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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bana MotorsShabana Motors
高價收購中古車高價收購中古車
以高於市場價格以高於市場價格$$500500 元價購買民眾的中古車元價購買民眾的中古車﹐﹐歡歡
迎比價迎比價
電話電話﹕﹕((713713)) 270270--90059005﹑﹑((713713)) 766766--57445744
地址地址﹕﹕98119811 Southwest Frwy., Houston, TexasSouthwest Frwy., Houston, Texas 7707477074
網站網站﹕﹕www.shabanamotors.comwww.shabanamotors.com

www.lanecert.com

  
                      十萬年薪不是夢！

3-6www.lanecert.com          Email:  info@lanecert.com
Phone:832-539-3333 | 972-268-7129 | Cell:682-333-3292

12989 Bellaire Blvd #4A, Houston, TX 77072
 930 W Parker Rd, Suite 501, Plano, TX 75075

1:00PM-4:00PM

    

    800 CCIE
Cisco 12

    “  I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DT Data Technology
”

门店地址/电话:
3510 Hwy 6, Sugar Land, 
TX 77478, 
(281)-201-8186

方太客服微信

现在只要 $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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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伐利亞牧民遷移牧場巴伐利亞牧民遷移牧場 著傳統裝扮趕牛浩浩蕩蕩著傳統裝扮趕牛浩浩蕩蕩

德國奧伯斯多夫附近德國奧伯斯多夫附近，，巴伐利亞牧民身著傳統裝束巴伐利亞牧民身著傳統裝束，，趕著牛群從夏趕著牛群從夏
季牧場向冬季牧場遷徒季牧場向冬季牧場遷徒。。夏季夏季，，巴伐利亞的牧民在高山牧場放牧巴伐利亞的牧民在高山牧場放牧，，天氣天氣
轉涼則會轉移至山谷過冬轉涼則會轉移至山谷過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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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西防城港道路施工發現明代文物廣西防城港道路施工發現明代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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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是瓊島交通咽喉要塞，承擔著

物流、人流的主渠道功能。當前，海口

正圍繞中央政府賦予海南建設自由貿易

試驗區和中國特色自由貿易港的新使

命，整合資源，加強基礎設施建設，

完善海口港區、鐵路南港的建設與功

能定位，向建設海南自貿區（港）核心

港口經濟功能區的目標邁進。

傳統港口煥發生機
海口港區地處海南島北部，規劃

範圍東起鋪前灣北港島，西至澄邁灣

玉苞角，規劃區域岸線總長約82公裏，

其中港口規劃岸線約25公裏，分別由

秀英、馬村、新海三大港區組成，目

前由海南港航控股有限公司（下稱海

南港航）運營管理。

作為海口港主體港區的秀英港發

展較久，建設始於1936年，1950年 9

月歸屬交通部廣州港務局海口分局管

理。作為海南省的交通樞紐和客貨集

散中心、對外貿易的重要口岸，它在

我國沿海港口發展戰略中被交通部列

為全國沿海主要港口和海南省國際集

裝箱幹線港口，屬國家壹類開放口岸。

過去，秀英港以集裝箱和滾裝運輸

為重點，與日本、馬來西亞、新加坡等

二十多個國家和地區有貿易運輸往來，

並且作為海南人出島、外地人上島的重

要通道，開通了至海安、北海的航班。

間或作為境內外郵輪的掛靠港。

在秀英港工作了的27年的海南港

航新聞發言人謝煥傑是“港口二代”

，自小在秀英港生活。他回憶，秀英

港早期僅做件雜貨，沒有輪渡功能。

隨著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秀英港開始

增加渡船，但僅能運輸2輛汽車。“後

來船越來越大，信海5號、中海2號、水

仙輪等陸續投入使用，能裝的車越來越

多，我還曾隨同去接信海2號。”

秀英港的發展伴隨著海南乃至於海

口的經濟社會發展。謝煥傑說，過去每

逢除夕春節幾乎沒有車輛過海，後來逐

年增加，如今過年時都有很多車輛和旅

客過海，且多為自駕遊的車輛。

據統計，2017年，秀英港輪渡進

出口旅客達564萬人次，進出口車輛

121萬輛次。

但港口與城市發展的矛盾也慢慢暴

露了出來。2008年，由於港口集疏運加

劇了城市的交通壓力、港口作業噪音擾

民、臨港後方沒有腹地空間等“港城矛

盾”突出，海南港航規劃建設了馬村港

壹期工程，將秀英港的部分散貨、件雜

貨等功能疏解到馬村港。如今，客滾功

能也逐步向新海港轉移。

目前，馬村港壹期工程建成5個2

萬噸泊位，2011年轉讓給中海油作為

南海油氣開發後勤服務基地；馬村港

二期建成4個2萬噸泊位、3個5千噸

泊位，設計通過能力365萬噸/年；馬

村港三期散貨碼頭建設1個3.5萬噸級

泊位，設計通過能力200萬噸/年；馬

村港四期集裝箱碼頭正在開展前期工

作，預計明年開建。

海南港航國際馬村港務管理有限

公司調度室主任韓龍定，1996年大學

畢業後被分配到馬村港工作，“早期

的馬村港建於1994年，當時僅有220

多米長。主要運輸煤炭，兼做些散貨

業務，年吞吐量幾十萬噸。”

韓龍定回憶，20年前從海口到馬

村港沒有壹條像樣的路，如今有4-5條

路可以通達。由於交通運輸便利，極

大促進了馬村港的發展，馬村港二期

2017年貨物吞吐量達600多萬噸。“目

前馬村港的水泥、鋼材和糧食飼料等

物資進港量很大，帶動了港區周邊企

業的發展。”

