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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黨德州州長候選人率隊來到美南傳媒集團造勢民主黨德州州長候選人率隊來到美南傳媒集團造勢

【本報訊/ 鄧潤京】 10月25日（今天）下午4點半，民主
黨的德州州長候選人Lupe Valdez 和副州長（Lt. Governor）候選
人 Mike Collier 率隊來到中國城，為民主黨競選造勢。同時來的
還有哈裏斯郡郡長的候選人Lina Hidalgo 女士。

他們乘坐大型巴士，在百利大道上沒拐進來，只好停在旁邊
的加油站。一行人步行進入美南傳媒集團ITC大樓。

11月2日以前是提前投票期。不管喜歡哪個黨，重要的是出
來投票，行使自己的民主權利。作為華人，出來投票會增強華人

的集體力量，為今後爭取更多權益增加可能性。
華人參與當地政治的熱情不斷提高，華人選票的受重視程度

也在不斷提高。民主黨競選造勢的大型巴士挑選華人聚居的地區
來拜訪，也說明了華人選票可能成為關鍵的少數。

【本報訊】在美國醫生是個好職業嗎？怎樣成為一個醫生？
什麼性格適合學醫？怎樣培養孩子學醫的興趣？北美華人醫師聯
盟（簡稱ANACP）將於11月3日為大家揭開美國醫學職業的神
秘面紗。

北美華人醫師聯盟是北美最大的華人醫生組織之一，主要由
在美國各州執業的優秀華人醫生組成。聯盟的宗旨之一是幫助華
人社區的年輕一代尋求更好的職業發展，同時為那些有志於從事
醫學事業的學生帶來幫助。

在北美華人醫師聯盟休斯頓年會之際，聯盟將與休斯頓中國
人活動中心聯手，舉辦大型公益講座。內容將包括：如何幫助孩
子深入了解醫學行業，在美國讀醫學院的不同途徑，如何準備報
考醫學院，醫生的職業規劃，如何成為一名牙醫以及牙醫的就業
前景等等。本講座邀請了在美國執業的多科優秀華人醫生來分享
他們個人的經歷，介紹醫生職業及申請醫學院過程，以及如何引
導孩子探索並成功地走向學醫之路。講座醫生將用充分時間回答

聽眾的問題。介紹醫生職業及申請醫學院過程，以及如何引導孩
子探索並成功地走向學醫之路。講座醫生將用充分時間回答聽眾
的問題。
講座醫生介紹：

何宇光醫學博士，M.D.
眼科專科醫生及教授，德州大學西南醫學中心眼科。畢業於

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先後於達拉斯帕克蘭紀念醫院，德州
大學西南醫學中心眼科和華盛頓大學醫學院眼科視網膜專業完成
住院醫及專科培訓。

沈四九醫學博士, M.D., Ph.D
病理科醫生及教授，休斯頓Methodist醫院。畢業於華中科

技大學同濟醫學院，先後於賓州州立大學醫學院/Hershey醫學中
心和德州大學安德森腫瘤中心病理系完成住院醫及專科培訓。

閆超華醫學博士，M.D., Ph.D.
神經內科醫生，俄亥俄州Salem Regional Medical Center。畢

業於山西醫科大學，於匹茲堡Allegheny General Hospital完成住
院醫及專科培訓。

范志勇牙醫博士，DDS, M.D.
牙醫，休斯頓大型牙醫連鎖診所。於德州大學醫學中心休斯

頓牙學院畢業並完成牙醫培訓。
劉娜醫學博士， M.D.（主持人）
兒科醫生，自行開業，休斯頓中國城貝麗兒科。畢業於湘雅

醫學院，於Texas A&M 大學附屬醫院完成住院醫培訓。
主辦：北美華人醫師聯盟 （ANACP）www.anacp.org。協辦

：休斯頓中國人活動中心。
時間：2018年11月3日（星期六）上午10點到12點
地點：中國人活動中心，130廳
地址：5905 Sovereign Dr., Houston, TX 77036

公益講座：如何成為一名美國執業醫生

20182018遇見東方之夜遇見東方之夜 呈現傳統中國文藝表演呈現傳統中國文藝表演
(本報訊) 由林城中國文化中心(TWCCC)發起、聯合北休斯頓華人協會(NHCA)、和林城高

中共同主辦的“2018遇見東方之夜”表演晚會，將於2018年11月3日在The Woodlands High
School舉行。

晚會上有傳統的中國文藝表演，同時CISD High School和LoneStar College也將奉獻精彩的
節目，為喜歡中國文化和語言的林城居民和學生提供了參與表演、和欣賞中華文化藝術的機會
。

這個活動的目的是希望豐富林城地區多元化社區的生活，為美國學生和居民提供一個舞台

，展示他們表演中華文化與藝術的才能，嘗試中西方文化藝術結合，創造出不同凡響的火花。
同時也為那些希望成為國際人才的學生們提供了接觸多民族文化的實踐機會。
歡迎民眾參與。

演出時間：2018 年 11 月 3 日晚上 7:00 - 9:00pm。演出地點：The Woodlands High School,
6101 Research Forest Dr., The Woodlands, TX 77381。

演出門票：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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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韋霓休士頓報導) 繼 「中國錦
鯉」 引發熱潮， 「休士頓錦鯉」 也吸引
萬眾的矚目，這幾天網友們熱烈轉發，

已經有上萬的參與量，每天持續大量增
加。元創坊聯合超過休士頓50個店家
，將共同造就休士頓的幸運兒，在全城
免費吃喝玩樂。在此特別提醒網友，除
了轉發朋友圈之外，記得要填表並截圖
，才符合領獎標準。誰將會是 「休士頓
錦鯉」 呢？在10月31日之前，每個人
都有機會。
獎品包括:多家超值美食大餐、電腦課程
、飛行體驗、空拍機、農莊度假娛樂、
KTV、護膚spa、美甲、藝術刺青、汽
車美容、花卉、全年奶茶、洗車、換機
油、禮卡、電捲棒等等等。

下一個集萬千幸運於一身的"休士頓
錦鯉"可能就是你!

