化伴隨著積雪融化，，日前出現了日前出現了
奇特的奇特的““龍眼龍眼””景象景象。。據報道據報道，，八幡平八幡平““龍眼龍眼””奇景只在每年奇景只在每年55月下旬至月下旬至66月初的雪融期間短暫月初的雪融期間短暫
出現出現。。當地旅遊協會以此為賣點展開宣傳當地旅遊協會以此為賣點展開宣傳，，吸引了眾多遊客到訪吸引了眾多遊客到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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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女子不用高科技
瘦出倾国倾城

古代的女子常被三纲五常而束缚住袁成天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袁可就算这样她们也要将身材保持得纤瘦完美袁因为别人看不
到自己的婀娜体态袁可丈夫还是会看到袁因此袁她们都掌握着一套独特的减肥秘方遥在古代减肥是一件极其隐秘的事袁谁也不愿
让他人知道自己是个胖女人袁那样不仅会受到大家的嘲笑袁还有可能耽误自己的幸福难以出嫁袁所以古代的女子都喜欢用一些
不易被发现的方式来减肥袁那即是食疗减肥遥

古代人们的审美大多都停留在以瘦为美的观念上袁在那个没有吸脂手术尧没有减肥产品的年代袁古代的女人们却掌握着
一套尤为管用的减肥秘方袁而女人们正是靠着这种曼妙的曲线让男人对她们宠爱有加浴

在中国历史上赵飞燕是出了名的瘦袁她能得到汉成帝近十年的专宠袁贵倾后宫袁是何缘故能使她野集三千
宠爱于一身冶呢钥当然袁这与她纤瘦的身材是密不可分的遥赵飞燕曾在高台上翩翩起舞袁忽然一阵大风来
袭袁她薄薄的宽大的衣袖随风飘舞袁好像要随风而去一般袁汉成帝忙叫人扯住她的衣裙袁深怕她飞走了似
的遥

专家在翻阅典籍后终于发现了赵飞燕的减肥秘方袁她平日里最喜欢食用的美食就是独特的仙人掌
佳肴遥其实仙人掌并非只能观赏那么简单袁用今天的科学来解释袁有的仙人掌是可以食用的袁并且它能有
效的控制食欲袁这样能有效的抑制肥胖袁同时让人体变得更加苗条纤瘦遥而食用仙人掌的量的多少就是
决定人体胖瘦的关键袁当体内摄入的量多时人体就瘦得快遥因此袁赵飞燕在常食用仙人掌佳肴后袁身材才
能保持得如此纤瘦遥

在现代袁如果你还在食用一些低脂食物来减肥袁那效果是十分缓慢的遥如果你想要安全有效的见到瘦
身效果袁不妨效仿一下古人的瘦身方法袁配上你的运动吧浴

清晨减肥方案
夏日轻松甩肉

很多想减肥的人士都会说袁想减肥但是
没有时间遥针对这种情况袁编辑推荐下面的清
晨减肥方案袁不用占用很多时间就能轻松帮
助减肥哦遥

第一件事院7院00晨起一杯白开水
起床后喝一杯白开水袁不但有助于快速排

尿袁还能补充细胞水分遥较低血液粘稠度遥通常饮
用白开水半个小时以后袁身体就会排出前一夜的
代谢物遥另外袁白开水中不含有蛋白质尧脂肪尧碳
水化合物袁绝对不会影响减肥效果袁还会让你的
皮肤变好哦遥

第二件事院7院05瘦身瑜珈袁功效显著
一天当中练习瑜伽的最佳时间是院清晨日出

前两小时和下午日落前两小时遥起床之后练习瑜

伽也是不错的选择袁不但可以瘦身袁还可以为身
体补充能量袁让你精力充沛尧心情舒畅遥

第一步院唤醒肌肉
最开始袁做两天三分钟的深呼吸遥吸入时袁使

腹部收缩遥呼出时则会有一种鼻息被带到脊梁椎
的感觉遥对身体的益处院在准备练习的过程中袁能
推动氧气在肌肉中的流动遥对精神的好处院可以
获得平静安宁的精神状态遥

第二步院身体仰伸
站立袁双臂上举袁像伸懒腰袁但要加大幅度遥

如躺在床上袁可用两手抓住头上方床沿(或两臂按
住身体两侧床面)袁单腿依次(或两腿同时)直膝向
上举腿遥举腿时稍快袁回落时稍慢遥做 20次遥有助
于减少下腹部多余的脂肪袁增强腹部肌力袁增加
腹肌的弹性遥