2015年底，設有16個泊位的新海

港區壹期建成開港，將秀英港大部分

客滾業務轉移於此。

海南港航常務副總裁黃有光介紹

說，散、雜、小、亂是過去海口岸線

港口的特征，省委省政府正以海南港

航為平臺，整合全省港口進行充分利

用。秀英港的大部分功能由馬村港、

新海港分擔後，未來將作為郵輪掛靠

港使用。

黃有光說，目前海南港航將馬村

港定位為中心港進行發展，未來重點

發展集裝箱業務，也將作為南海補給

的重要港口。而新海港作為輪渡碼頭，

預計今年開建面積達9.2萬平方米的綜

合交通樞紐，周邊還配套建設中免免

稅城，契合國家對海南“國際旅遊消

費中心”的定位。

借助PPP模式，海口港區獲投200

多億元人民幣，將用於建設新海港綜合

交通樞紐、新海疏港快速路等項目。

據了解，為了加強核心港口經濟

功能區的建設，加速瓊州海峽壹體化，

海南港航近年來積極探索水上飛機、

直升機以及高速客船等跨海運輸方式，

並謀劃在馬村港重點發展臨港產業。

黃有光認為，港口是支撐海南對

外開放發展的重要基礎設施，將海口

這壹核心港口經濟功能區做好，未來

將迎來質的飛躍。

“兩線壹渡”打造瓊州海峽交通
特色

交通運輸部《貫徹落實<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於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開

放的指導意見>實施方案》於今年7月

出臺。方案提出要構建由高速鐵路、

高速公路、水路客滾運輸等多種運輸

方式組成的綜合交通走廊，融入國家

綜合運輸大通道。

從2002年運營至今的海南鐵路輪

渡將得到建設提速。

1998年 8月30日，粵海鐵路通道

的咽喉要道湛海線開工；當天，粵海

通道火車輪渡南港防波堤在海口動工。

由於瓊州海峽“從中作梗”，“兩線

壹渡”便成為瓊州海峽鐵路的運輸特

色，即湛（江）海（安）線通過輪渡

與島上鐵路線（海口至三亞）連通，由

南、北兩港和滾裝船組成。每個港口

配有鐵路棧橋，汽車棧橋和人行棧橋，

南北兩港間距離為12.5海裏。

海南鐵路輪渡目前由鐵路南港、

北港和“粵海鐵1、2、3、4號”四艘

客滾船組成，是中國第壹條跨海鐵路

通道，主要承擔瓊州海峽散客、汽車

裝載運營以及進出島客貨列車運輸。

其中，“粵海鐵3、4號”分別於

2011年4月、2011年10月投入火車輪渡

過海運營，2013年2月投入客滾運營。

總噸位達23000噸，具有兩層縱通甲

板，下甲板載運火車，上甲板載運汽車，

上層艙室載運旅客，頂面還備有直升機

起降平臺，壹次載運44節貨物列車或24

節旅客列車，同時可裝運載重20噸的汽

車（包括客車）81輛和1398名旅客。

目前，海南鐵路輪渡日開行航班

12-14對，其中客列5對、貨列3-4對。

自輪渡運營以來，截至2018年 6月，

南港累計發送過海散客1552萬人次；

發送過海汽車295.1萬輛次；發送貨物

列車11943趟次共12513.3萬噸；旅客

列車19013趟次共1115.6萬人次。

海南鐵路南港管理所副主任金聖

泣告訴記者，海南鐵路輪渡主要保障

旅客列車的運行，以散客、車輛客滾

業務為輔，後者占到全島運輸量的

23%左右。過去五年，海南鐵輪南港日

均發送車輛1000-1500輛，近兩年來逐

步攀升到日均發送車輛近3000輛。

金聖泣介紹，瓊州海峽是壹條黃金

水道，火車輪渡的投入使用，極大緩解

了瓊粵間客滾船運能不足的問題。

近幾年，南港從人員安排、待渡

場功能劃分、優化售驗票、裝卸車作

業環節、提高航班開行密度等途徑入

手，盡最大努力增加作業效率，提高

運能，把南港建設成為具有新時代鐵

路特色的壹流服務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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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中債金融估值

中心有限公司與盧森堡證券交

易所（以下簡稱“盧交所”）

就中債綠色系列債券指數在盧

交所首次發布於上海舉行簽約

儀式。這意味著中國與盧森堡

兩國綠色金融領域跨境合作進

壹步深化。

“在中國債券市場快速發

展的同時，也受到了海外投資

者的青睞。當前，境外投資者

已連續18個月增持中國債券。”

