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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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動的力量

    
動商機

成就您的夢想

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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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行                         糖城分行                  
6901 Corporate Dr.             3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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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3-771-9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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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美最權威的華文全媒體傳媒集團 today-america.com

1133

08.09.2018

十鼓擊樂團 
來自福爾摩沙「鼓之島」的音樂響宴

鼓的傳說 - 鼓動天地   米勒 8/31 磅礡登場



BB22時事圖片
星期二 2018年8月07日 Tuesday, August 07, 2018

嵌
在
表
裏
的
最
古
老
朗
姆
酒

嵌
在
表
裏
的
最
古
老
朗
姆
酒

曾
沈
寂
酒
窖
數
百
年

曾
沈
寂
酒
窖
數
百
年

壹塊嵌有全球最古老朗姆酒的限量版Speake-Marin手表在英國伯明翰被拍賣，拍賣14,674英鎊
（約合人民幣13萬元）。

鋼鐵企業職工自制鋼鐵企業職工自制215215個變形金剛個變形金剛 創世界紀錄創世界紀錄

功夫了得功夫了得！！
河南絕活藝人口吐火龍烤羊肉串河南絕活藝人口吐火龍烤羊肉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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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觀察：“中國包裹”助中國制造“走出去”
綜合報導 壹架載滿小米手機