獎品眾多，名單如下:
休士頓飛行學校 (免費飛行體驗並

贈送 DJI Spark 無人空拍機一台)。地址
: 10013 Military Dr. Conroe。 電 話:
877-423-8237。

大疆DJI(Tello 無人空拍機一台)。

地址: 10415 Westpark Dr. A, Houston
。電話: 281-822-9892

黑蟻電競 Black Ants Gaming Lab(
免費加入會員+100元代金卷一張)。地
址: 9889 Bellaire Blvd #336, Houston
。電話: 832-466-5623。

太閣網路技術 (電腦網路學習課程
一位現折 $ 5500 )價值: $ 5500。地址:
6100 corporate Dr. Ste. 178, Houston
。電話: 832-938-8888

綜合娛樂休閒農莊CCM Ranch(免
費炮樓蹲守打獵一次)價值: $ 1000。地
址: 13318 S Interstate 45, Richland,
TX 76681。電話: 909-553-2201

一丸日式美妝 Ichimaru Japanese
Beauty(美妝大禮包一份)價值: $ 138。
地 址: Bldg.2, B24F. 9889 Bellaire
Blvd. Houston。電話: 832- 767-5252

Queen 韓式半永久(免費全手工美
瞳 線 一 次) 價 值: $ 350。 地 址:5905
Sovereign Dr. #102 Houston。 電 話:
832-967-9999

Queen Beauty Salon(免費美甲+小
氣泡皮膚護理一次)價值: $ 130。地址:
5905 Sovereign Dr. #102 Houston。電
話: 832-967-9999

百利花店 Top Flower(浪漫玫瑰花
一打，領獎前請提前一天向店家預約)價
值: $ 80。地址: 6895 S. Gessner Rd.
Houston。電話: 713-981-7143

刺客紋身 Assassin Tatoo(國內最知
名專業紋身免費客製化藝術紋身一張圖
案) 價 值: $ 1500。 地 址: 604 wes-
theimer Rd. Houston。 電 話:
832-985-9999

獨品造型設計 DP Salon(免費男士
剪髮、女士美甲膠甲一位)價值: $ 45。
地址: 8880 bellaire blvd a1, Houston。
電話: 646-623-8373

柒伍燒烤火鍋 75 BBQ & Hot Pot
Buffet(全休士頓首創火鍋燒烤蟹腳吃到
飽，提供免費霸王餐一次-四人份)。地
址: 8880 Bellaire Blvd #C Houston。電
話: 832-742-9875

Tiger Noodle House(老闆誠意大放
送$ 100 Gift Card一張)價值: $100。地

址: 本店: 21977 Katy Fwy, Katy。分店:
1721 Spring Green Blvd, Katy。分店:
2424A Rice Blvd, Houston。 電 話:
832-913-3938

湘知湘味($100 Gift Card一張無限
次數使用)價值: $100。地址: D-254
9889 Bellaire Blvd. Houston。 電 話:
832-991-8609

覓時 Wanna Bao(Downtown 精品
中餐，首次消費最貴一道菜免費)價值:
$ 30。地址: 2708 Bagby St. Houston。
電話: 832-623-7265

火爆鴨 Square Hot Pot(雙人特色九
宮格火鍋免單一次)價值: $ 80。地址:
23119 Colonial Pkwy Ste. A7, Katy。電
話: 281-665-8297

辣之源 Spicy cuisine(雙人代金券"
任你吃"一張)價值: $ 50。地址: #216
6777 Woodland Pkwy, the Woodland
。電話: 281-665-8297

新疆阿凡提餐廳 Afandim Restu-
arant($50 代金券 一張)價值: $ 50。地
址: 9126 Bellaire Blvd. Houston。電話
: 281-974-2785

江南村(免費贈送招牌菜 水晶蝦仁
、江南紅燒肉各一份)。地址: 9330
Bellaire Blvd. Houston。 電 話:
281-501-9898

Harbor House(消費滿$ 20，任選
一道菜免單)。地址: 591 S. Mason Rd.
Katy。電話: 832-638-6984

(版面有限，還有更多好禮，請持續
關注)

參加辦法: 掃二維碼，依照指示步
驟加入活動，你可能就是幸運的休士頓
錦鯉!

報名截止時間為10月30日，抽獎
公布時間是10月31日。

獎池仍在繼續壯大中，有意參與活
動的商家，歡迎致電元創坊Element Box
， 電 話 832-239-5408。 地 址: 5800
Corporate Dr. B2 Houston, TX 77036。

大疆

黑蟻電競

一丸日式美妝

Tiger Noodle House

火爆鴨火爆鴨

新疆阿凡提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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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二維碼，依照指示步驟加入活動

美南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舉辦 2018職場菁英 論壇
( 本報訊）美南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將於十一月十七日，星期六，從早上十點至下午至五點

為止 , 在休士頓華僑文教中心展覽室舉行講座，主題是：職場菁英論壇及經驗分享。此項講座是
由大專校聯會精心設計的。內容有五大類：一，如何在職場中升遷。二，減輕壓力的方法。三，
有效的溝通方式。四，新移民法。五，你說好想賺錢，該如何做呢？股動鼓動，你要怎麼動？人
在江湖，如何保命？

講員有：Tara Wanner，BP Energy Company 的資訊長; Isabelle Shepard, Ed.D., LPC, LMFT ；
Michael Hinton, 跨國人才培訓顧問; 張南庭，股市投資技術分析師; 楊嘉玲，專業的理財服務

人士； 以及葉茂森律師。

僑教中口的地址是：10303 West Office Dr. Houston, TX 77082
此項講座開放給僑社大眾，報名費十元，包括午餐。學生帶有正式學生證可免費。

Google Form link is https://goo.gl/forms/GvzMy6kvHEEYLSG32
報名要在十一月十日，星期六之前，寄支票給JCCAA，連 同 報 名 表 寄 到
Linda Young, 3806 Elkins Rd, Sugarland, TX 77479
聯絡人有 : Linda Young 713-340-8115, Janet Chung 832-818-1848,

Leif Hsieh 832-589-7078, James Hsu 281-208-9230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德州亞洲共和黨俱樂
部 (TARC, Texas Asian Republican Club) 成立於1985
年，TARC今年10月26日在鳳城海鮮酒家舉行年度
政治家晚宴，和慶祝TARC成立32週年。宴會於晚
上7點開始，儀式主持人法官Aneeta Jamal和Bill
Wong 歡 迎 各 位 嘉 賓 ， 包 括 James Tang 博 士
（TARC總裁）和Jacey Jetton先生（Fort Bend共和
黨主席）和哈里斯縣共和黨主席代表。 在中國浸
信會牧師Dan Ho的帶領祈禱之後，TARC成員Jack
Joe領導唱國歌。由前TARC主席Nghi Ho帶領宣讀
對美國效忠的承諾和由TARC直接主席Paul Vo帶領
宣讀對德州效忠的承諾。