中國人民銀行上海總部副主任

兼上海分行行長金鵬輝在會上

對中新網記者表示。

近年來，中國債券市場

取得快速發展。數據顯示，

截至8月末，中國債券市場體

量已超過81萬億元（人民幣，

下同），全球排名第三，中國

綠色債券規模達4953億元，

位居全球第壹。

與此同時，隨著中國金融

市場改革開放的步伐加大，越

來越多的境外投資者參與中國

的債券市場。截至8月末，共

有1147家境外機構進入銀行間

債券市場，持債規模達到1.75

萬億元，占債券總量的2.4%。

在此背景下，中債綠色債券系列指數在

盧森堡證券交易所發布。這有利於推動綠色

金融的國際交流，從而為今後綠色債券、綠

色指數產品以及其他綠色金融領域的創新合

作打下良好的基礎。

對於此次雙方的合作，盧森堡證券交易所首

席執行官RobertScharfe（羅伯特· 施瓦夫）表

示，這將為市場提供透明度以及價格指向，進行

實時價格展示可以拉近與投資者的距離，而這也

是對於綠債市場國際合作、跨境合作的第壹步。

資料顯示，盧交所在綠色債券領域具有

領先地位，掛牌上市了以17種貨幣發行的132

支綠色債券，市值超過750億美元。此外，近

年來盧森堡證券交易所大力發展離岸人民幣

債券業務，截至6月末，盧森堡證券交易所展

示的離岸人民幣債券已有131支，成為歐洲市

場的離岸人民幣債券中心。

就中債綠色債券系列指數在盧森堡證券交

易所發布，金鵬輝認為，這有利於向國際展示

中國綠色債券取得的成績和進展，同時進壹步

推動中國綠色債券市場開放，為境外投資者提

供了高效透明的信息渠道，吸引便利境外投資

者配置優質的人民幣綠色債券資產。此外，也

有利於中國綠色產品創新，制度創新和相關標

準與國際的對接，推動中國債券市場的發展。

通訊：海口打造海南自貿區（港）核心港口經濟功能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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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神 州 大 地 ■責任編輯：魯 冰 2018年9月19日（星期三）

“我是12日晚上飛到廣州的，計劃16
日晚上乘坐九點半的飛機回南

京，這樣第二天的課程就不會耽誤。”王
珂告訴記者，誰知返程卻因為颱風“山
竹”給改變了。

16日早上八點半王珂收到信息，廣州
受颱風“山竹”影響，機場停運。“航班
取消後，我馬上就查了高鐵，也取消了，
然後‘滴滴’了一輛車到汽車客運站。”
可等他十點半到達越秀客運站時才發現，
“山竹”讓廣州飛機、火車、汽車都停運
了，高速公路也封閉了。怎麼辦？“真是
突發奇想，要不打車吧，從廣州到長沙，
再回南京。”

車如小舟飄搖13個鐘
王珂叫了一輛出租車，當他把想法告

訴司機時，出租車師傅一開始是拒絕的，
通過溝通，王珂與出租車師傅講好打錶計
費，接着又換了一輛稍微好點的出租車，

出租車司機又請了一位司機朋友一起輪流
開車。就這樣，9月16日11點多，他們三
個人的逆“山竹”之行就開始了。

王珂說，剛上路時，風力並不是太
大，所以他估計從廣州開車到長沙這700
多公里應該很快能到達。然而，“山竹”
發威，這段路程越跑越慢，到達長沙黃花
機場時已經是17日凌晨零點二十分，整整
跑了近13個小時。
“你知道嗎？高速公路封閉，我們只

能在省道上跑，外面的風力越來越大，我
感覺車子是飄的，真的像汪洋中的小
船。”王珂講述這一路的場景，路邊的樹
被吹斷，橫在地上；交通信號燈的桿子也
被吹得搖搖晃晃。

為本科生授課28年均守時
“後來，我們進入韶關，終於開進高

速公路了。等到了長沙機場，算完錢，一
共花了4,600元。”王珂說，因為要付百
分之五十的返空費，加上高速公路費，出
租車打錶的2,989元，他一共支付了4,600
元。
王珂乘上了17日早晨八點十分長沙飛往

南京的航班，到南京祿口機場是九點三十五
分，坐地鐵回到九龍湖校區時已快11點了。
王珂為啥非得如此折騰回南京呢？“我從教
28年從來沒有調過本科生課程，此行有驚
險，但笑到了最後，因為我想一生都不調本
科生課。”王珂說，他的博士生導師童慶炳
先生有句名言，上課是教師的節日。“為了
今天的節日，我竭盡了全力。”

近日，杭州一所高校針對“00
後”大學生姓名特徵進行大數據研究
發現，“00後”取名熱衷於古風文藝
範，像“子涵、宇軒、皓軒、軒
涵……”這類名字很多，往往一個班
上都是類似的名字，老師常苦惱於分
不清。

研究小組發現，這種取名現象在
中國東部沿海地區的浙江比較明顯。課
題組老師杜加友說，當下，愛用“能顯
古風”的漢字成為一種流行，這也導致
很多“00後”孩子的名字出現很多生
僻字。

“這也給老師增添了煩惱。老師
給新生上課，如果不提前查字典做好

攻略，第一次點名時遇到生僻字、拗
口名也會不知所措。”杜加友說。
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如果老師們

第一次上課點名，遇到念不出來的
字，或發現學生名字特有文藝範，這
個學生很有可能來自浙江。有學者表
示，這和浙江自古富庶，文風鼎盛有
關。“姓名中的生僻字，並不是要為
難別人，而是寄託了家長對孩子的美
好期望。很多生僻字其實是古漢語文
字，蘊含優秀傳統文化。”

專家還表示，名字作為一個人的
符號，有着交際和傳遞信息的作用。
名字應讓常人都認識，否則會給孩子
生活帶來不方便。 ■新華社

17日上午8時許，西安萬業出租汽
車公司駕駛員王向峰駕車路過西影路等
駕坡附近時，拉了一名待產婦女及其丈
夫，以及一個兩歲多的小男孩，剛一上
車，後排的孕婦神情痛苦，一直喊疼。
此時正值早高峰，堵車嚴重，王向峰當
即決定開車上了非機動車道。走了約三
四分鐘，突然聽到女子對前排的丈夫
說：“娃生了，快把娃撿起來。”