原材料的順豐航空貨機在深圳寶

安國際機場首航，它將為小米位

於印度金奈的智能手機制造工廠

提供高效的物流服務。

記者在深圳機場看到，當貨

物到達機場國際貨站，工作人員

就立即進行卸貨、點數、稱重、

安檢等操作，確認貨物運抵後，

順豐公司立即向海關申報，海關

系統自動審核品名、規格、數量

等信息並進行風險研判，未見異

常貨物則快速放行，迅速打板裝

車運往機坪裝機，待空管部門許

可後，飛機便起飛離港。

順豐速運華南大區總裁、小

米項目方案負責人潘葛對記者表

示，過去小米的配件、原材料等

先從鐵路運輸到昆明，再從昆明

空運到印度，由於需要和其他貨

物拼在壹起包機，時間沒有保障。

深圳到金奈的貨運航線開啟後，

小米供應鏈的時效性、交付等

都得到改善。

金奈距離深圳4300公裏，是

印度第四大城市，有大量高科技

制造企業。華為、富士康、小米

等公司均在此設廠。此外，金奈

位於印度中東部，在地理位置上

可以輻射全印度。

順豐速運海外大區業務負責

人尹劍說，隨著中國公司走進印

度，市場對航空運力產生了巨大

需求，深圳到金奈貨運航線的開

通有助於提高科技公司提升供應

鏈的效率。

貿易的增長也對航空運力提

出需求。據深圳海關數據，今年上

半年，深圳口岸對印度進出口376.8

億元（人民幣，下同），同比增長

26.6%；其中出口344.7億元，增長

22.4%；進口32.1億元，增長1倍。

中國制造的手機、電腦等電

子產品在印度頗受歡迎，這類產

品是航空運輸的重點產品。2018

年二季度，印度手機市場三星市

場份額居第壹，中國的小米、vi-

vo、OPPO、華為榮耀分別位於第

二至第五位，小米份額僅比三星

低壹個百分點。

目前，網絡購物仍是拉動中國

快遞業發展的主要動力，但制造業

正成為新的動力。順豐工作人員表

示，中國的壹些知名科技公司及合

資企業都是順豐的客戶，未來有望

在國際航線上展開更多合作。

順應傳統貿易轉型升級，中

國郵政和民營快遞公司正加快走

向海外。順豐速運的國際快遞服

務已經覆蓋美國、歐盟、俄羅斯、

日本、馬來西亞等53個國家和地

區，順豐航空的自有航線已經通

達大阪、河內、金邊、達卡等國

外城市。在“壹帶壹路”沿線，

順豐在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

越南等都開通了服務，還在部分

國家和地區設立了辦公室。

據中國郵政提供的數據，2017

年，中國郵政的國際EMS、國際e

郵寶、國際小包等產品業務量達

到12億件，是2013年的6倍多，

成為中國企業進入國際市場最受

歡迎的渠道之壹。

數據顯示，2017年每天從中

國為主的亞洲國家抵運瑞士的包

裹達到 4.5 萬個，全年有1400萬

件包裹抵達。很多外國人從中國

購買商品寄到本國，仍然比在本

國購買具有很大的價格優勢。

中國海關為中國制造“走出

去”創造了便利條件。記者在深

圳機場了解到，對於99%以上的

正常貨物，從載貨車輛停靠國際

貨站到飛機離港起飛，整體通關

全程僅耗時大約8個小時，從海關

收到報關數據到貨物放行的海關

通關環節更是不足1個小時。

據澎湃新聞統計，2018年7月，各級銀監部門

共披露199張罰單，罰沒8487萬元。其中，各級銀

監局披露50張罰單，罰沒1895萬元；各級銀監分

局披露149張罰單，罰沒6592萬元。

具體到農商行方面，涉及農商行的罰單占

比近三成，被罰沒的金額占比近半，達到 4148

萬元。

作通道、違規向房地產企業房貸
近段時間，農商行頻繁成為市場關註的焦點。

不良率飆升、信用評級下調、凈利潤腰斬等標簽屢

屢被貼在農商行身上。

從7月份的銀監系統處罰來看，農商行依舊是

銀行業違規的重災區，作通道、違規接收其他銀行

不良資產包，違規向房地產開發企業發放流動資金

貸款，未經監管部門審查批準變更股權等情況均出

現在罰單上。反映到數據上，涉及農商行的罰單占

比近三成，但被罰沒的金額卻近乎當月披露的罰款

總額的壹半，達到4148萬元。

河南安陽銀監分局披露的罰單顯示，河南安陽

商都農村商業銀行因作通道、違規接收其他銀行不

良資產包，被罰20萬元，相關責任人許永慶被警

告並罰款5萬元。

違規處置不良貸款的還有山東惠民農村商業銀

行。銀監系統罰單顯示，該銀行因違規發放貸款、

同業融出超比例、違規處置不良貸款等被罰315萬

元，10名相關責任人被警告。

作為原銀監會今年明確的重點整治的亂象之

壹，銀行監管部門壹直對銀行機構違反宏觀調控

政策施以重拳。位於山東菏澤的山東巨野農村商

業銀行，由於存在違規向房地產開發企業發放流

動資金貸款等違反審慎經營規則行為，被罰款

255萬元。

理財違規也是銀監系統重點關註的亂象之

壹。吉林九臺農村商業銀行（6122.HK）因未向

理財產品投資人披露投資非標準化債權情況，被

罰款30萬元。該銀行首席資金運營官梁世震也被

警告並罰款5萬元。

根據原銀監會要求，商業銀行應向理財產品投

資人充分披露投資非標準化債權資產情況，理財產

品存續期內所投資的非標準化債權資產發生變更或

風險狀況發生實質性變化的，應在5日內向投資人

披露。

股東領頭違規，黑龍江大慶 4農商行被罰
3000萬

就以往出現的情況而言，省聯社及省內各地農

商行集體違規、同壹地區多家農商行集體違規的情

況均有出現。但銀監系統這次披露的是股東行與其

投資的農商行間集體違規。

7月13日，黑龍江大慶銀監分局披露的罰單顯

示，四家轄內銀行因違規辦理同業業務，合計

被罰 3000 萬元。具體來看，大慶農商銀行被罰

1000萬元，黑龍江林甸農商銀行被罰700萬、黑龍

江杜爾伯特農商行被罰700萬、黑龍江肇州農商行

被罰600萬元。

工商信息和原銀監會批復文件顯示，大

慶農商行為黑龍江林甸農商銀行第壹大股東，

持股 20%；大慶農商行為黑龍江杜爾伯特農

商行的發起銀行及第壹大股東，持股 34%；

大慶農商行持有黑龍江肇州農商行 51%的股

權。

原銀監會在今年1月發布的《進壹步深化整

治銀行業市場亂象的意見》中強調，要抓住影子

銀行及交叉金融產品風險這個重點，嚴查同業、

理財、表外等業務層層嵌套，業務發展速度與

內控和風險管理能力不匹配，違規加杠桿、加

鏈條、監管套利等行為。

銀監系統7月罰沒8487萬元
農商行成重點監管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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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55美南電視介紹

美南廣播電視台     看電視聽廣播

美南國際電視STV15.3為方便觀眾收看，
「電視廣播合為一體」

               不需任何付費，
             觀眾可24小時直接收看及收聽該頻道，
             行車間也可方便收聽，輕鬆獲取美南電視節目
             以及各類國際、社區重大資訊。 

 3. 下載Apps收看：
         可在蘋果商店搜尋  
      「Today America」，
         下載Apps，除了
         可用手機讀報
         更方便，也可以在Apps裡
         收看STV15.3 電視直播。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如需開車時收聽廣播，請鏈接到車載音響設備 (數據線/藍牙設備），效果更佳。