晚宴開始後，此次宴會的主要活動是為3位重
要的TARC成員表達他們為TARC所做的出色工作的
榮譽，並為TARC的他們在2018年年度所做的重要

貢獻提供獎杯，包括：亞洲區當選官員(Asian
Elected Official) Lily Truong 博 士 ， 亞 洲 區 主 席
(Asian Precinct Chair) Michael Liu先生和亞洲志願者
(Asian Volunteer of the Year) Rajada Fleming 。 每
個獲獎者都得到了TARC的高度讚揚和榮譽，他們
也在獎杯授予他們之後發表了演講。Michael Liu，
劉志恆，是華人社區的長期忠誠會員。 他參與了
許多社區活動，貢獻了寶貴的時間，精力和資金
支持，在很多方面為華人社區服務。 劉志恆和浦
浩德（Howard Paul）博士是華人社區的主要力量
和TARC領導者。之後，國會議員Kevin Brady就稅
收和工作機會法案發表了精彩演講。

Kevin Brady是眾議院籌款委員會主席， 也是
致力於實現減稅和就業法案的努力工作人員。
Brady說: “減稅和就業法案為小企業提供了歷史

上最海鮮的稅收減免，我們自通過法律以來取得
的經濟收益是直接的結果，稅收改革幫助創造了
數百萬個新工作崗位，增加了工人的工資，引發
了數十億美元的新小企業投資，並使經濟增長超
出了任何懷疑者認為的可能性。毫無疑問，“減
稅和就業法” 已經改變了美國的經濟發展軌跡，
在全國範圍內以及在德克薩斯州第八區更好。小
企業減稅對德克薩斯州的小企業和中等收入家庭
尤為重要。由於去年的減稅政策，我們地區的普
通家庭每年額外獲得2,700美元的工資。 這筆錢可
以用於抵押貸款，汽車預付款或者為子女的教育
儲蓄。 事實是，減稅已經點燃了經濟的蓬勃發展
，創造了創紀錄的就業增長水平，創造了新的投
資，並創造了經濟樂觀的記錄。這些減稅，再加
上我去年為哈維倖存者提供的救災法案所獲得的

資金，將進一步支持繁榮的經濟和每個休斯頓人
的堅韌精神。“

Brady鼓舞人心的演講得到了許多熱烈的掌聲
，TARC成員非常高興和相信共和黨為人們所做的
重海鮮貢獻，並期望他們能夠在未來做得更多更
好。TARC是休斯頓和Sugar Land市區亞裔美國人
口的主力。 TARC代表了哈里斯縣和Fort Bend縣不
同種族的多元文化和多樣化，多個語言和宗教背
景的文化。TARC相信共和黨的理想，包括自由，
有組織，高效的政府和財政責任。 美國夢是將
TARC和我們的家庭帶到美國。 TARC將與和黨領導
人一道為後代保留這一機會。TARC讓我們的國家
變得偉海鮮，為我們的國家建設一個更美好的未
來！

TARCTARC 1010月月2626日在鳳城海鮮酒家慶祝年度政治家晚宴日在鳳城海鮮酒家慶祝年度政治家晚宴
國會議員國會議員Kevin BradyKevin Brady晚宴主題演講晚宴主題演講 減稅和就業法案減稅和就業法案

TARCTARC今年今年1010月月2626日在鳳城海鮮酒家舉行年度政治家晚宴日在鳳城海鮮酒家舉行年度政治家晚宴，，
和慶祝和慶祝TARCTARC成立成立3232週年週年。。

國會議員國會議員Kevin BradyKevin Brady就稅收和工作機會法案發表了精彩演講就稅收和工作機會法案發表了精彩演講。。
劉志恆得到了劉志恆得到了TARCTARC的高度讚揚和榮譽的高度讚揚和榮譽，，他在獲亞洲區主席他在獲亞洲區主席
獎之後發表了演講獎之後發表了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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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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恩惠長老教會松年團契活動恩惠長老教會松年團契活動

林德蒼牧師林德蒼牧師，，李長裕牧師李長裕牧師，，陳明輝牧師陳明輝牧師，，松年學松年學
院許勝弘院長院許勝弘院長，，潘劉慰慈師母潘劉慰慈師母，，周武藤牧師夫婦周武藤牧師夫婦

參加恩惠長老教會松年團契活動參加恩惠長老教會松年團契活動。。

休士頓台灣松年學院陳祗盛學聯長休士頓台灣松年學院陳祗盛學聯長，，尤文芳老師尤文芳老師
，，許勝弘院長許勝弘院長，，陳秋喜秘書陳秋喜秘書，，陳月鶴陳月鶴；；賴忠智牧賴忠智牧
師夫人師夫人，，會友們於會友們於1010月月2626日上午日上午1010時時3030分出席分出席

恩惠長老教會松年團契活動恩惠長老教會松年團契活動。。

會中有盲人會中有盲人 「「生命光藝術團生命光藝術團」」 女高音武艷演唱女高音武艷演唱 「「感感
謝耶穌謝耶穌」」 、、 「「如果我能唱歌如果我能唱歌」」 。。

男高音陳明輝牧師演唱男高音陳明輝牧師演唱 「「牽我手牽我手」」 、、 「「愛到底愛到底」」 。。「「生命光藝術團生命光藝術團」」 樂手孫強弟兄笛子演奏樂手孫強弟兄笛子演奏 「「帕帕
米爾的春天米爾的春天」」 。。

休士頓台灣松年學院許勝弘院長應邀專題演講休士頓台灣松年學院許勝弘院長應邀專題演講
「「永遠不嫌老永遠不嫌老--樂齡生活樂齡生活」」 。。

恩惠長老教會松年團契會友們於恩惠長老教會松年團契會友們於1010月月2626日聆日聆
聽松年學院許勝弘院長專題演講聽松年學院許勝弘院長專題演講，，獲益良多獲益良多。。

「「生命光藝術團生命光藝術團」」 林德蒼牧師演唱林德蒼牧師演唱 「「我知道誰掌我知道誰掌
管明天管明天」」 。。

牧師賴忠智牧師賴忠智、、李長裕李長裕、、陳明輝陳明輝、、周武藤周武藤，，潘劉慰慈師母潘劉慰慈師母
，，松年學院許勝弘院長松年學院許勝弘院長、、陳秋喜秘書陳秋喜秘書、、陳月鶴陳月鶴、、尤文芳尤文芳
老師老師，， 「「生命光藝術團生命光藝術團」」 林德蒼牧師林德蒼牧師、、武艷武艷、、孫強及紀孫強及紀

