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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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                    行    6901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713-771-9700
糖    城    分    行    508 Highway 6 South  Sugar Land, TX 77478                     713-272-5028
達拉斯區域分行    500 N. Central Expwy Richardson TX 75080                  972-246-1277
李  察  遜  分  行    1131 N. Jupiter Rd. Richardson,  TX 75081                    972-301-5988
布  蘭  諾  分  行    2304 Coit Rd. Suite 600, Plano, TX 75075                      972-673-0188
奧  斯  汀  分  行    11220 N. Lamar Blvd, Suite A100,  Austin, TX 78753   512-834-8866

．小型商業貸款(SBA Loans)
．商業建築/房地產貸款 (Construction / Real Estate Loans)
．商業地產貸款 (Commercial Finan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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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美最權威的華文全媒體傳媒集團 today-ameri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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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啟華 醫師
休士頓著名資深眼科醫生
榮獲多個優秀榮譽獎項
豐富臨床經驗，優秀醫德醫術熟諳國粵英語
擁有美國眼科協會頒授的眼科專業醫生證明
休士頓市榮譽榮民醫院特聘專任眼科手術醫生
西南紀念醫院、聖路克醫院及普斯醫院主治大夫

 全球直播
L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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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師航拍生活在俄羅斯哈巴羅夫斯克的弓頭鯨，這些龐然巨物在Vrangel海灣悠然生活。弓頭
鯨又叫北極露脊鯨，名字得自於巨大而獨特的弓狀頭顱，是壹種屬於鯨目的海洋哺乳動物，長成後長
度可達21米，軀體非常沈重，體重可達75-100噸，鯨脂厚達70厘米，有助於禦寒。弓頭鯨被列入
《世界自然保護聯盟》（IUCN） 2012年瀕危物種紅色名錄，現存數量大約為1萬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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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茶隼單腿殘疾俄羅斯茶隼單腿殘疾
穿穿33DD打印爪子行走酷酷噠打印爪子行走酷酷噠

俄羅斯新西伯利俄羅斯新西伯利
亞亞 ，， 可 愛 的 小 茶 隼可 愛 的 小 茶 隼
GromGrom患有殘疾只有壹患有殘疾只有壹
條腿條腿，，為了讓小家夥正為了讓小家夥正
常行走常行走，，OptiplaneOptiplane 設設
計公司給它制作了壹只計公司給它制作了壹只
33DD打印爪子打印爪子。。

法國巴黎水族館辦法國巴黎水族館辦““金魚難民營金魚難民營”” 收留被遺棄金魚收留被遺棄金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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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制造，積極服務經濟全球化

“我方無法承擔貿易摩擦新增的

關稅。請問妳方怎麽考慮？如果不能接

受，能否提前通知我方？”美國宣布

對 340 億美元自中國進口的產品加征

關稅後，中國機械鑄造企業安徽應流

給所有美國采購商發了壹封通知函。

得到的回復卻驚人地壹致：所有美國

客戶都同意由他們消化關稅上漲帶來

的成本。原來，美方企業經過精確測

算後發現，即使加征 25%的關稅，中

國產品相對於美國產品仍具有性價比

優勢。

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越來越多的

中國制造業企業深度融入全球產業鏈條，

與世界各國企業開展貿易往來，進行產

業投資，同時引進和學習國際先進經驗

和技術，實現產業轉型升級。中美兩國

企業妳中有我，我中有妳，合作實現共

贏，交融帶來機遇。

中國制造融入全球產業鏈，惠及各
國客戶

“面對美國加征關稅，我們不慌，

是因為10年前我們就開始轉型升級，產

品過得硬。”安徽應流主管技術的副總

經理丁邦滿介紹，公司客戶大多是國際

上的高端制造業企業，他們更看重產品

的質量和交付能力，其次才是價格。

“如果客戶要用別的供應商來代替我們，將

涉及到圖紙、模具、工藝、合規等諸多

生產環節的改變，短期內很難實現。”