2. Google搜尋：觀眾只要在Google網站搜尋
    「Southern TV- STV15.3 Houston」

         或輸入該平台網址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就可直接連結美南國際電視直播平台。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STV15.3 Houston

1. 掃二維碼(QR code)：
        觀眾只要掃描報上的二維碼，
        就可連結到美南國際電視，
        直接在手機上觀看STV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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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各類國際、社區重大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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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開車時收聽廣播，請鏈接到車載音響設備 (數據線/藍牙設備），效果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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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thern TV- STV15.3 Houston」

         或輸入該平台網址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就可直接連結美南國際電視直播平台。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STV15.3 Houston

1. 掃二維碼(QR code)：
        觀眾只要掃描報上的二維碼，
        就可連結到美南國際電視，
        直接在手機上觀看STV15.3。
 

台灣下一代青年要變“天然統＂

▲ 節目截圖

節目介紹：
《海峽兩岸》是中央電視臺惟一的涉臺時事新聞評論欄目，
節目宗旨是“跟蹤海峽熱點，反映兩岸民意”。節目分為兩
個版塊：第一個是“熱點掃描”，主要報道當日和近期臺灣
島內的熱點新聞；第二個是“熱點透視”，當日或近期涉臺
熱點深度報道及兩岸專家對此事的評論，並對兩岸各個層面
的交流交往進行跟蹤報道。

播出時間：
首播時間：周一至周五晚上9:30，重播時間：次日早晨8:00。

▲ 節目截圖

《海峽兩岸》精彩
節目介紹

星期二 2018年8月07日 Tuesday, August 07,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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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版5 體 育 新 聞 ■責任編輯：周文超 2018年8月7日（星期二）

中超戰火重燃 登巴巴遭種族歧視

在2018羽毛球世界錦標賽（世羽
賽）上，5個單項總共20個準決賽席
位，中國和日本隊各佔8席和6席，10
個決賽席位中日各佔4席，中國混雙和
日本女雙包攬冠亞軍，男單和男雙決賽
上演中日對決，中日爭鋒正在成為東京
奧運周期世界羽壇的新格局。

在國羽女雙四對選手全部無緣四
強、創造35年來世羽賽最差成績的時
候，日本女雙有三對闖入四強，並且最終
包攬冠亞軍。男單和男雙這兩個日本隊之
前的軟肋，也歷史首次躋身世羽賽決賽。

2010年至今，日本羽毛球終於厚積
薄發。2012年倫敦奧運會，女雙組合藤

井瑞希/垣岩令佳為日本奪得首枚奧運
獎牌（銀牌）。2016年里約奧運會，松
友美佐紀/高橋禮華奪得首枚金牌，奧
原希望奪得女單銅牌。2017年世羽賽，
日本奪得1金1銀2銅，其中奧原希望摘
得女單冠軍，這是日本隊在1977年以
來第一次奪得世羽賽金牌。如今在南京
世羽賽上，日本又以6枚獎牌（2金2銀
2銅）刷新了去年剛創下的世羽賽獎牌
數量新高。

可以預見，兩年後的東京奧運會，
坐擁主場的日本隊實力將更加強大，研
究和攻剋日本對手，將成為未來國羽的
主要任務之一。 ■新華社

日
本
崛
起

中國足協超級聯賽（中超）上周六晚展開下半程
首輪較量，此前三輪不勝的上海申花被長春亞泰以1：
1逼和。比賽中亞泰球員張力與申花前鋒登巴巴發生衝
突，好脾氣的登巴巴顯得非常憤怒，揪住張力的球衣
領子要找裁判評理，場上一度一片混亂。
中超第16輪，申花客場以1：1被亞泰逼和。據

搜狐體育消息，比賽中，登巴巴與張力在攻防擠位
時，後者以類似“黑鬼”的侮辱性名詞對前者進行辱
罵。當時登巴巴極為憤怒，揪住張力的球衣領子要找
裁判評理，場上一度一片混亂。最後申花主教練吳金
貴和亞泰外援伊哈洛兩人共同出面安撫，登巴巴才稍
微控制自己的情緒，隨後主裁判向登巴巴和張力兩人
各出示一張黃牌。

在賽後新聞發佈會上，吳金貴表示：“登巴巴有
這樣憤怒的情緒是事出有因。登巴巴加入申花兩年來
一直兢兢業業，戰術風格和人品都非常出色，但是他
今天很憤怒，後來了解到亞泰隊員對他有侮辱性的語
言，國際上一直強調不能對黑人運動員有侮辱性言
語。中超賽場上有很多不同膚色的球員，我們應該尊
重對手，在這個方面不能有歧視。”