金月等恩惠長老教會松年團契會友們歡聚一堂金月等恩惠長老教會松年團契會友們歡聚一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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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秦鴻鈞攝本報記者秦鴻鈞攝

附中校友會昨舉行秋季烤肉野餐附中校友會昨舉行秋季烤肉野餐
出席野餐會的附中校友與出席貴賓合影出席野餐會的附中校友與出席貴賓合影。。

「「附中校友會附中校友會」」會長馬定遠會長馬定遠
致詞致詞。。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陳家彥處長（（中中））在儀式上在儀式上
致詞致詞。（。（右右））為司儀陳元華為司儀陳元華，（，（左左））為會長為會長

馬定遠馬定遠。。

「「僑教中心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致詞莊雅淑主任致詞。。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陳家彥處長（（左一左一））與校友會與校友會
會長會長（（右起右起））馬定遠馬定遠、、方鮀生方鮀生、、 王姸霞王姸霞、、 「「僑僑
教中心教中心」」莊雅淑主任莊雅淑主任、、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新聞組新聞組

組長施建志等人在餐會上組長施建志等人在餐會上。。

出席野餐會的出席野餐會的 「「北一女北一女」」校友周乃溟校友周乃溟（（前排左三前排左三
））等人在野餐會上合影等人在野餐會上合影。。

「「恆豐銀行恆豐銀行」」前後任公關經理楊國貞前後任公關經理楊國貞（（右二右二),), 周周
明潔明潔（（右一右一））在餐會上在餐會上。。

全體校友會理事登台高唱全體校友會理事登台高唱 「「附中校歌附中校歌」」。。

著名著名 「「華航華航」」資深代表王九黎資深代表王九黎（（JulieJulie 王王）） （（左一左一））
以以 「「附中校友會附中校友會」」家屬身份出席家屬身份出席，，旁為其夫婿旁為其夫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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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88美南人語

JY家庭全科及急症

高 血 壓

糖 尿 病

高 血 脂

常見皮膚病

皮膚活檢

婦 科 病

兒 科 病

老年癡呆

骨質疏鬆

憂 鬱 症

感 冒

咽喉痛

鼻竇炎

腹 瀉

尿 路 炎

關節注射

動物抓咬傷

清創縫合

角膜異物清除

地址:6609 W Sam Houston PKWY S STE 98 Houston, TX 77072 (位於8號公路及百利大道東北角及Shell加油站旁廣場)

Tel:(832)433-7159

本診所自2014年起
週一、二、三、五、六： 8:30am - 5pm
週四、週日 公休 

顧瑛 醫學博士
美國家庭醫學會資格認可醫師
美國老年醫學會資歷任可醫師

主 治 急 症
體檢特價  體檢+化驗:$125
①+女科婦科、宮頸膜片+$45
②+男性前列腺表面抗原+$20

移 民 體 檢

D03FA_JY顧瑛567B_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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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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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周 筆 者
在 本 欄 中
講 及 中 美

貿易戰 中，美方所提出的四項停戰條件，令全體中
外國人，均感到義憤填膺，因為美國的四點條件，條
條均置中國於死地，簡直是新時代不平等條約！

尤其是最後一條，等於踩著中國的臉說：你們中
國人子子孫孫, 都只能做衣服鞋子賣玩具，當歐美廉
價商品的產地！ 別無選擇。

這等符讓中國子孫世世代代為奴，我們能答應嗎
？不，我們絕不答應！

因此中國外交部說：打仗，中國奉陪到底！人民
日報說：中國擴大開放的新舉措，不適用美國！新華
社更是直言：勿謂言之不預也！

什麼叫 「勿謂言之不預也」？那就是你再亂搞，
老子就把你往死裡打！

這次貿易戰，美國以為中國會息事寧人。結果全
世界都沒想到，中國一改溫文爾雅的作風，一上來陣
，就是摁著美國一頓狂揍。同等規模，同等力度，
500億對500億，25%對25%，飛機、大豆、原油期貨
一堆王炸直接撂出。梭哈不斷堆高籌碼，我敢對抗特
朗普，特朗普你敢跟不敢跟？

所有人都不明白，中國這次為何不就坡下驢？息
事寧人？為何空前強硬？為何不惜一切代價、哪怕打
一場貨品世界大戰，都要跟美國打到底？唯有中國人
自己心知肚明，因為我們怕歷史重演！因為我們怕重
蹈覆轍！在以往的經驗及歲月中，因為我們被打夠了
！

過去我們妥協過，結果打從滿清時代起，換回來
了《南京條約》、妥協來了《辛醜條約》、妥協到了
國家領土香港、澳門，被隨意租借割誏。妥協來了南
京大屠殺；妥協到了中華民族成為了 「劣等民族」的
代名詞......

諷刺的是，我們妥協換來了列強豐厚的戰利品，
換來了美國的歌舞昇平、換來了日本的大艦巨炮、換
來了法國的驕奢淫逸、英國的宏圖霸業！我們卻一再
忍辱偷生！

我們的開國元勳毛主席說：以妥協求和平，則和
平亡！

1937 年起的14年抗日戰爭，犧牲了中國人民三
千萬條生命，我們打出了獨立自主。抗美援朝，韓國
的首都、長津湖的雪地，我們打出了世界大國。六十
年代對印度的反擊，阿克賽欽的沙地，藏南的河谷，
我們打出了世界第三。八十年代反擊越南，涼山的高
地、高平的城下，我們打出了三十年的和平！

今天，中國GDP高舉世界第二，工業產值完爆
美歐；

今天，中國擁有東半球最強強大的軍事力量，全
世界最強悍的戰爭動員能力；

今天，中國的殲 20 屹立於巔、航母龍騰四海、
核潛艇潛龍在淵；一帶一路全面啓動、中國製造席捲
全球、偉大復興就在眼前！

過去異常艱苦的歲月，我們都敢昂首迎戰，今天
如此強大的中國豈能低頭媾和？

美國人深知，中國有一大堆帶路黨、漢奸，只要
白宮一開口，不管開的什麼條件，這些敗類都會為之

搖旗吶喊，妄圖帶動輿論，逼中國
簽訂城下之盟的不平等條約！
每個中國人應該明白，這場貿易衝

突，不止是摩擦，而是一場戰爭。
它是自改革開放後規模最大、影響最深刻、意義最深
遠的曠世之戰；它是決定中國未來的國運之戰；它是
中國打出下一個漢唐盛世的必由之戰！