杜應流是這家企業的創始人，在給

美國客戶發完通知函後，他帶著研發和

市場團隊到歐洲拜訪了壹些企業。如

今，他們不僅要開拓、鞏固美國市場，

還在向更廣闊的國際市場推銷中國產的

發動機和燃氣輪機葉片。

“起初，有很多機械產品我們制造

不出來，國際上的那些企業對我們並不

關註。”杜應流說，“而壹旦我們具備

生產能力，他們就會表現出歡迎的態

度，願意與我們合作。市場中多壹個參

與者，就更有可能降低產品成本。”

以發動機葉片為例。最開始國際上

的幾家葉片制造商之間缺乏競爭，所以

定價格、定標準時非常強勢，這讓要采

購葉片的發動機廠家很被動。“不少知

名的國際發動機廠家也與這些企業博弈

很久，希望看到有新的葉片制造商加入

競爭，降低產品價格。我去拜訪了幾家

歐洲發動機廠，都對與我們合作表示出

強烈的興趣。”杜應流說。

中國資本支持科技創新，助力各國
創業企業

不但中國制造走向世界，中國資本

也開始參與國際投資，向世界提供廣闊

的市場。

在美國華盛頓州，初創型生物科技

公司Cerevast 研發了壹種科技產品，該

產品通過超聲波溶解血栓，可以第壹時

間對中風患者進行急救。市場上，許多

這樣的先進創新技術是由中小型創業企

業完成的，但這些企業要實現量產，進

壹步開拓銷售市場，還需要更多資金、

戰略和產業鏈的支持。Cerevast在C輪融

資中，就引入了來自中國的民營風投海

銀資本。

中國資本如何幫助這家美國科技企

業？海銀資本創始人王煜全介紹，首先

是幫助Cerevast 進入中國市場。通過與

北京中關村高端醫療器械產業園合作，

該公司向國家藥監局提起了醫療器械註

冊與審批申請。如果順利，18個月內就

能完成報批。

更重要的是，海銀資本可以幫助這

家公司實現從研發到量產的轉變。“與

跨國巨頭相比，小公司在規模化量產和

產業鏈組織能力上往往差距很大，導致

許多創新產品未能最終實現量產，走進

市場。”王煜全說。

王煜全帶著Cerevast 生產的原型機

去了深圳，這裏擁有世界級的制造業集

群，能夠支撐起創新產品的快速驗證並

迅速實現量產。壹家深圳廠商拿到王煜

全帶來的產品後自信地說，只要Cerevast

選擇在深圳投產，很快就能實現量產，

降低產品成本。

來自中國的投資和制造能力，支持

了壹家美國企業的科技創新，而且在審

批、生產上並沒有給外企“添堵”。

“產品早壹天上市，就能早壹天讓各地

的中風患者獲益。這樣的國際商業合作

是中國政府歡迎的，不會受到阻撓和反

對。”王煜全說。

中國企業借鑒國際先進理念，創新
產品回饋全球消費者

在上海嘉定，西安開米股份有限公

司的工廠正在調試最新的智能制造生產

線。

從配料合成，到自動灌裝，再到無

人揀選，壹條智能制造生產線的背後是

世界制造業的通力合作：公司引進了很

多歐美壹流設備，安裝了工業互聯網，

同時也采購了壹批有售後優勢的國產設

備。

“有了智能制造生產線，我們就能

跟上消費者的喜好，快速叠代產品。”