而申花官方也就事件作出反應，球隊發言人表
示：“比賽中，登巴巴遭到對方27號球員種族歧視的
言語攻擊，讓他極為憤怒，直到賽後進更衣室依然沒
有平靜。我們從未見過登巴巴如此憤怒，俱樂部賽後
第一時間向比賽監督匯報此事，並將整理材料上訴中
國足協。”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香港滑翔傘隊
首次參加亞運會，越野競速男子隊更是要衝獎
牌。協會主席理察與副主席鄒偉傑5日一同見傳
媒。

今次參加亞運的5男1女傘員都是業餘選手，
他們當中有醫生、紀律部隊人員、護士及退休人
士。是次參加雅加達亞運滑翔傘的男子越野競速
團體四名隊員趙浩南、李業慈、王錦威、錢明

威，去年在哈薩克舉行的國際賽事中擊敗來自中
國國家隊、哈薩克、泰國等20支隊伍奪得冠軍。

隊員趙浩南介紹，他們在亞運會的目標是晉
身三甲，而對手主要有國家隊、韓國、伊朗等，
港隊實力排名位居亞洲第五位。比賽團隊按賽會
五天五場20公里以上的空中飛行路線，越過以
GPS指定不同高度的浮標，全隊完成合計時間，
最快隊伍勝出。

香港滑翔傘隊首征亞運 衝獎牌

■■香港滑翔傘隊下周出征印尼亞運香港滑翔傘隊下周出征印尼亞運。。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夏微 上海報
道）世界頂尖的 MMA 綜合格鬥賽
事—— UFC終極格鬥冠軍賽（Ultimate
Fighting Championship）5日宣佈，將於
2018年11月24日（星期六）首次亮相中
國北京凱迪拉克中心，這亦是終極格鬥冠
軍賽繼去年上海站後在中國內地舉辦的第
二場“UFC格鬥之夜”賽事。

繼2017年備受期待的UFC中國內地
首秀“UFC格鬥之夜：上海”門票火爆售
罄，刷新中國最大規模綜合格鬥賽事最高
票房紀錄（15,128位現場觀眾）後，今年
這場全球頂尖的綜合格鬥賽事即將在首都
北京為粉絲們帶來又一個激動人心的夜
晚。

“中國是UFC和綜合格鬥運動發展的
前沿陣地，在這個市場的開拓對我們的國
際化發展至關重要。”UFC亞太區副總裁
張卓麟表示。目前，本場賽事的早鳥票已
於大麥網正式開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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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巴巴（右三）與張力（右二）發生
爭執。 新華社

■李景亮
在“UFC
格 鬥 之
夜 ： 上
海”取得
其生涯四
連勝。
資料圖片

世界羽毛球錦標賽（世羽賽）

5日在南京決出全部5個項目的冠

軍盟主。東道主中國隊（國

羽）憑男雙的高昂鬥志及混

雙內戰贏得兩枚金牌；日本

24歲球手桃田賢斗挫石宇奇

男單稱王。另外日本組合包

攬了女雙冠亞軍；而女單決

賽，西班牙的里約奧運冠

軍馬林則以21：19、

21：10 力挫印度名

將辛德胡封后。

東
京
奧
運
中
日
爭
鋒 ■■日本組合日本組合

包攬了女雙包攬了女雙
44強中的強中的33個個
席位席位。。

新華社新華社

南京世羽賽落幕 中日平分秋色

中國奪中國奪男雙男雙
混雙兩金混雙兩金

■■石宇奇不敵桃石宇奇不敵桃
田賢斗屈居男單田賢斗屈居男單
亞軍亞軍。。 新華社新華社

■鄭思維（左）/黃雅瓊贏得混雙內戰。 新華社

■李俊慧/劉雨
辰（左）慶祝奪
男雙冠軍。

新華社

世羽賽各項決賽賽果
女雙 松本麻佑/永原和可那（日）2：1 福島由紀/廣田彩花（日）

混雙 鄭思維/黃雅瓊（中）2：0 王懿律/黃東萍（中）

女單 馬林（西）2：0 辛德胡（印）

男單 桃田賢斗（日）2：0 石宇奇（中）

男雙 李俊慧/劉雨辰（中）2：0 嘉村健士/園田啟悟（日）

5日的女雙與混雙決賽均是同胞內戰，前者由
日本的松本麻佑/永原和可那以19：21、

21：19、22：20 挫隊友福島由紀/廣田彩花奪魁，
後者則由國羽組合鄭思維/黃雅瓊以21：17、21：
19擊敗隊友王懿律/黃東萍首奪冠軍。

石宇奇負桃田賢斗居亞
不過，在被譽為“青春對決”的男單決賽，國

羽22歲小將石宇奇全面落於下風。首局先以8：11
落後，後雖追至11：13，但連連失誤，以11：21
失守。次局，石宇奇保持步調，放網前、挑後場，
從落後追成5平，但桃田加強進攻連續得分，以
11：7再度拉開分差；落後的石宇奇之後沒有太大
改善，接連回球出界，桃田最終以21：13再下一
城告捷，為日本隊首奪世界男單冠軍。