第三步院侧腰拉伸
把你的右手放在你的右胫骨或者脚踝上袁左

手放在你的左肋骨上遥然后向左转动并展开你的
身体袁这样你左肩膀就和你的右肩膀在同一条直
线上了袁转动你的左脚袁这样你的左脚趾就朝向

前方袁右脚趾朝向侧方遥如果这时你觉得能够保
持稳定了袁抬起你的左臂直伸向天花板的方向袁
这样就和你的右肩膀在一条直线上了遥保持你的
脊椎伸直袁然后看向你的左臂袁如果这样会阻碍
你的颈部活动袁你可以朝前看遥呼吸袁然后换另外
一侧.

第四步院结束的放松运动
静静的躺着或者坐着袁聆听你的呼吸遥然后

微笑遥这就是野口上瑜伽冶袁它可以帮助你提升脸
部肌肉袁让你的心情变得愉快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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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盃
熱話

大文集團特派記者何嘉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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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葡萄牙搶得重要一分

演帽子戲法演帽子戲法

四年一度的世界盃，除了球場
上威武的帥哥球星外，裁判也備受
矚目。早前，網上盛傳巴西美女裁
判烏莉亞娜（Fernanda Colombo
Uliana）將在俄羅斯世界盃執法，
但經記者反覆翻查國際足協（FI-

FA）官方
裁 判 名
單，並未

找到Fernanda Colombo的名字，
看來有關傳聞只是部分傳媒或球迷
一廂情願而已。不過，烏莉亞娜的
吸引力並不會因此而驟減，有關她
的新聞不絕於耳。Fernanda Co-
lombo Uliana這個名字早已是球場
以外另一個“嬌”點。

擁有姣好身材的烏莉亞娜是巴
西的模特兒，熱愛足球的她於2014
年巴西盃上陣執法，因為亮麗的

外表而一度爆紅，
不過因為性別的關
係，烏莉亞娜坦
言裁判之路很艱

辛。足球賽裁判這個在大眾眼裡屬
男性專有的職業，執法時需跟着球
員們滿場跑，對體能是一大考驗。
而為了一償當足球裁判的夙願，烏
莉亞娜平常與球員一起訓練及維持
運動習慣，從而練就出好體力。在
不斷努力下，她終考得FIFA國際
裁判資格。事後，她多次在多個場
合表達了對執法世界盃的渴望。

近日有媒體宣稱她將是首位
在世界盃決賽周執法的女裁判，
一時間成為坊間佳話，可惜在國
際足協公佈的世界盃決賽周裁判
名單中，並沒有找到這位美女裁

判的名字，令球迷無緣見
到她的執法英姿，不過烏
莉亞娜仍是備受關注的
“嬌”點。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在這場今屆世界盃分組最矚目的比
賽，C朗沒有讓球迷失望，先於開

賽4分鐘射入12碼為葡萄牙開紀錄，之
後急勁的射門使得西班牙門神迪基亞罕
有犯錯而錦上添花，之後在接近完場前
的罰球為葡萄牙追平，令他成為世界盃
史上最年長的帽子戲法球員。C朗在過去
44次國際賽主射罰球均以射失告終，故
今次一腳成為職業生涯重要的一球。

C朗賽後說：“我真的很開心，這
是我個人最好、最美麗的時刻，在我生
涯中又增加一個紀錄。不過更重要是球
隊做得很好，面對世界盃的熱門球隊，
我認為這是最公平的結果。”對於球隊
的爭標機會，C朗指要逐場去看：“我們
還是要一場一場地去想。像我之前所
說，我們周三還得擊敗摩洛哥。球隊做
得很好，我們之後肯定會繼續做得更
好。”

連續四屆世盃入球 史上第四
其實，C朗已追平前匈牙利射手普

斯卡斯的國際賽入球紀錄。該位匈牙利
傳奇射手，在85場國際賽取得84球，而
C朗卻是在國際賽上陣151場才取得。不
過，他已經是連續8個國際大賽都取得入
球，而他也是繼前西德射手施拉、巴西
球王比利以及德國的高路斯之後，第4個
在4屆世界盃入球的球員。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文俊