公司董事長於文說，此前很多個性化配

方由於成本過高，難以實現量產。

“叠代”，是壹個新興的互聯網開

發概念，指的是根據需求快速研發出產

品原型，並根據用戶反饋迅速改進。中

國企業借鑒、創新了這套來自美國矽谷

的經驗，在制造業上形成叠代，生產的

新的產品又可以回饋全球消費者。

“經過這輪中美貿易摩擦，我們看

到了中國制造的信心和底氣。”國家發

改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主任徐

林認為，產業升級已成為越來越多企業

的自主要求。在政策層面，政府會更多

關註經濟發展的共性問題，通過鼓勵科

技創新、保護知識產權、支持人才培養

等，使政策紅利不分中外、不分行業地

讓所有企業公平分享。中國的產業政策

正在逐步成熟，會更開放更包容，促進

經濟全球化。

從“無人經濟”到機器人總動員 重慶智博會預演未來生活
綜合報導 由於市民觀展熱情高漲，25日閉幕的

中國國際智能產業博覽會的展覽部分26日繼續向觀

眾開放。在這屆展會上，從“智慧經濟”到“無人經

濟”，再到服務於各領域的機器人，壹系列智能產業

“黑科技”的展示，讓觀眾體驗了未來生活的雛形。

在騰訊展區，觀眾紛紛拿著模擬商品到人臉自

助收銀臺體驗“刷臉購物”。觀眾首先需要掃碼，

打開微信人臉識別免密支付，綁定人臉；然後將商

品放置在指定位置，正視前方；系統自動識別商

品、識別身份，並計算總價；用戶點擊確認實現刷

臉支付，全程僅需要數秒時間。

在場館南區的智慧小鎮，“壹七閃店”搭建的

智慧無人超市沒有收銀員和導購，其核心技術包括

智能門禁系統、身份識別系統、大數據會員系統及

智能管理後臺等。現場工作人員介紹，去年7月開

業以來，已在重慶、成都落地51家門店。

騰訊和重慶長安合作的智能網聯汽車長安洲尚

A800、百度和金龍客車合作的無人駕駛小巴“阿波

龍”也都現身展會。在展館露天場地，壹輛長安汽

車的逸動EV460向觀眾演示自動泊車、行人避讓、

避障、等紅燈等無人駕駛操作。

人工智能、雲計算、大數據、物聯網等信息技

術正在與經濟、社會、公共服務等各領域相結合。

中科曙光公司展示了全球最高密度在線推理服務

器、亦是全球首款可集成寒武紀AI（人工智能）

芯片和國產CPU芯片的人工智能服務器；以及智慧

環保、智能制造、智慧市政、智慧公安、智慧校園

等壹系列智能和大數據產品或解決方案。

中國電信展臺，壹只牛道具的脖子上佩戴壹只

輕便的物聯網終端，可以采集牛的體溫、運動數

據、位置等信息；還可作為溯源系統，記錄牛的整

個養殖過程。這樣的壹部終端設備只要二三百元

（人民幣，下同），通信費每年只有幾十元錢。現

場工作人員介紹，“牛聯網”已經開始在四川、內

蒙古試點。

在海爾智慧家庭，安防系統自動控制燈光、自

動打開窗簾；冰箱除了滿足基礎的食物保鮮需求之

外，背後的美食生態圈在雲端鏈接了超過100家優

質第三方資源商；洗衣機通過RFID芯片根據衣服

的材質可以自動匹配洗衣液品牌和洗滌程序。

機器人成為展會明星，受到小朋友歡迎。哈工大

機器人集團、格力電器、華數機器人等多家公司的機

器人展示學習、娛樂、工業制造、消防等功能。

格力電器展臺前，壹組“小黃人”機器人樂隊

演奏起歌曲《歌唱祖國》。這組格力自主研發的工

業機器人，琴聲來源於格力GRS405水平多關節機

器人，架子鼓大鼓來自格力GRS401水平多關節機

器人，而其余所有樂器皆由格力GR606工業機器人

演繹完成。

30余臺科沃斯公共服務機器人以導覽服務機器

人“小智”的身份亮相，為參會嘉賓提供智能引導

服務。此外，寫稿機器人、煤礦探測救援機器人、

智能導航膠囊胃鏡機器人等都吸引了觀眾的註意。

無論是智慧經濟還是無人經濟，很多應用都需

要高帶寬、低延時網絡的支撐。在中國電信展區，

許多觀眾在現場臨門壹腳和機器人守門員壹決高下。