賽後，石宇奇表示亞軍也算是一個突破，希望
自己能有更好的提升空間，他表示自己還談不上是
國羽的“接班人”，“每個人有每個人的特點，可
能這段時間我比賽成績好一些，加上年齡又比較
小，所以大家覺得我是國羽的希望，但其實自己在
各個方面都需要進步。”

而桃田賢斗則表示自己是以輕鬆的心態迎接這
場較量：“石宇奇是一名攻擊型選手，他的扣球很

厲害。今天我的戰術是靈活運用步伐，給對手造成
壓力。應該說在比賽中他是攻擊的一方，而我的防
守比較成功。”

“希望未來能像李宗偉、林丹那樣，擁有很長
的運動生涯，奉獻給觀眾更多高質量、令人賞心悅
目的比賽，”桃田賢斗說。

國羽雙塔鬥志高昂奪金
至於最後進行的男雙決賽，國羽雙塔組合李俊

慧/劉雨辰，直落兩局以21：12、21：19戰勝日本
組合嘉村健士/園田啟悟奪冠。

本屆世羽賽，中日兩隊平分秋色，各有兩枚金
牌入賬，西班牙的馬林奪得女單冠軍。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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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古体诗一般又叫古风，这是依照古诗的作法写的，

形式比较自由，不受格律的束缚。从诗句的字数看，有

所谓四言诗、五言诗和七言诗。四言是四个字一句，五

言是五个字一句，七言是七个字一句。唐代以后，四言

诗很少见了，所以通常只分五言、七言两类。五言古体

诗简称五古；七言古体诗简称七古；三五七言兼用者，一

般也算七古。

近体诗：绝句：4句 1、2、4句最后一字押韵音律，一句五

个字称“五绝”，七字称“七绝”

律诗：8句，4联 2、4、6、8句最后一字押韵音律，一句五

个字称“五律”，七字称“七律”