經濟戰爭一開，沒有人能置身事外，與敵特作戰
、與漢奸作戰、與美國作戰，人人有責。

中共十九大甫落幕，美國即掀起對華貿易戰。半
年多時間內，華盛頓出手越來越重，北京 「以牙還牙
」寸步不讓；但在內部就做好 「受重創」準備。習近
平上月到東北三省考察時說，美國逼中國人走自力更
生之路，那不是壞事。 「自力更生」，是毛時代的豪
言壯語。習的言論讓人想起 「一窮二白」的毛澤東時
代。

「獨立自主、自力更生」這句口號，源自毛澤東
當權時代，中共閉關鎖國，先與美國和西方交惡，後
又與共產蘇俄翻臉，遭外界封鎖，毛不得已號召全國
「自力更生、奮發圖強」；毛在位27年，經濟外行

，醉心於權鬥和階級鬥爭，至1976年9月9日死前，
中國經濟幾陷崩潰邊沿。而時下這場中美貿易戰，依
北京的理解，實質是美國不能容忍中國的崛起，已威
脅到美國 「世界老大」的地位，要出手遏制中國的發
展；北京同時將美看作 「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中國
夢」的首要外部障礙，是事關中國前途命運的一場
「國運保衞戰」。在此背景下，習近平要與特朗普抗

衡到底，不難理解。
在歷史性關鍵時刻之前，國家主席習近平五年前

倡議的， “一帶一路”，成就中國輝煌，造福沿途
世界多國。

在五周年紀念日到來之際，有商務論壇在哈薩克
及阿斯坦納舉行。習近平通過視頻表示祝賀，並指出
，“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後，得到國際社會廣泛關注
，各有關國家積極回應。參與共建“一帶一路”的眾
多國家政策協調不斷加強，重大經貿項目加快實施，
基礎設施聯通網絡正在形成，產業和金融合作穩步推
進，各國民間往來更加密切，為各國人民帶來了實實
在在的福祉。

二○一三年下半年，習近平提出“一帶一路”
倡議，至今已有五年。在這五年中，“一帶一路”建
設由點到面，在發展中不斷前進、在合作中茁壯成長
。不論來自亞洲、歐洲，還是非洲、美洲，都是“一
帶一路”建設國際合作的夥伴。

五年來，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精誠團
結，匯聚了合作共贏的強大能量。中國已與一百多個
國家和國際組織簽署了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文件，
“一帶一路”倡議及其核心理念被納入包括聯合國在
內的一系列重要國際機制成果文件。早前結束的中非
合作論壇北京峰會上，中非共建“一帶一路”與非洲
聯盟《二○六三年議程》、聯合國二○三○年可持續
發展議程、非洲各國發展戰略緊密結合了起來，為非
洲發展振興提供更多機遇和有效平台，為中非合作提
供不竭動力和更大空間。

越來越多的參與者、共建方，越來越多的“信
任票”和“支持票”已經充分表明，“一帶一路”倡
議之所以贏得廣泛認同，根本原因正是它勇敢地破除
了地緣博弈的“閉環”，順應了“和則興、戰則廢”
的終極歷史規律，秉持了共商、共建、共用的法則，
凝聚起推動合作共贏。

上個周日10 月21 號，區區就10 月8 號乃美國公眾假
期 「哥倫布日」， 特在( 美 南人語）這個專欄上，寫
下了：美國 「哥倫布日」值得深思一文。字數是1949
，（真是巧合，竟然是我出生年月）！其實該文尚未
完結，我還有不少材料，可以再向美南地區諸君廣為
報導，只是現今大家生活忙碌，酬酢不少，一般對長
文興趣不大，故只是發表前段內容。七天後的今天，
再續前緣好了。

歷史學家埃德蒙摩根曾經說過： 「哥倫布不是一
個學者。」沒錯，哥倫布 也並不是一位航海家，他
只是一個略有計謀的小伙子，早在他還在唸書時，他
的地理和算數成績，都非常不好，令人咋舌的是，他

獲得西班牙國王恩準他出發航海時，他再
想起自己的地理資訊水平不足，如何在啟
程前一刻，提升自己的地理能力呢？臨急
抱佛腳之下，他僅僅是參考了《馬可波羅
遊記》來當作世界地理教材未來指控他如

何踏上航線。這真是一個極大的諷刺。有不少歷史學
家考證後發覺：馬可波羅遊記 只是由馬可波羅口述
，再由浪漫小說出身的作家（Rustichello）在旁紀錄
而成，在口述以及浪漫文筆的雙重作用下，馬可波羅
遊記的可信度是十分超低的。

哥倫布這個人對世界地理，有著他獨到的見解，
他聲稱歐洲地理都是垃圾，都是錯誤的！歐亞大陸面
積算得太小了，應該比地球的一半要再大，而且地球
周長應該是30,200公里！（事實上正確的值為40,000
公里）最後莫名其妙算出：只要航行 2700 英哩，就
可以從歐洲到達日本囉（實際上從西班牙到日本最東
邊是 13,000 英哩）。

意外的是，這位妄人的運氣，還真是不錯，雖然
他沒有找到日本，但卻誤打誤撞地來到美洲新大陸。
他登陸的地方，並不是真的美洲大陸，而是佛羅里達
旁的小島，名叫瓜納哈尼。當時哥倫布一下船時，就
對著原住民問了個鬼話： 「不知道這裡是不是日本
的其中一個島呢？」原住民根本不懂西班牙文，還有
這是什麼奇葩鳥問題！更令人咋舌的是，由於他算數
很爛，他到這個島時，他以為他還在北緯42度（也就
是西班牙的緯線），但自己卻往南偏移了2200多公里

最後，哥倫布下了結論，認為自己來到了亞洲的

印度，因此就把這群喜歡在自己的頭髮上插羽毛的原
住民，稱之為印地安人（indio），也就是西班牙文的
「印度人」，後來大家發現美洲原住民，不是印度人

後，亞洲國家為了不搞混雙方，改把美洲原住民，稱
為 「印地安人」，而我們港澳居民及中國內地民眾，
就乾脆以他們的皮膚顏色，稱他們為： 「紅番」！

哥倫布帶領白人踏上小島前，已經斷糧許久，哥
倫布瘦得跟一把蔥一樣，那些毫無心機的原住民，生
了同情心，把他們當成貴客款待了一番，據哥倫布回
憶： 「其他人，無論男人還是女人，都大聲喊道：
『來看看那些從天而降的人，帶上食物和飲料來吧！