當觀眾射門時，攝像頭捕捉到球的軌跡並傳輸到後

臺進行計算，並將判斷傳輸給機器人守門員，瞬間

完成守門動作。其背後是低延時的5G網絡，空口

延時僅為1毫秒。5G預計將於2020年在中國商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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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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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蹤海峽熱點，反映兩岸民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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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 Tuesday, August 28,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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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車 羽球 橋牌三線報捷

亞運電競表演賽27日在印尼巨港進
入第二日爭奪，香港代表何浩楠（Aar-
on）在《皇室戰爭》首輪比賽中以3：2
險勝老撾後，次輪以1：3不敵印尼，後
於負方賽事以0：3負國家隊選手黃成
輝，無緣爭牌。

而於26日進行的《傳說對決》
中，港隊首場直落2局擊敗老撾，惟在
第2輪以0：2不敵越南而進入負方。他
們其後再以2：0“橫掃”老撾，但在第
4輪被中華台北隊以2：0淘汰，總成績
排第4名，冠軍由中國國家隊奪得。

據中新社消息，國家隊首戰泰國，
輕鬆地以2：0勝出，並與去年國際邀請
賽上世界排名第一的中華台北隊會師，
並再以2：0獲勝，隨後淘汰越南隊，與
負方復活的中華台北隊爭奪冠軍。冠軍
爭霸戰，國家隊以2：0再次擊敗對手，
奪得亞運史上首枚電子競技金牌。
電競首次以表演項目身份進入亞運

會，四年後的杭州亞運將成為正式比賽
項目，令這一年輕的體育運動受到更多

關注。作為電競選手，所付出的努力並
不比任何體育項目的運動員要少。一名
參賽選手在接受中新社訪問時介紹：
“平時我們訓練挺刻苦的，狀態不好的
時候也會有些加班，每天8-9點就會早
起訓練，一直到晚上12點多才會回去

休息。”
今屆亞運，電競共設有6項比賽，

包括《傳說對決》、《皇室戰爭》、
《爐石戰記》及《PES 2018》、《星
海爭霸II》以及《英雄聯盟》。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何浩楠參與《皇室戰爭》 先勝後負

■■中國隊奪中國隊奪《《傳說對傳說對
決決》》冠軍冠軍。。 中新社中新社

■■ 何 浩 楠何 浩 楠
（（右右））在在《《皇皇
室戰爭室戰爭》》第第
二輪以二輪以11：：22
落後印尼落後印尼。。
亞洲電子體亞洲電子體
育聯會圖片育聯會圖片

第第1818屆亞洲運動會屆亞洲運動會

國
羽
亟
待
重
振
霸
主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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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港隊大豐收，單日奪四銀！印尼亞運