王向峰加快了速度，一路走非機動
車道，闖了紅燈，約十分鐘趕到陝西省
第四醫院。男子要給王向峰付車錢，王
向峰讓他趕快去照顧產婦和孩子，只是
互留了電話。
送完這一家人，王向峰才注意

到，後排座椅和地墊上全是血。他立即

趕回公司匯報此事，清洗車內，更換了
新的座套，到中午11時才恢復營運。

40歲的王向峰告訴記者，開車20
年，也拉過不少產婦，但是孩子直接生
在出租車上的情況卻是第一次，過去了
幾個小時，還感覺驚險。“都是大男
人，沒有經驗，後面坐着的還是兩歲多
的小孩，我能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將
他們盡快送到醫院。”
17日下午4時，記者聯繫到產婦的

丈夫白先生，他說自己是漢中人，在西
安打工，因為沒要到工錢，耽誤了送媳
婦到醫院生產，才出現這麼緊急的情
況。這是他們第二個兒子。“感謝王師
傅，大人和娃都平安。”

■《華商報》

上課鈴聲響起，17日下

午兩點，東南大學九龍湖校

區教二樓106教室，王珂教授

準時站在講台上為大四學生

講授本學期第一堂課《中外

文論二十家》。誰能料想，

在如此平靜的開場之前，王

珂教授經歷了一場30小時的

“生死時速”。為了不耽誤

給學生上課，王珂在颱風

“山竹”襲粵時，花了4,600

元（人民幣，下同）從廣州

打車到長沙，再轉乘飛機前

往南京，宛如經歷了心跳大

片。 ■《揚子晚報》

■ 王珂從廣州
打的到長沙，出
租車發票顯示
2,989元人民幣，
連同空返費、過路
費，他一共支付了
4,600元人民幣。

網上圖片

■■ 王珂說王珂說，，他的博士生導師有句名言他的博士生導師有句名言，，
上課是教師的節日上課是教師的節日。“。“為了今天的節日為了今天的節日，，
我竭盡了全力我竭盡了全力。”。”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南京教授與“山竹”賽跑
花費花費46004600元打的回校上課元打的回校上課

女子的士產子 的哥“飛車”送醫調查調查：“：“0000後後””取名偏好取名偏好““古風文藝範古風文藝範””
■■ 女子和剛出生女子和剛出生
的嬰兒被接進醫的嬰兒被接進醫
院院。。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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竭 力 打 造 香 港 籃 球竭 力 打 造 香 港 籃 球 IconIcon

維港泳吸引五千人報名
一年一度的香港體壇盛事──“新世界維

港泳”將於10月 21日舉行。踏入復辦第8
年，今屆吸引約5,000人報名，創歷屆新高。
今年名額增至3,000個的優悠組，吸引逾4,000
人報名；限額600個的競賽組，亦有近900人
報名。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國籃藍隊世外賽勝約旦
男子籃球世界盃亞洲區外圍賽17日晚在

北京進行。中國男籃藍隊眾小將下半場狂砍60
分，最終以88：79逆轉戰勝約旦男籃。當晚
中場休息時，包括姚明在內的參加過北京奧運
的男女籃國家隊功勳教練和運動員，一同亮相
中國籃球之隊的“燃動十年”再聚首活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前前NBANBA灰熊球員灰熊球員
基特來投東方基特來投東方。。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潘志南潘志南 攝攝

打過NBA的新援基特，18日與香港
新加盟球員林萬進和陳翊麟穿上

東方戰衣，出席在元朗體育大樓舉行的
球隊新球季開操、拜神儀式及新聞發佈
會。

力爭讓旗下球員戰NBL
去屆首奪香港甲一男籃聯賽冠軍

的東方龍獅籃球隊未安於現狀，領隊兼
副主席游永強率一眾原有球員及3位新
加盟球員出席發佈會。他在會上大談球
隊未來發展計劃，他透露，球隊奪聯賽
冠軍後，已向香港籃總提出參加亞洲冠
軍球會盃的申請。此外香港賽事、東南
亞職業籃球聯賽（ABL）也會繼續參
賽。

另外，球隊還會於10月赴馬來西
亞出戰珍軒盃籃球賽，跟歐亞強隊交
手，為ABL熱身，希望奪回失落了一
屆的冠軍。不過，游永強承認，在外援
名額改制下球隊面臨更大挑戰，“東方
會以拚搏精神迎接新挑戰。”他亦透
露，球隊希望來年能讓數位球員到內地
出戰中國籃協次級聯賽NBL，預計
2019年首季會有明朗消息。

前灰熊前鋒將助陣ABL
球隊陣容方面，今屆東方簽入永

倫的林萬進和南華的陳翊麟。外援球員
艾利諾依然在陣，會以居港外援身份戰
香港本地賽；ABL則有身高2米26的
立陶宛長人中鋒迪加拿和曾征戰過

NBA的基特助陣。
曾與NBA球隊孟菲斯灰熊簽約、

並入選發展聯盟全明星的前鋒基特，抵
港只三天就遇上超強颱風“山竹”。他
稱：只看到大風大浪，和美國風暴類
似。他期望助東方重奪ABL錦標。至

於和隊友的合作，則仍有待形成默契。
今季ABL賽會更改外援制度，賽

制由“兩外援+兩亞援”改為三外援。
香港球員於ABL的角色更形重要，後
衛李琪認為雖然賽程緊密，但香港球員
正好藉此練兵以取得進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東方龍獅籃球隊再加大力