巴西美女裁判盼執法世界盃

■■烏莉亞娜烏莉亞娜20142014年在巴西盃執法年在巴西盃執法。。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女裁判烏莉亞娜曾擔任模特兒女裁判烏莉亞娜曾擔任模特兒。。 facebookfacebook圖片圖片

記者16日採訪冰島對阿根廷的賽
事，由於冰島首次在世界盃
亮相，2016歐國盃的亮麗表
現令人留下深刻印象，有
“神奇球隊”色彩，加上熱
愛冰島文化，記者希望入場
前在官方商店購買一件冰島
球衣留念，同時以示支持。
可惜，冰島人太有性格，球衣製造商
採用了冷門的意大利品牌Errea，在官
方商店都難以找到。

記者到過莫斯科球迷區和斯巴達
克球場官方商店遊覽，雖然沒有冰島
的落場版球衣，也有冰島國旗圖案T
Shirt，產品亦很多元化，除了今年世
界盃用球telstar18、各隊頸巾、帽、球
衣之外，還有前蘇聯、阿根廷等球隊
的復刻經典球衣，而早前被搶購一空
的尼日利亞球衣亦有現貨，盛惠5,000
盧布。

比賽進行時，阿根廷球迷非常激
情，阿古路攻入第一球後，球迷們都
聲嘶力竭地吶喊，不過冰島很快就憑
芬保加臣的入球追平，阿根廷球迷鴉
雀無聲，那種寧靜可以壯觀形容，反
而除了冰島球迷外，其他國家如巴
西、墨西哥甚至瑞典的球迷都在入球
後站立鼓掌，向攻入歷來首個世界盃
入球的冰島隊致意。

比賽尾段，冰島球迷知道他們有
機會取得世界盃歷史第一分時，情緒
越來越高漲，大家都更加興奮，最終
冰島以1：1逼和阿根廷，冰島球迷得
償所願。

■■阿根廷球迷結伴前往球場阿根廷球迷結伴前往球場。。

葡萄牙的C朗拿度（C朗），在當地時

間周五俄羅斯世界盃對西班牙一戰，個人大

演帽子戲法，不單止為葡萄牙搶得重要的1

分，也刷新了多個世界盃以及國際賽事紀

錄：除成為史上第4位連續4次世界盃入球

的球員外，也成為世界盃史上最大年紀的帽

子戲法球員。

締紀錄締紀錄

■■CC朗朗（（左左））遭西班牙遭西班牙
後衛碧基攔截後衛碧基攔截。。法新社法新社

■■CC朗在比賽中朗在比賽中
表現出非凡的統表現出非凡的統
治力治力。。 法新社法新社

■■CC朗憑一己朗憑一己
之力率葡萄牙之力率葡萄牙
戰和西班牙戰和西班牙。。

路透社路透社

CC朗朗

這邊廂基斯坦奴朗拿度（C
朗）光芒四射，其“宿敵”美斯
首度登場卻射失12碼！結果阿根
廷大熱倒灶，慘遭首次打入決賽
周的冰島逼和1：1。美斯與C朗
的“球王之爭”先落後首回合。

作為其中一支爭標熱門，阿
根廷對冰島本應強弱懸殊，該兩
屆盟主也很快佔得先機，阿古路
12碼點位置截得皮球，然後推大
位起左腳狂抽網頂，為這支改穿

深藍色球衣的勁旅開紀錄。冰島
兩年前在歐洲國家盃一鳴驚人，
今次戰場換上世界盃，對手更為
爭標分子，難得球員完全沒有怯
場，23分鐘後左路一次攻勢，令
對手狼狽不堪，最終由艾費特芬
保加臣混戰中射成1：1，在國家
隊首場決賽周賽事即取得“士
哥”。

完半場前伊度亞度沙維奧右
路突破後傳中，意外射中冰島球

員手部，但球證未有示意；換邊
後輪到伊度亞度沙維奧禁區內犯
手球，但球證一視同仁，未有判
罰極刑。控制形勢的阿根廷一直
老鼠拉龜，未能撕破冰島防線。
62分鐘雖然由麥斯美沙博得12
碼，可是美斯操刀力度及角度都
欠奉，被荷杜臣捉到路撲出。結
果美斯這次宴客連累國家隊失
分，光芒完全被C朗掩蓋。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黎永淦

射失十二碼 美斯失光芒

■美斯（中）遭冰島兩人夾擊防守。
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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