尚餘六個比賽日，港隊在各個項目繼續有好表現，單車隊在李慧詩協助下

先於女子團體爭先賽摘銀，而橋牌代表亦為港爭光連奪兩面銀牌，至於躋

身羽毛球混雙決賽的鄧俊文/謝影雪雖然不敵國家隊組合，但一面銀牌已足

以翻開香港羽壇歷史新一頁。另外，港乒在女子團體賽以3：1勝印度晉級

4強，由於比賽不設季軍戰，港乒提前鎖定一枚獎牌。

■■奪橋牌超級混合團體賽銀牌的港隊奪橋牌超級混合團體賽銀牌的港隊
賽後開心大合照賽後開心大合照。。 奧委會圖片奧委會圖片

■■李慧詩李慧詩（（左左））和和
馬詠茹擊掌慶祝過馬詠茹擊掌慶祝過
關晉決賽關晉決賽。。
大文集團特派記者大文集團特派記者

張銳張銳 攝攝

■■港隊獲橋牌男子團體港隊獲橋牌男子團體
銀牌銀牌。。 奧委會圖片奧委會圖片

“牛下女車神”李慧詩在場地單車
項目首個比賽日已率先亮相，

首次出戰團體爭先賽的她與拍檔馬詠茹
於初賽做出33秒484，以次名晉級，決
賽港隊收起李慧詩改以李燕燕上陣，雖
然做出35秒024的不俗成績，但仍不敵
有奧運冠軍鍾天使坐鎮的國家隊組合屈
居亞軍。
雖然因戰術考慮未有於決賽上

陣，但一面銀牌已達成賽前目標，為李

慧詩的亞運之旅取得好開始，她坦言出
戰團體賽心情特別緊張：“拿到銀牌很
開心很感動，團體賽需要二人合作，心
情比較緊張，不過我們今次賽事很有默
契，互相為對方分擔。”缺席決賽主因
在於為衛冕凱林賽留力，李慧詩表示自
己狀態不俗，有信心爭取金牌。
至於獲總教練沈金康大讚的馬詠

茹對得到自己首面亞運獎牌更是興奮不
已：“能夠贏韓國並不容易，很開心在

亞運這種大型比賽可以發揮水準，李慧
詩的帶領很關鍵。”

鄧俊文 謝影雪締混雙最佳
至於羽毛球方面，歷史性躋身亞

運混雙決賽的鄧俊文/謝影雪面對國羽
第一姐合鄭思維/黃雅瓊，“鄧謝配”
首局處於下風以8：21落敗；次局港隊
一度力逼對手，可惜經驗豐富的國家隊
組合很快重掌主動，以21：15再下一

城，結果鄧俊文/謝影雪以局數0：2敗
陣屈居亞軍，不過這面銀牌已創下香港
羽毛球隊於亞運混雙的最佳成績。
另外橋牌項目港隊亦傳來好消

息，於男子隊際賽及超級混合團體賽雙
雙晉身決賽，而在其後的混合團體賽決
賽，港隊以37.67：134大比數不敵國
家隊屈居亞軍；至於男子隊際賽，港隊
則以52：107負新加坡隊摘得一面銀
牌。
除上述4枚銀牌外，港隊將在之後

比賽繼續收穫獎牌。其中在乒乓球項
目，港隊在27日展開的女子團體賽先
以3：0橫掃越南，再以3：1挫印度躋
身4強，由於比賽不設季軍戰，港乒提
前鎖定一枚獎牌。不過港乒男隊，雖在
小組賽兩仗全勝晉8強，但其後遭遇強
勁對手──中國國家隊，最終以0：3
敗北無緣4強。

港隊港隊單日單日收收44銀銀
■■鄧俊文鄧俊文（（左二左二）、）、謝影雪謝影雪（（右二右二））與教練與教練
賽後合影賽後合影。。 大文集團特派記者張銳大文集團特派記者張銳 攝攝

隨着陳雨菲不敵山口茜，以及諶
龍遭東道主印尼球手金廷淘汰出局，
參加雅加達亞運羽毛球單打的國家隊
男女眾將就此全軍覆沒。多年來，國
羽在國際大賽單打項目所向披靡，如
今亞運的“歷史性”失利，人們不禁
要問，國羽到底怎麼了？真的是林丹
後繼無人嗎？
從月初世錦賽到月底亞運，國羽

單打沒能拿下冠軍，若說世錦賽有桃
田賢斗、馬林、安賽龍等世界名將夾
攻，那在亞運並沒有其他大洲的強
手，桃田賢斗更是早早出局，然而諶
龍和石宇奇卻被東道主選手爆冷淘
汰，而女單陳雨菲和何冰嬌則輸給日
本對手，過程有點差強人意。