』」之後就是一頓大宴，火雞肉阿~馬鈴薯泥阿~鮮魚
鮮肉阿~另外還給哥倫布一大團糧食，讓他們可以安
然返航，然而回航後的哥倫布，居然忘恩負義，毫無
感謝之意，仗著原住民的善良，在他的航海日誌
（1492年10月14日）這麼寫到： 「我應該征服他們
，只要50個人，我就可以隨意統治他們。」

五年後，哥倫布再次踏上了這片土地，這次原住
民依然捧著魚肉準備前來款待他們，但迎來的不是深
懷感激的水手們，而是武裝到牙齒的士兵，他們如入
無人之境，一下船便毫無顧忌地開始殺人放火搶劫。
有目擊者記載，戰敗重傷的原住民戰士，被當做獵犬
的活狗糧，被吃心挖腸的慘叫聲，不絕於耳。他們還
把抓來的土著當成奴隸，強制他們做苦力，一言不合
便是一頓毒打。不知道是誰出的餿主意，竟然把潛逃
未遂的原住民釋放，再派出獵狗追逐他們。

最終，哥倫布把他們的財產掠奪一空了，卻還想

榨乾他們的血水，將殘留下的原住民趕上了船上，鎖
在陰暗潮濕的甲板下面一船船地運到市場，男的當作
奴隸，女的當作洩慾工具。西班牙歷史學家Consuelo
Varela曾對此表示： 「哥倫布政府的特徵就是暴政。
即使是誰想擁護他，也不得不承認已經發生的暴行。
」

返航時，哥倫布的心情異常愉快，在航海日誌這
麼寫道： 「就像買賣莊稼一樣，100個西班牙幣就能
買到一個美人兒，這種買賣非常普遍，有無數商人求
購姑娘，特別是那些九至十歲的小美人兒們供不應求
。」

一個哥倫布的船員在他的記錄中透露出了原住民
女孩的可憐遭遇： 「來自（哥倫布）獎賞的加勒比女
孩全力反抗時，他（船員）無情地痛打她並強姦她。
」另外還有一個女人不小心提到哥倫布在當船長前是
個肥宅，結果就被扒去衣服，騎在一頭驢上遊街示眾
。這些一樁樁事件都是狼心狗肺的惡魔才能做得出來
的事。

最後，我想以網路作家 Mira 的名言作為結尾：
「大航海是個偉大的時代，無庸置疑，但是，現代歷

史上，普遍只聽見勝者笑，不見敗者哭 ── 我們把
這些失去太多的一群人，視為理所當然；他們的悲慘
，映照著勝者的笑臉。」
當大家看到這裡，今後的每年10 月的第二個週一，
你還會慶祝美國 「哥倫布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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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特汽車稱中國市場至關重要
將升級為獨立業務單元