（颔联、颈联对仗）

词：别名：长短句、诗余、曲子词

组成：词牌名、题目

分类：小令（58字以下）、中词（59~90字）、长词（91字以

上）

风格：婉约派、豪放派

曲：组成：宫调（曲调）、曲牌、题目

从文学风貌论，七古的典型风格是端正浑厚、庄重典雅，

歌行的典型风格则是宛转流动、纵横多姿。《文章辨体

序说》认为“七言古诗贵乎句语浑雄，格调苍古”，又说

“放情长言曰歌”、“体如行书曰行”，二者风调互异。《诗

薮》论七古亦云：“古诗窘于格调，近体束于声律，惟歌行

大小短长，错综阖辟，素无定体，故极能发人才思。李、

杜之才，不尽于古诗而尽于歌行。”则在七古、七律之外，

因其风格的差异视七言歌行别为一体。《昭昧詹言》说

“七言古之妙，朴、拙、琐、曲、硬、淡，缺一不可。总归于一

字曰老”，又说“凡歌行，要曼不要警”。“曼”即情辞摇曳、

流动不居；“警”即义理端庄、文辞老练。这些评论，都揭

示了七言古诗与歌行在美感风格方面的不同。尽管在

具体的诗歌创作中，以七古的笔法写歌行、以歌行的笔

法写七古，一度成为时尚，然而在总体上仍不难看出二

者之间的差异。举例来说，杜甫《寄韩谏议注》、卢仝《月

蚀诗》、韩愈《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李商隐《韩碑》

等，只能是七言古诗；而王维《桃源行》、李白《梦游天姥

吟留别》、白居易《长恨歌》、韦庄《秦妇吟》只能是七言歌

行。

古诗词的表现手法很多袁中国最早流行袁且至
今常使用的传统表现手法有野赋尧比尧兴冶遥 叶毛
诗序曳说院野故诗有六义焉院一曰风袁二曰赋袁三
曰比袁四曰兴袁五曰雅袁六曰颂遥 冶
其间有一个绝句叫院野三光日月星袁 四诗风雅
颂冶遥
这野六义冶中袁野风尧雅尧颂冶是指叶诗经曳的诗篇种
类袁野赋尧比尧兴冶就是诗中的表现手法遥
赋院是直接陈述事物的表现手法遥 宋代学者朱
熹在叶诗集传曳的注释中说院野赋者袁敷陈其事而
直言之也遥 冶如袁叶诗经曳中的叶葛覃曳叶芣苢曳就是
用的这种手法遥
比院是用比喻的方法描绘事物袁表达思想感情遥
刘勰在 叶文心雕龙窑比兴曳 中说院野且何谓为比
也钥盖写物以附意袁扬言以切事者也遥 冶朱熹说院
野比者袁以彼物比此物也遥 冶如袁叶诗经曳中的叶螽
斯曳叶硕鼠曳等篇即用此法写成遥
兴院是托物起兴袁即借某一事物开头来引起正
题要描述的事物和表现思想感情的写法遥 唐代
孔颖达在叶毛诗正义曳中说院野兴者袁起也遥 取譬
引类袁起发己心袁诗文诸举草木鸟兽以见意者袁
皆兴辞也遥 冶朱熹更明确地指出院野兴者袁先言他
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遥 冶如叶诗经曳中的叶关雎曳
叶桃夭曳等篇就是用野兴冶的表现手法遥
这三种表现手法袁一直流传下来袁常常综合运
用袁互相补充袁对历代诗歌创作都有很大的影
响遥
诗歌的表现手法是很多的袁而且历代以来不断
地发展创造袁运用也灵活多变袁夸张尧复沓尧重
叠尧跳跃等等袁难以尽述遥 但是各种方法都离不
开想象袁 丰富的想象既是诗歌的一大特点袁也
是诗歌最重要的一种表现手法遥 在诗歌中袁还
有一种重要的表现手法是象征遥 象征袁简单说
就是野以象征义冶袁但在现代诗歌中袁象征则又
表现为心灵的直接意象袁这是应予注意的遥 用
现代的观点来说袁诗歌塑造形象的手法袁主要

的有三种院
1.比拟遥刘勰在叶文心雕龙曳一书中说院比拟就是
野或喻于声袁或方于貌袁或拟于心袁或譬于事遥 冶
这些在我们前面列举的诗词中袁 便有许多例
证遥 比拟中还有一种常用的手法袁就是野拟人
化冶院以物拟人袁或以人拟物遥 前者如徐志摩的
叶再别康桥曳院 轻轻的我走了袁/正如我轻轻的

来曰/我轻轻的招手袁/作别西天的云彩遥 /那河

畔的金柳袁/ 是夕阳中的新娘曰/ 波光里的艳

影袁/在我的心里荡漾遥把野云彩冶野金柳冶都当做
人来看待遥 以人拟物的袁如袁洛夫的叶因为风的
缘故曳院 噎噎我的心意 /则明亮亦如你窗前的

烛光 /稍有暧昧之处 /势所难免 /因为风的缘

故 /噎噎以整生的爱 /点燃一盏灯 /我是火 /

随时可能熄灭 /因为风的缘故遥 把野我的心冶比
拟为烛光袁把我比作灯火遥 当然袁归根结底袁实
质还是野拟人冶遥
2.夸张遥就是把所要描绘的事物放大袁好像电影
里的野大写冶野特写冶镜头袁以引起读者的重视和
联想遥 李白的野桃花潭水深千尺袁不及汪伦送我
情冶渊叶赠汪伦曳冤野飞流直下三千尺袁疑是银河落
九天冶渊叶望庐山瀑布曳冤袁其中说到野深千尺冶野三
千尺冶袁 虽然并非事实真相袁 但他所塑造的形
象袁却生动地显示了事物的特征袁表达了诗人
的激情袁读者不但能够接受袁而且能信服袁很惊
喜遥 然而这种夸张袁必须是艺术的尧美的袁不能
过于荒诞袁或太实尧太俗遥 如袁有一首描写棉花
丰收的诗院野一朵棉花打个包 / 压得卡车头儿

翘 /头儿翘袁三尺高 /好像一门高射炮遥 冶读后
却反而使人觉得不真实袁产生不出美的感觉遥
3.借代遥就是借此事物代替彼事物遥它与比拟有
相似之处袁但又有所不同袁不同之处在于院比拟
一般是比的和被比的事物都是具体的尧 可见
的曰而借代却是一方具体袁一方较为抽象袁在具
体与抽象之间架起桥梁袁使诗歌的形象更为鲜
明尧突出袁以引发读者的联想遥 这也就是艾青所