里約奧運周期內，新老交替的國
羽女單已先後創下多項“最差戰
績”，球迷和網友討論的已不再關乎
技術和打法，而更多的是拚勁和意
志。幾名國羽當家主力基本處於追趕

對手的過程中，偶有爆發，但起伏不定。
此番在雅加達，26日男女單八強，國手同

是首局小分憾負，次局潰敗。世界排名第7的諶
龍以19:21及11:21不敵排名12的21歲印尼球手
金廷，16年來首次無緣亞運男單四強。女單四強
門外全軍覆沒更是參加亞運以來首次，世界排名
第5的陳雨菲遇上日前團體賽曾擊敗過的2號種
子山口茜，同以19:21及11:21敗陣。至於21歲
新秀何冰嬌早在女單16強以10:21及12:21輸給
奧原希望，石宇奇更在男單首輪出局。

體能不足 逆境球易崩盤
不管是何冰嬌還是陳雨菲，體能不足早已是

老生常談，難以支撐三局鏖戰；不擅打逆風球，
關鍵分處理不夠好；先輸一局下往往容易崩盤。
因此無論男女單，此前幾站巡迴賽和世錦賽，國
羽選手都曾一度展示出不錯狀態，卻在雅加達集
體啞火。
里約奧運，林丹被李宗偉擋在決賽門前，諶

龍為中國守住這面金牌。經過兩年沉浮，國際羽
壇形勢已發生了改變，列強林立、新貴崛起。
雅加達失利後，遠望東京，國羽還能有這樣

的“容錯能力”嗎？答案恐怕很不樂觀。國羽必
須把握時間，盡快迎頭追趕。 ■中新網

■■陳雨菲今屆亞運兩遇山口茜陳雨菲今屆亞運兩遇山口茜，，取得一勝取得一勝
一負成績一負成績。。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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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盂蘭盆供僧暨超薦法會

德州佛教會於2018年 8月 26日
假玉佛寺大雄寶殿啟建 「盂蘭盆供僧
暨超薦法會」 。由本會會長會長上宏
下意法師任主法和尚，約有六百人參
加，場面嚴淨自持。盂蘭盆梵語意為
解到懸，為解除痛苦的意思，在佛教
中則有孝親報恩，超薦先人，祈福父
母的涵義。

法會有一系列誦經、超薦、說法
和供僧活動，包括星期四和星期五兩
晚的恭誦《地藏菩薩本願經》；星期
六的 「三時繫念」 佛事；星期天 「盂
蘭盆供僧暨超薦法會」 以及念佛大迴

向。9月1日還將在美洲菩提中心舉行
「報恩塔迴向法會」 。

法會於早上十點開始，鐘鼓聲中
信眾合掌而起，禮請法師開壇說法，
首先和尚引領四眾諷頌《戒定真香贊
》及《佛說盂蘭盆經》。經畢，圓福
法師以《如何離苦得樂》為提開示宣
講，法師首先提到修行人應如實知苦
。了解集苦的原因，和斷苦的方法。

佛法中一般常提到苦意指世間不
圓滿的現象，可概分為生、老、病、
死、愛別離、怨憎會、求不得、執取
五蘊等八種。略說則可為苦為苦、因

緣和合法為苦、無常變化法為苦等三
種。法師特別提到斷苦要先了知其因
。苦的原因可分為無明、渴愛、對感
官享樂、色界無色界的依戀。苦因該
斷，止息的方法則是實踐八聖道。最
後強調行者要時時牢記無常、苦、無
我的真理。

法師開示後，合唱團演唱《歸燕
》和《西湖》。佛前大供完畢後，在
二胡《讚僧歌》的絲竹聲中，著傳統
緬甸居士服的信眾代表，以四事至誠
供養僧寶，三稱普賢十大願。

德州佛教會傳燈上淨下海長老，
在供僧後開示，盂蘭盆為佛教報恩孝
親的節日，為佛弟子，常應感念四恩
，父母恩重就是其一，而出家眾也應
感謝施主的護持。宏意法師則表示，
剛才的供僧活動，非常感動，可能是
因為小時候在緬甸成長有份特殊的感
情，也藉此因緣感謝傳燈長老創立德
州佛教會，使佛法在美南地區生根，
感謝常住師父平日的弘法利生，也感
謝會眾信徒多年的護持。