度，竭力將球會打造成香港籃球運動的Icon，除計劃在新賽季征

戰更多賽事外，亦向香港籃總提出參加亞洲冠軍球會盃的申請，

同時更爭取涉足中國籃協旗下的NBL聯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郭正謙）雲
集12支亞洲勁旅的“非凡12”籃球賽
18日在澳門展開，除了來自日本的千葉
噴射機爭取衛冕外，前NBA球星史比
斯、謝弗遜以及林書豪胞弟林書緯均會
亮相獻技。

“非凡12”籃球賽由12支參賽
球隊分成四組，每組只有首名能夠出
線四強。率先登場的日本球隊名古屋
鑽石海豚及裕隆納智捷，首節雙方互

有攻守以13：13打平，不過踏入第二
節名古屋開始發力，甘明斯及布蘭堅
斯兩名外籍球員以內線強攻及外圍投
射夾擊對手，成功在第三節完結時建
立多達18分的優勢，布蘭堅斯三分球
8投5中得28分，而甘明斯更是奪得
全場最高的30分，助名古屋以84：72
擊敗對手，於小組賽旗開得勝。

至於第二場富邦勇士對三星閃電
的比賽則打得十分緊湊，三星閃電有

着韓國球隊一貫速度與力量兼備的體
力化打法，而富邦陣中則有林書豪胞
弟林書緯以及曾効力東方龍獅的張文
平，開賽早段三星閃電多次把握對手
失誤快攻得手於首節領先27：18，不
過林書緯及外援柯頓卻在第二節收復
失地，惟富邦尾段幾次進攻機會均未
能把握，更於最後一秒防守出錯被三
星球員安巴拉籃下輕鬆得分“絕
殺”，富邦勇士最終以82：84落敗。

“非凡12”籃球賽濠江開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潘志南）東方龍獅
申請打亞冠盃，戰線擴大，副領隊蔡芳裕與後
衛李琪齊齊表示有助香港本土球員成長。

蔡芳裕指出，“東亞區只有一個參賽名
額，要視乎日本、韓國、蒙古等地區的冠軍球
隊會否報名參賽，屆時可能要先戰外圍賽，目
前球隊已口頭知會籃總，而籃總亦非常支持，
但細節要至來年度第一季才較明朗。”

此外，新一季ABL參賽球隊將增加1隊至
10隊，蔡芳裕指：“常規賽將較去季的20場
更多，要等進一步公佈。好在賽期由球會編
訂，這可配合本土、亞冠盃賽程進行調整，避
免比賽緊密！”

李琪則介紹：“我與林萬進及陳翊麟在中
學已是隊友，防守的林萬進及陳翊麟的3分都
是球隊需要的人，我有推薦，場上三人極有默
契。援將迪加拿身高搶籃板上有絕對的優勢；
基特有一定身高又能帶波射波，預計來季球隊
的打法更快。至於ABL外援改制和比賽場數
增加，則絕對有助香港球員成長，上季年輕球
員曾在本土賽獲得更多上陣機會，奪聯賽冠軍
證明了華將在吸收更多經驗下成長。”不過，
他表示東方仍難稱霸，因為不少球隊都簽入本
土球員身份的混血球員，實力相當。

北京冬奧確定109個比賽項目

短 訊

擴大戰線
有助香港球員成長 ■■李琪李琪（（前排左一前排左一））和東方新隊友見和東方新隊友見

傳媒傳媒。。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 攝攝

■■東方正副領隊游永強東方正副領隊游永強（（左左）、）、蔡芳裕介蔡芳裕介
紹組軍情況紹組軍情況。。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 攝攝

■■國際奧委會北京國際奧委會北京20222022年冬奧會協調委員會第三次會議在年冬奧會協調委員會第三次會議在
京舉行京舉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聰香港文匯報記者張聰 攝攝

■■ 裕 隆 麥 舒 柏 特裕 隆 麥 舒 柏 特
（（右右））突破後上籃得突破後上籃得
分分。。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郭正謙記者郭正謙攝攝

■■東方龍獅東方龍獅1818日舉行開季拜神儀式日舉行開季拜神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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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張聰北京報道）國
際奧委會北京2022年冬奧會協調委員會第三
次會議18日在京舉行。北京冬奧組委執行主
席苟仲文表示，目前，冬奧會和冬殘奧會已
進入“北京周期”，籌辦任務更重、節奏更
快、標準更高。他指出，按照國際奧委會要
求，國家速滑館、高山滑雪中心、冬季兩項
中心等新建場館全面開工並按計劃推進建
設，北京2022年冬奧會109個比賽項目得到
確定，測試賽戰略和總體方案基本確定。

座談會上，北京冬奧組委相關部門負責人
分別就組委會組織管理、場館和基礎設施、宣
傳與參與進行了主題陳述。國際奧委會副主
席、北京冬奧會協調委員會主席小薩馬蘭奇高

度稱讚了北京冬奧組委高效務實的籌辦工作。
他表示，相信在國際奧委會《奧林匹克2020
議程》和《新規範》的指導下，在我們共同努
力下，充分利用奧運遺產的力量，把北京冬奧
會辦成史上最成功、最智慧的奧運會。

展望未來，苟仲文表示，北京冬奧組委
將緊緊圍繞舉辦一屆精彩、非凡、卓越奧運
盛會的目標，全面落實綠色、共享、開放、
廉潔的辦奧理念，加強與國際奧委會等國際
體育組織的密切合作。同時，他希望，協調
委員會專家充分發揮專業優勢，多提寶貴意
見建議，幫助北京冬奧組委拓寬思路、完善
措施、解決難題，進一步改進工作，把籌辦
工作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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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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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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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示風貌建築、特色美食、傳統文化，探尋人文故事