说的野给思想以翅膀袁给感情以衣裳袁给声音以
彩色袁使流逝变幻者凝形遥 冶
塑造诗歌形象袁不仅可以运用视角所摄取的素
材去描绘画面袁还可以运用听觉尧触觉等感官
所获得的素材袁从多方面去体现形象袁做到有
声有色袁生动新颖遥 唐代诗人贾岛骑在毛驴上
吟出野鸟宿池边树袁僧推月下门冶袁但又觉得用
野僧敲月下门冶亦可遥 究竟是野推冶还是野敲冶袁他
拿不定主意袁便用手作推敲状袁不料毛驴挡住
一位大官的去路袁此人乃大文豪韩愈袁当侍卫
将贾岛带到他的马前袁贾据实相告袁韩沉吟良
久袁说还是用敲字较好遥 因为野敲冶有声音袁在深
山月夜袁有一尧二记敲门声袁便使得那种情景
野活冶起来袁也更显得环境的寂静了遥 前述叶枫桥
夜泊曳的野乌啼冶野钟声冶袁也是这首诗的点睛之
笔遥 还有白居易的叶琵琶行曳中的音乐描写袁野大
珠小珠落玉盘冶一段袁更是十分逼真袁非常精
彩浴 现代的如黄河浪的叶晨曲曳院野还有那尊礁石
/在固执地倾听 /风声雨声涛声之外 /隐隐约

约的 /黎明 /灵泉寺的晨钟 /恰似鼓山涌泉的

/悠远回应 /淡淡淡淡的敲落 /几颗疏星 /而

涨红花冠的 /雄劲的鸡鸣 /仿佛越海而来 /啼

亮一天朝霞 /如潮涌遥 这首诗也写得很好遥 所
以我们如果掌握了用声音塑造形象的手法袁那
将为诗歌创作开拓一个更加广阔的领域遥
无论是比拟尧夸张或借代袁都有赖于诗人对客
观事物进行敏锐的观察袁 融入自己的情感袁加
以大胆的想象袁甚至幻想遥 可以这样说袁无论是
浪漫派也好袁写实派也好袁没有想象渊幻想冤袁便
不成其为诗人遥 比如袁以豪放著称的李白袁固然
想象丰富袁诗风雄奇袁而以写实著称的杜甫袁也
写出了诸如野安得广厦千万间噎噎何时眼前突
兀见此屋噎噎冶渊叶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曳冤和野香
雾云鬟湿袁清辉玉臂寒遥 何时倚虚幌袁双照泪痕
乾遥 冶渊叶月夜曳冤等等浮想联翩的佳作遥

常
识
古
诗
词

（本報訊）國際熱愛大自然促進會 ，總會設
於台灣新竹峨嵋湖。近年來一直不遺餘力地推廣
世界和平，幸福快樂歡喜，不分種族，膚色，宗
教，皆為世界一家之信仰。其中 推出熱愛大自然
歌曲，內涵就是大自然之美。 從欣賞大自然賦予
我們的一切，太陽月亮星晨雨露，山水樹木花草
，健康五穀雜糧，來喚起我們感恩之心，効法它
們對人類之無私奉獻，藉着歌唱抒發，是心靈一

股正向能量的清流，充滿喜悅慈懷，多多唱誦，
能使人有回歸自然的舒暢，流露自在、消弭暴戾
、不安與恐懼，帶給人人身心歡喜、家庭幸福美
滿、社會安寧和諧、國家富裕康樂、世界太平光
明 ! 休士頓分會推出熱愛大自然歌曲同唱班，8月
18日起 每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時免費在僑教中心103
教室舉行。由 Emmy Lam 及 Sherry Chiu 負責，將
以簡譜學習，人人都會，而至自願性卡拉OK個人

獨唱，大眾同樂。祈望各位朋友响應! 從歌聲散播
正能量的歌義，人人感恩知足，人人幸福快樂!!

國際熱愛大自然促進會The International Na-
ture Loving Association (INLA）於2006年首先成立
於中國香港，之後繼續於中華台北、印尼、馬來
西亞、美國、加拿大、菲律賓、澳洲、新加坡、
韓國、尼泊爾成立分會，五大洲各國分會亦在籌
備中。 創始會長 汪慈光總會長從事教育多年，深
感現今許多人因價值觀錯誤，不但忽視自己
「“人本身”的價值」 以及 「生命的可貴與尊嚴