綜合報導 福特汽車（中國）有限公

司（簡稱：福特中國）透露，福特汽車

公司（簡稱：福特汽車）重新定位其全

球業務，中國市場與北美市場並列成為

公司的兩大核心市場。福特中國升級為

獨立運營的業務單元，將直接向全球總

部匯報。福特汽車稱，中國市場對其贏

利和持續發展至關重要。

福特汽車公司宣布公司在亞太地區

運營的壹系列戰略舉措。作為公司全球

戰略轉型的壹部分，這壹系列舉措將致

力提升福特汽車在這壹地區的業績表

現。根據計劃，福特汽車將福特中國全

面升級成為獨立業務單元。

福特汽車公司總裁兼首席執行官

韓凱特（Jim Hackett）表示，為了福特

汽車的長期成功，中國市場將與北美

市場並列成為公司在全球範圍內的核

心業務單元。此次宣布的壹系列戰略

舉措是福特汽車對中國市場最新的承

諾。

韓凱特透露，福特汽車正在致力於

提升公司在電氣化、自動駕駛以及智能

移動出行方面的行業領先地位，在這壹

轉型過程中，中國和北美將成為公司最

為重要的市場。

據介紹，福特汽車已在中國著手車

聯網和移動出行方面的業務布局，分別

與百度和阿裏巴巴簽署戰略合作意向，

探索在人工智能、自動駕駛、車載互聯

和數字營銷等領域的多維度合作。同

時，福特智能出行公司還與眾泰汽車簽

署合資合作協議，為中國的網約車運營

商和網約車司機提供智能、定制化的純

電動車出行解決方案。

福特汽車公司執行副總裁兼全球市

場總裁Jim Farley表示，中國市場對福特

汽車的贏利和持續發展至關重要。作為

全球最大的汽車市場，中國市場獨具領

導地位，並成為行業發展的焦點。隨著

福特汽車將中國市場升級為獨立業務機

構，並由經驗豐富的中國高管領導，福

特汽車將成為壹個機構更精簡、決策效

率更高效的公司。

2017年12月福特汽車宣布了在中國

發展的“中國2025計劃”，計劃包括到

2025年底，在中國推出超過50款新車型

；聚焦加速產品本地化進程；快速提升

在中國的工程及研發能力；進壹步優化

在中國市場的市場、銷售和服務管理。

此外，為了持續深化本土化戰略，

今年7月福特汽車與在華合作夥伴長安

汽車成立了全國銷售服務機構，負責福

特品牌乘用車在中國市場的營銷、銷售

和服務。

雙11期間部分快遞員收入將增5000元以上
“雙11”在即，菜鳥物流預計今年“雙11”物

流行業有望迎來全球新紀錄。從2009年26萬件，

到2017年的8.12億件，增長3100多倍，今年將繼

續突破。同時，快遞員的收入也將同步增長，超過

50%的快遞員收入增加1000元以上，10%的快遞員

收入增加5000元以上。通過眾包物流，社區便利店

主、保安、居委會大媽也將“客串”最後壹棒快遞

員，幫消費者更快送達包裹。

今年300萬物流從業人員上崗“雙11”
今年是第十個天貓“雙11”，菜鳥內部將“雙

11”看做物流行業的壹場“春運”。數據顯示，今

年“雙11”，菜鳥智能物流骨幹網鏈接全球倉庫

3000萬平方米、物流從業人員300萬人、快遞車輛

20多萬。對比資源投入，快遞業技術設備大幅增加

更加引人關註。業內人士表示，這將帶來效率極大

提升，幫助快遞行業更從容處理史上未有的大量包

裹。

在杭州蕭山，圓通分撥中心，350 個“小

藍人”指示燈閃爍，帶著包裹自動運行、有條

不紊，能自動讓路之外，還能自動充電。這是

天貓“雙 11”前夕，菜鳥與圓通速遞聯合啟用

的超級機器人分撥中心。高峰期內，2000 平方

米的場地內，350臺機器人晝夜作業，每天可分

揀超過 50萬個包裹，機器人三天的行駛裏程足

以繞地球壹圈。

隨著菜鳥為每個包裹普及了“數字身份證”，

在快遞業，機器人越來越多，自動化技術已在全行

業普及。菜鳥的合作夥伴們正在投入更大的技術設

備，為今年的“雙11”大備戰：在圓通，今年已投

入近40套自動化分揀設備，對近半轉運中心進行

改造，分揀效率大幅提升；在中通，24個轉運中心

上線了的雙層自動分揀系統；在申通，超過14個

新建及改擴建轉運中心投入使用，預計新增操作面

積超過 23萬平方米，新增日均快件處理能力達

1000萬件；德邦快遞上線智慧車隊，“雙11”期間

將實現數據管控共享，第壹時間發現並處理風險。

便利店主和保安等將“客串”快遞員
今年天貓“雙11”期間，全國數千個小區的社

區便利店主、保安、居委會大媽也將“客串”最後

壹棒快遞員。包裹在從快遞站點被統壹運到社區物

業等閑置公共區域後，這些社會化運力將加入最後

100米配送。

這是眾包物流的作用。以菜鳥“點我達”為例，

即時物流能力不僅讓商家的門店發貨、分鐘級配送

成為現實，對快遞網點來說，還能提升末端體驗，

通過眾包模式能減輕經營壓力。三年的時間，菜鳥

“點我達”平臺業務已覆蓋300余座城市，每天為

超百萬商家、1億多用戶服務。

快遞員“雙11”收入將增加
日前壹份權威調查顯示，“雙11”期間，快遞

員收入增加在5000元以上的比例超過10%。同時，

在3000-5000元之間的占比9.62%，在 1000-3000元

之間的占比36.54%。對於“雙11”期間的勞動付

出與收入回報，快遞小哥總體滿意，滿意率超過

70%。

員工福利方面，主要快遞公司正在加強保障，

包括發出千萬獎金。圓通速遞設立了員工關懷基金

及高峰期補貼等；百世快遞也對壹線職能團隊設立

了獎勵方案，對優秀服務給予豐厚獎勵；申通獎勵

基金全網每月80萬元，年終100萬元，全年獎勵超

過1000萬元。

數據顯示，預計包裹數在3 個以上的消費者占

到六成。同時，消費者的收件選擇變得更加多元：

有超過七成受訪者表示願意接受多元代收或非固定

方式。

秘魯昌昌古城出土秘魯昌昌古城出土2020個木雕個木雕 可追溯至公元可追溯至公元12001200--13501350年年

秘魯特魯希略秘魯特魯希略，，考古學家進行挖掘工作考古學家進行挖掘工作。。據秘魯文化部消息據秘魯文化部消息，，考古學家在秘魯昌昌古城取得重大發現考古學家在秘魯昌昌古城取得重大發現，，出土了出土了2020
個木雕個木雕，，可追溯至大約公元可追溯至大約公元12001200--13501350年年。。秘魯昌昌古城是南美洲古印第安文明中奇穆帝國的都城秘魯昌昌古城是南美洲古印第安文明中奇穆帝國的都城，，面積達面積達3636平方千平方千
米米，，有道路通達全國有道路通達全國，，該城在該城在1414--1515世紀時最繁榮世紀時最繁榮，，城中心有十座建有圍墻的內城城中心有十座建有圍墻的內城。。

四川首家民辦航空博物館進展順利四川首家民辦航空博物館進展順利

四川成都四川成都，，博物館大廳放著壹架國產初教六飛機博物館大廳放著壹架國產初教六飛機，，還未開館已引來不還未開館已引來不
少市民關註少市民關註。。當日當日，，四川首家以航空為主題的民辦航空博物館進展順利四川首家以航空為主題的民辦航空博物館進展順利，，
該博物館主要以航空科普與文化教育該博物館主要以航空科普與文化教育、、航空人才實踐培育等為主要用途航空人才實踐培育等為主要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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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10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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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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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內首檔“融媒體＂新聞評論節目，給你不一樣的新聞體驗。 

▲ 節目截圖

節目介紹：
《中國輿論場》是CCTV4推出的國內首檔“融媒體”新聞評
論節目。最新輿情，最熱話題，明辨是非，凝聚共識。借助
大數據，每天發布的輿情指數，權威專家客觀點評，引入在
線觀眾席，多屏互動，給你不一樣的新聞體驗。本期主題：
美國稱將退出《中導條約》。

播出時間：
每周日中午12:30首播，重播時間為每周日晚上9:30，以及
周一早晨8:30。
 

▲ 節目截圖

《中國輿論場》精彩
節目介紹

星期日 2018年10月28日 Sunday, October 28, 2018



BB1111體育消息
星期日 2018年10月28日 Sunday, October 28, 2018

美南版5 體 育 新 聞 ■責任編輯：周文超 2018年10月29日（星期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

黎永淦）高級組銀牌戰8強戰27日

開鑼，上屆亞軍東方龍獅憑艾華頓

完場前吊射建功，以2：1絕殺理文

過關，將與傑志對夢想FC勝方爭

決賽權，可是中堅荷西安祖比賽中

觸傷韌帶，或要休息一段時間。同

日另一仗，R&F富力則以2：1淘汰

佳聯元朗入4強。

鍾伯光
專欄

上星期出席了一個名為打造
香港成為國際人工智能中心的研
討會，聽了幾位講者對人工智能
（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對香
港作為一個智慧城市的重要性。

人工智能在近幾年的確成為
大部分國家在科研發展上的新寵兒，以AI作為研
究領域的計劃也往往較容易取得撥款和資助，我
工作的浸會大學也不例外，AI 也已經成為浸大研
究發展的其中重要領域，如果不想落後，便要加
把勁在這方面培養和招攬人才加入。