上午的法會結束後，大眾一起念
佛經行到活動中心用齋，過堂遵循止
語，清淨莊嚴。這是此次法會的另一
個特色。盂蘭盆供僧暨超薦法會於下
午三點念佛大回向之後圓滿。

《佛說盂蘭盆經》中記載目鍵連
看到自己去世的母親在餓鬼道中受苦
，於是用缽盛飯，想送給母親吃，但

是飯剛送到他母親手中，尚未入口即
化為灰燼。世尊指點說因為目犍連的
母親罪業深重，要靠十方僧眾的道力
才能救拔。要在七月十五日眾僧結夏
安居修行圓滿的日子裡，敬設盛大的
盂蘭盆供，以百味飲食供養十方眾僧
，唯有以僧眾安居時，所成就的眾功
德，才得以解救其母。目犍連按照指
示去做，果然使他的母親得救。因此
，盂蘭盆節表達了佛教的孝道。

「三時繫念」佛事一堂
德州佛教會於八月二十五日星期六早上九點在
玉佛寺大雄寶殿啟建 「三時繫念」佛事一堂，
由佛教會會長上宏下意法師主法三時，帶領四

眾虔誠繫念彌陀。三時繫念是淨土法門殊勝的
行持之一，該法事由元朝中峰國師所提倡，主
要目的在規勸行者，依淨土念佛的法門修持。

信有西方淨土，願與彌陀相應
，行攝六根淨念相續。勸導先
亡具備三資糧往生極樂，生者
則可隨文入觀，信願奉行，是
生亡兩利的佛事。約一百八十

人參加，與會大眾於下午四時功德圓滿。是時
法雨普施，眾生得吉祥。
宏意法師在會中開示: 「繫念」的意思是把念

頭安住在正念之上。而正念依照今日的佛事即
為唸阿彌陀經，念阿彌陀佛和思維中鋒國師所
示。再者，念者今心也，所以也有專注現在，
活在當下的意思。正念也可以解釋為正確的憶
念，記住有益歡喜的事，不要執迷批評負面的
事。繫念在修行上非常重要，長久薰習可以發
揮念力長養定力，以此淨念感染四周的人。

菩提合唱團在法會上演唱菩提合唱團在法會上演唱 「「 歸燕歸燕」」 和和 「「 西湖西湖」」 。（。（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圓福法師開示圓福法師開示：： 「「 如何離苦得樂如何離苦得樂
」」 。（。（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信眾代表以四事至誠供養僧寶信眾代表以四事至誠供養僧寶。（。（ 記者秦鴻記者秦鴻
鈞攝鈞攝 ））

法會現場法會現場，，莊嚴隆重莊嚴隆重。（。（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出席法會的信眾極為踴躍出席法會的信眾極為踴躍。（。（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美南傳媒集團美南傳媒集團4040周年周年 打造媒體文化航空母艦打造媒體文化航空母艦

美南新聞董事長李蔚華與僑界領袖於美南大廳合影美南新聞董事長李蔚華與僑界領袖於美南大廳合影。。

美南新聞董事長李蔚華帶領與會嘉賓參觀印刷廠美南新聞董事長李蔚華帶領與會嘉賓參觀印刷廠。。

美南新聞董事長李蔚華致詞談論美南新聞董事長李蔚華致詞談論4040周年文化航空母艦理念周年文化航空母艦理念。。

眾人參觀眾人參觀ITCITC。。 美南新聞董事長李蔚華在美南新聞董事長李蔚華在ITCITC發表演說發表演說。。

本報記者朱全勝攝影本報記者朱全勝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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