」 ，並為了個己的利益而任意破壞大自然，致使
社會、國家與全球人類面臨種種混亂不安與
生存危機！故自2001年開始，大力倡導 「熱
愛大自然文化」 ，以各項寓教於樂的活動，
引導青年、青少年與兒童建立正確的價值觀
，實踐維護、熱愛與光輝生命的人生。各國
不同背景、不同國籍、不同信仰、不同文化
的人士紛紛表示認同與支持。為了打造一個
跨越種種隔閡的大自然文化國際交流平台，
國際熱愛大自然促進會世界總會 The Inter-
national Nature Loving Federation（F-INLA）
因而成立。 國際熱愛大自然促進會世界總會
是一個以藝術為載體，以教育為根基，以文
化為內涵的國際性公益團體。汪慈光總會長

於2001年起推動一系列原創的大自然之歌，其推
廣的目的在於藉歌詞的正向引導，讓更多人能夠
藉由大自然之歌，看見大自然之美，進一步提升
心靈的成長。在遇到挫折困難時，大自然之歌能
夠帶給我們正向的鼓勵，並能體會自己的生命是
被大自然如此幸福的呵護著。 國際熱愛大自然促
進會休士頓分會將於2018年8月18日起，每週六
下午2:00至4:00於休士頓僑教中心103教室開辦免
費的大自然之歌班，邀請所有喜愛唱歌的朋友一
同來唱出大自然之美、享受滿滿的幸福與喜悅！

報名洽詢專線：（832）495-7602

從歌頌大自然中激發生命的正能量從歌頌大自然中激發生命的正能量
「「 大自然之歌曲班大自然之歌曲班」」 現正熱烈招生中現正熱烈招生中

（本報訊）炎炎夏日快要結束，希望所有的同學都度過了一個
愉快而充實的暑假。新的學年即將開始， 大家在享受暑期生活的同
時也不要忘記為下學期制定好詳細的學習計劃和目標。智勝學院 有
著多年的辦學經驗和先進的教育理念，竭誠幫助每一位同學在新學
期 的學習生活中取得更大的進步。

智勝學院 2018 秋季班招生現在正在火熱進行中。我們主要招
收 3-12 年級學生，課程按照 階梯成功法設計，由淺入深，內容豐
富。本期開設課程包括初高中英文、數學、辯論、生物、化學、物

理還有廣受好評的王牌課
程 SAT/PSAT 和 Duke Tip。
對於那些遺憾沒辦法來參
加暑期課程的同學，秋季
班是個大好機會。智勝學
院的秋季課程依舊聘請了
原班人馬任教，老師皆來
自休斯敦一流私立和公立
學校，教學經驗豐富，對
學生認真負責；因材施教
，使每個學生找到最適合
自己的學習方法。

我們的王牌英文教師Mr. J. S 本期依舊教授7-11 年級英文閱讀寫
作課程。他曾在San Johns等著名私立高校任教，教學風格獨特，課
堂形式多樣，多年來備受學生們尊敬喜愛。高年級的同學也不要錯
過Mr. J. S大學申請的課程，內容包含如何寫好申請 Essay，如何把
簡歷修改的更出色等，讓學生更 具競爭力，提高升學成功率。

智勝學院除了王牌英文課程鶴立雞群之外，數學課程也受到了
廣大學生家長的好評。對於小年紀的同學，正是需要良師引導打好
基礎養成良好習慣的時候，具有多年授課經驗的Ms. V. S 就是位不

可多得的好老師。她懂得如何寓教於樂，通過各種日常的數學遊戲
引起孩子的興趣，最大程度的激發孩子的學習潛能，很多學生就是
從喜歡她的課開始真正愛上了數學。對於高年級的同學，智勝學院
同樣聘請了優秀的老師教授從pre-Algebra到 Calculus的課程，幫助
大家梳理學習過程中的重點難點，全面拓展提高。

今年智勝學院將在唐城 （Sugarland）開始分校，方便家長和同
學們。目前主要開設六年級以下挑戰數學和英文精讀寫課程。智勝
學院唐城分校地址：4835 Hwy 6， Missouri City, TX 77459.

智勝學院秋季班將 於 2018 年 8月 25日開課， 12 月 16 日結束
。現在報名已經全面展開，詳細內容和老師介紹請至我們的網站查
詢，如果有任何課程及報名方面的問題 也歡迎大家電話 或郵件咨詢
。另外智勝現已開通網上註冊平臺，方便各位學生家長報名。

智勝學院主校區地址: KIPP College Prep, 8440 Westpark Drive,
Houston, TX 77063

智勝學院唐城分校地址：4835 Hwy 6，Missouri City, TX 77459.
辦公室地址: 6203 Corporate Drive, Houston, TX 77036

垂詢電話: 713-777-1688
網站: www.AdvanceAcademyHouston.com

微信公眾號 “AAHouston”，歡迎大家關註。

2018智胜秋季班招生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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