▲ 節目截圖

節目介紹：
CCTV4《城市1對1》欄目是全球唯一一檔固定的城市交流訪談欄目，
每期節目選擇中外兩個城市，通過小片展示以及演播室嘉賓講述，展
示風貌建築、特色美食、傳統文化，探尋人文故事，展現城市魅力。
這是兩座花園小城，在中國靖江，什麽樣的景致讓她發出如此感嘆？
在加拿大的維多利亞，一條狹窄小巷卻被視為最神秘的地方，品肥美
的鮭魚之王，聽歡快的打豆號子。

▲ 節目截圖

《城市一對一》精彩
節目介紹

播出時間：
播出時間為晚上7:30-8:30，重播時間次日下午1:00-2:00. 敬請關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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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梅子）德州文藝復
興節是休斯頓最久負盛名的節日，今
年是第43屆。

2018年德州文藝復興節將於9月
29日和30日開幕，跨越兩個月，每個
週末開放，共8個週末17天，每週都
有不同的主題。文藝復興節在美國其
它各州也有，不過德州文藝復興節算
是規模最大了，整個公園被改建裝飾
成一五三六年情景，今年的主題是英
國國王-亨利八世準備迎娶新太太。在
這個莊園內可以看到許多打扮成貴族
階級的人士和平民百姓們大家聚在一
起喝酒跳舞慶祝。在文藝復興莊園裡
走走停停，從各個景觀之間的門一穿
過去就到了另一個國家，風格完全不
一樣，連人的口音都不一樣了。剛從

德國村莊喝完啤酒，再走幾步就是法
國或西班牙，讓人不由得產生出恍如
隔世的感覺。

文藝復興節有點像中國的廟會，
但時間更長、規模更大、更國際化。
500多名特色藝術家在這裡盡情施展他
們的才華和絕藝，400多家店鋪展示的
是世界各國的特色手工藝品，有黃金
白銀寶石首飾、也有陶瓷、皮飾、木
雕等，生意最好的是出售文藝復興時
代服飾的商店。好吃的就更多了，墨
西哥、法國、意大利的美食應有盡有
，您可以一天吃遍世界風味。在連續8
週的節日裏，時光倒流、歷史重現，
讓我們呼吸到了那個鼎盛時期的氣味
。

德克薩斯狂野的牛仔、意大利風

雅的文藝復興，兩個壓根就風馬牛不
相及的東西，就這麼完美地被結合在
了一起。德州文藝復興節年年都辦，
今年已經是第43屆了，毫無疑問，德
州文藝復興節已經成了休斯頓的一個
文化標誌。

中國城的王朝旅遊代理文藝復興節
的門票，目前有少量開幕式門票特價
供應，請去王朝旅遊購買，周日或晚
上也可打手機713-927-9688聯系送票
事宜。

王朝旅遊地址：
6918 CORPORATE DR., SUITE A-14,,

Houston, TX, 77036
電話：(713) 981-8868；713-927-9688

““東北人東北人””餐館自制月餅餐館自制月餅————
現烤現做現烤現做 健康美味健康美味！！

（本報記者黃梅子） 「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
，海外的華人到了中秋這樣的傳統佳節，必定都要吃個月餅一解
鄉愁。月餅好吃，但熱量不低且加了防腐劑，對於講究綠色健康
的現代人來說，超市裏各種從大陸和臺灣進口來的月餅好吃但不
敢多吃。不過，我在這裏給您推薦“東北人”低糖低油、新鮮現
做的月餅，您盡可以放心吃，“東北人”自制的京式和廣式月餅
不光新鮮好吃，價格還比超市便宜很多，而且還不含防腐劑，熱
量低，今年中秋節你一定要去“東北人”買幾只王老板親手秘制
的的新鮮月餅過過癮！

東北人餐館的王老板父子都是名廚，老板王誌平是地道的東
北吉林人，已經做了幾十年的東北菜，手藝爐火純青，紅案白案
都有絕活。東北人自制的新鮮月餅分為京式和廣式兩種，京式提
漿月餅有五仁、果脯、棗泥、豆沙、玫瑰等口味，蘇式月餅除了
上述機幾種餡料外，還有鮮肉餡的。東北人的新鮮月餅現烤現做
，沒有任何防腐劑和化學添加劑，全部是天然有機的食材，價錢
還公道，每只月餅只要2.5元，可以零賣，有獨立包裝。也備有漂
亮的禮盒，方便送人，6粒盒，每盒20元；8粒盒，每盒30元。
鮮肉月餅需要提前電話預定。
東北人餐館還有休斯頓獨一份的的烤全羊。東北人的地理位置離

中國城的核心位置稍微偏了一點，與金殿酒家和小肥羊在同

一個plaza。 但酒香不怕巷子深，還是有很多吃貨聞著烤全羊的香
味找到了東北人餐館。

東北是滿族的發源地，而烤全羊是滿族和蒙古族傳統名菜，
為招待貴賓或舉行重大慶典時的盛宴特制的佳肴。一般選用膘肥
肉嫩、體重40斤左右的綿羊宰殺後，去毛剝皮，開膛去除內臟，
再抹上蔥、姜、椒、鹽等佐料整體烤制而成。此菜羊形完整，色
澤金紅，羊皮酥脆，羊肉嫩香。烤全羊外焦裏嫩，皮脆肉滑，色
澤金黃，鮮香異常，吃起來肥而不膩，穌脆香美，與平時吃到的
羊肉有很大的不同。而且招待貴賓或生日聚會會顯得規格很高，
不同凡響。

東北人的特色東北菜有：老刺芽炒雞蛋、溝幫子燻雞、鍋包
肉、 李連貴熏肉大餅、油豆角燒排骨、醬骨頭、 熏雞、地鍋雞、
幹炸黃花魚、羊雜湯、玉米鍋出溜等。

東北人餐館的涼菜和鹵菜也值得推薦，有芥末肚絲、海帶絲
、醬牛肉、百花豬耳、拍黃瓜、醬肘子、醬豬手、自制風幹腸等
。東北人的接班人王博從國內的烹飪學院學成歸來，專工淮揚菜
和川菜，想吃辣的朋友可以點重慶辣子雞、幹鍋麻辣鴨頭、水煮
肉片、沸騰水煮魚等正宗川菜，淮揚菜則有經典的獅子頭和鹽水
鴨。

俗話說“眾口難調”，但東北人餐館根據時令季節經常推出

新的菜式，並有多種口味的菜色，既有東北菜，又有淮揚菜和川
菜，還有自釀的高粱燒酒。如果是朋友party，來到東北人，來上
一只烤全羊，大碗喝酒，大塊吃肉，豈不痛快？如果是家庭聚會
，北方菜南方菜都全乎，大家各取所需，更是其樂融融。要過中
秋節年了，來東北人餐館吃上一頓好酒好菜，再切上幾只現做現
烤的新鮮月餅，豈不美哉？

東北人餐館
地址：8400 Bellaire Blvd, Hosuton, TX77036

電話：713-750-9222

德州文藝復興節德州文藝復興節99月月2929日開幕日開幕，，
王朝旅遊有特價票王朝旅遊有特價票！！

（ 休士頓 / 秦鴻鈞報導 ）一項由萊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
Chao Center for Asian Studies )舉辦的獲2018 奧斯卡提名的最佳記
錄片＂Abacus: Small Enough to Jail " 於9 月17 日（ 本周一 ） 下午
五時在萊斯大學BRC Auditorium 舉行放映及座談會，當天，整個
大禮堂內坐滿了中外觀眾，大家被劇情所震撼，劇情敘述2008年
金融風暴，美國政府 「殺雞儆猴」 找了一家紐約小型的華資銀行
「國寶銀行 」（ Abacus Federal Savings ) 開刀,沒想到他們找上的

是一個律師世家，父親（ 銀行董事長孫啟誠，Thomas Sung ) 及四
個女兒中的三位，一家裡有四位都是律師，再加上孫家財力雄厚
（ 全部官司律師費超過千萬美元，他們自付），全家一心，極具
凝聚力，真是 「踢到鐵板」。孫家據理力爭，終於勝訴，替華裔
出口氣。

該紀錄片的攝製，全賴製片人Mark Milton ( 孫家二女兒的朋
友 ）一眼看出這個題材是美國政府種族歧視的 「經典」，因此在
官司進行時，即投入拍攝。因此，該片全部都是事實的真實紀錄
，沒有一點杜撰的成份，他們在拍攝時也不知未來審判的結果會
如何。

國寶銀行的董事長孫啓誠先生，1935 年生，16 歲來美，是學
法律出身的執業律師。他之所以會開銀行，是30 多年前全美不讓
華人貸款，他為了幫助華人，服務社區，乃在紐約開設小型銀行
，他非常遵照法律規範做事，甚至親自處理放款。令人不可思議
的是，有一個不好員工 Ken Yu , 自己違規報上去，反而被美國政
府 「殺雞儆猴 」。孫家律師女兒Chanterelle Sung 也表示： 這不
只是對少數民族的挑釁，以美國這樣一個自由民主，起訴沒有定

罪的人，居然給他們帶上手銬，（ 電影中有一段銀行貸款部門12
人被帶走，其中有九位是婦女，她們都被鐵鏈連起來，蓄意羞辱
），孫家多年在紐約開設銀行34 年，幫助社會發展。而美國不但
不抓偷東西的人，反而抓被偷的主人。孫董事長表示： 美國政府
一向鼓勵小型社區銀行，大家集資開銀行，放款，幫助社區。如
今， 「作賊的反而喊別人是賊 」，為未來選舉作 「極惡 」 的示
範，這完全是違反美國法律的事。此事件完全是檢察官 Cyrus
Vance 的弄權妄行（ 她們的小妹妹孫儀琳Chanterelle Sung 還在該
檢查官手下工作 ），連陪審團的成員都是他找來的，聽他的話。
而美國憲法規定 「人權 」 是全案反敗為勝的關鍵。它規定美國人
民受法律充份保障，一定要正當、公益，一定要經過合理的過程
。該檢察官使用權力、力量，一逕妄行。而孫家的人團結一致，
凝聚力強，他們的奮鬥也感染了社區人士，出面幫助他們。他們
收到很多信，都認為美國政府違反人權，種族歧視，這種事不應
在美國發生，此事件對美國是個教育。

該事件發生時，華人社區無一人、社團出面為他們發聲，連
要選票的政客們也噤聲。反而是別的種族的人，該片製片人Mark
Milton, 獨自出資拍攝，他在拍攝的過程，官司還在進行，不曉得
是否會贏，他只是覺得這件事非常不公平，是美國政府種族歧視
的 「經典 」 之作，必須把它錄下來，顯示華人家族的團結力量。
也替華人社區出了一口氣。

通過該影片，全場人士一致認為，希望類似事件，不再在僑
社發生。華裔應組織起來，團結起來，以投票享受 「政治」 的力
量。唯有投票，華人才有權利。

一個華裔家族在美遭遇的真實故事一個華裔家族在美遭遇的真實故事
20182018 獲奧斯卡提名的最佳記錄片休市放映反響不斷獲奧斯卡提名的最佳記錄片休市放映反響不斷

前清華大學和成功大學的資深執
行副校長馮達旋將於 9月23日星期日
下午一時在 Sugar Land發表中、英文
版 新 書 “ 全 球 高 等 教 育 復 興/
Edu-renaissance” 。

時間：1 p.m. Sunday, September
23, 2018

地 點 ： 1650 Hwy 6 #305, Sugar
Land, TX 77478

座談會：由馮達旋副校長和他在
UT Dallas 任副校長時的老朋友 UT
Austin 的前副校長 Juan Sanchez 對談
全球高等教育。

馮達旋出生於印度的新德里。母
親是音樂家，父親是新聞記者。 1950
年初期，馮全家舉遷至新加坡。馮於
1972年取得明尼蘇達大學理論核物理

博士。 1976年馮加盟美國費城Drex-
el 大學。從 1990 到 2000 年,馮為 M.
Russell Wehr 物理講座教授。馮曾擔
任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的理論
物理部門主任, 是美國 Los Alamos, 橡
樹嶺，布魯海汶三所國家實驗室與英
國Daresbury國家實驗室顧問。馮發表
了超過180篇物理論文，編輯20多本
書。馮於1996榮獲美國物理學會會士
(Fellow of the American Physical Soci-
ety)。 2009 年9 月26 日湖北省授予馮
2009年度湖北省“編鐘獎”。

在1995年- 1998年間，馮是當時
美 國 眾 議 院 武 器 裝 備 委 員 會 (U.S.
Congressional Arm Services Committee)
副主席 Curt Weldon 眾議員的技術顧
問，負責中歐和亞洲事務。從1998年

至 2000 年，馮是富豪 500 跨國公司
SAIC公司副總裁。

在 2001 年, 馮榮任德州大學達拉
斯分校(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Dal-
las, UTD)研 究 副 校 長(Vice President
for Research)，並兼任物理系教授。馮
於該校的職責包括增強學校研究質量
的內涵與深度，同時亦提升該校在國
內及國際上的研究信譽。

馮在過去36年中與亞洲，尤其是
倆岸，有密切聯繫與合作。從1995至
今，他是全球韓裔科技網路(AKAS)的
顧問。 2003年馮被委任為南京大學的
榮譽董事。在過去的二十年中，他榮
膺十二所中國大學的榮譽/兼任教授
，包括北京協和醫科大學，復旦大學
，蘭州大學，南京大學，吉林大學，

東北大學，三峽大學
，中國科學院上海原
子能研究院(現在的

應用物理研究院)與華中科大等。
2007- 2015,年馮被香港李家誠基金會
委任為汕頭大學董事。

馮於2006年策劃籌建了以諾貝爾
獎得主艾倫‧麥克德爾米德(Alan G.
Macdiarmid)命名的湖北宜昌三峽大學
AGM 再生能源研究所，並促成 UTD
與三峽大學在德州設立孔子學院。
2006年底，馮召集國際各領域一流專
家，在武漢華中科大成立了布立頓‧
強斯(Britton Chance)生物醫學光子學
研究中心國際顧問委員會。

2005-2007 年馮被選為 Cellstar 公
司董事，該公司代理全球手機，每年
營業額達十億美元。 2007年馮被任命
為美國 Aurora Technologies 公司為技
術諮詢委員。 2010年馬來西亞國油大

學（Universiti Teknologi PETRONAS
，亦稱國油工藝大學）委任為學術諮
詢委員。在 2007- 2014, 馮擔任台灣
成功大學與台灣清華大學資深執行副
校長。 2014-2017 9月 馮被任命為澳
門大學校長特別顧問及全球部主任。
現在是新加披南洋理工大學高等研究
所資深研究員與絲路智谷研究院資深
顧問。

2014 年 9 月到 20l7 年 9 月，我到
了澳門大學。我的任務是為該大學發
展其全球戰略，同時也是校長的特別
顧問。在這3年，由於澳門與內地有
非常密切的關係，我對中國及其對東
亞的影響的進展也能及時深入了解。
自從2015年我對［一帶一路］的全球
影響特別感興趣，同時也在加拿大，
美國，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香
港，北京，上海與廣州作了16次的演
講。

成大前校長馮達旋教授
新書 「全球高等教育復興」 發表會

圖為孫家代表及製片人在電影放映後的座談會上圖為孫家代表及製片人在電影放映後的座談會上。（。（ 記記
者秦鴻鈞攝者秦鴻鈞攝））

圖為孫氏家族及說片製作人圖為孫氏家族及說片製作人Mark Milton (Mark Milton ( 左一左一 ）） 在下榻在下榻
的旅館接受的旅館接受 「「 美南電視美南電視 」」 主持人馬健主持人馬健（（ 右一右一 ）） 的專訪的專訪
。。 孫氏家族代表孫氏家族代表（（ 右二起右二起 ）） 父親孫啓誠董事長父親孫啓誠董事長、、母親母親
孫慧琳孫慧琳、、助理檢察官助理檢察官 Chanterelle SungChanterelle Sung 孫儀琳孫儀琳，，貸款過戶貸款過戶
律師及董事孫儀芬律師及董事孫儀芬Vera SungVera Sung。（。（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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