AI最大的突破是電腦程式可以在短時間內處理和分析
大量數據，並且根據這些大數據來作出預測。其中最明顯
的例子是電腦程式 AlphaGo 先後擊敗世界最頂尖的圍棋高
手。在這種需要計算機會率和可能棋局部署的遊戲，人類
的腦袋已經無法戰勝電腦。最新 AI 的發展是電腦程式可
以透過自己的學習來改善對技能和動作的修正，而不是靠
人類給予每次性的修正，透過未來更多的研究突破，相信
新一代的機械人會做出更多人類可以做和做不到的動作，
而且像人類一樣有智慧，在很多方面，例如記憶、負面情
緒等遠超人類。

科技的發展也往往主導了我們運動和追求健康的習
慣。最近美國運動醫學學會也公佈了 2019 年前 20 名世界
性體適能趨勢，排第一的趨勢是佩戴式科技（Wearable
Technology），是指一些可以佩戴在手或身體上的儀器，
讓運動者可以很快獲得一些數據，例如心跳率、能量消
耗、步行步數，以及有關的健康資訊等。

我們都知道科技發展會不斷向前，但我們人類自己也
應該做好照顧自己身體健康和活動能力的本分，不要太早
倚賴機械人照顧我們的起居飲食。

■浸會大學體育及運動學系教授 鍾伯光

科
技
與
健
康

意甲豪門國際米蘭日前宣佈，經
過董事會選舉，張康陽出任球會第21
任主席。26歲的張康陽因此成為國際
米蘭歷史上最年輕的主席。
中國的蘇寧集團在2016年收購了國

際米蘭70%的股份，而張康陽是蘇寧集
團董事長張近東的兒子。張康陽畢業於
賓夕法尼亞大學，曾在多個金融機構和
投行工作，2016年出任國際米蘭董事，
並於2017年全面接手球會的運營管理事
務。自2018年3月起，張康陽還擔任歐
洲足協球會競賽委員會成員，參與相關
決策。
國際米蘭在張康陽的管理下，整體

財務在過去兩年中保持持續提升的態
勢，品牌價值和商業價值也獲得提升，
2018 年球會的品牌價值增長超過
100％，達到3.89億歐元，在球會中排
名世界第13位。對於出任一家歐洲百年
豪門的主席，張康陽坦言這是份巨大的
責任。他說：“非常自豪從今天開始，
我可以帶領國際米蘭開啟一個全新的時
代。讓全世界的國米球迷釋放他們的激
情是我義不容辭的責任。在這支偉大球
會110周年誕辰之際出任主席，我已經

做好了充分準備迎接所有挑戰。”
張康陽在就職演說中對外公佈了國

際米蘭的未來計劃，球會將從競技成
績、商業營收、品牌推廣、國際化等方
面進行全方位提升。張康陽表示：“在
競技領域追求第一是球會的首要任務，
我們會確保球隊獲得一切必要的支持，
具備最強的競爭力。” ■新華社

張康陽成為國際米蘭最年輕主席

本年度世界羽聯巡迴賽法國公開賽於日前
完成8強戰，結果中國隊戰將表現皆非常出
色，其中諶龍及石宇奇在男單過關；女單及混
雙方面，陳雨菲、何冰嬌和鄭思維/黃雅瓊組合
亦順利殺入4強。
諶龍在8強戰的對手是應屆亞運冠軍克里

斯蒂，前者雖先贏一局21：18，但第2局輸
12：21被追和，到決勝局諶龍頂住壓力一直
領先，最終贏21：16過關。雖然成功晉級，
但諶龍賽後仍讚揚了克里斯蒂的表現：“他在
亞運奪金後信心明顯增強，很快已找到比賽的
方法，幸好我在決勝局還是能保持專注。”至
於諶龍的4強對手，將是世界排名第1的日本

球手桃田賢斗。
同樣在8強出擊的石宇奇，是日則以直落

兩局21：11及21：13擊敗韓國的孫完虎，4
強對手為丹麥選手格姆克。石宇奇賽後認為自
己入局較對手快，是贏波的最大關鍵。

女單混雙同闖四強
女單方面，陳雨菲和何冰嬌分別擊敗了

泰國選手拉差諾及印度的 3號種子辛杜過
關，其中前者4強對手將是戴資穎；陳雨菲
賽後就表示，有信心向對手作衝擊：“我今
場開局不太好，但之後憑耐心減少失誤致
勝。我認為自己比以前更加成熟和穩定，有

向戴資穎挑戰的能力。”
至於混雙，頭號種子國家隊鄭思維/黃雅

瓊，以21：16、21：19擊敗英格蘭組合出線4
強。可惜2號種子王懿律/黃東萍則在先贏一
局21：16下連失兩局，被泰國組合淘汰。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浩然

法羽賽淘汰克里斯蒂
諶龍四強鬥桃田賢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郭正謙）香
港亞運及亞殘運代表團27日在迪士尼
樂園進行祝捷巡遊，港協暨奧委會會長
霍震霆表示有意向政府提交計劃書申辦
大型綜合運動會，以進一步提升香港作
為國際都會的形象。
港隊在今屆亞運及亞殘運成績斐

然，27日超過40名得獎運動員就雲集
香港迪士尼參與祝捷巡遊，為港隊奪得

一面女子壁球團體金牌的歐詠芝表示感
覺非常新鮮，會以這面亞運金牌為起點
繼續努力。
香港曾申辦2006亞運失敗，港協

暨奧委會會長霍震霆就透露有意再接
再厲申辦大型運動會：“我們有計劃
再申辦大型運動會，希望香港政府會
支持，體育可以提升國際大都會的地
位。”

■諶龍在比賽中回球。 新華社

霍震霆冀香港辦大型運動會

■一眾運動員出席祝捷會。 大會圖片

■■張康陽手持國米球衣拍照張康陽手持國米球衣拍照。。
國際米蘭官方圖片國際米蘭官方圖片

今季表現回勇的東方龍獅，正選陣容收起了林
嘉緯及艾華頓，面對屯重兵於防線的理文，

顯得一籌莫展，戰至35分鐘才靠一次死球打破悶
局。袁皓俊出迎接球與洛迪古斯碰撞後甩手，基頓
把握機會一射被救出，洛迪古斯再頂入空門，為東
方先開紀錄，這也是他今季第7個入球。完半場前
基頓近門錯失一次拉開紀錄機會，轉頭更錯誤回傳
導致失球。棄關出迎的葉鴻輝勉強救出梁嘉恆的單
刀，但卻阻止不到白智勳送球入空門，東方完半場
前被追平。

R&F富力小勝元朗過關
換邊後東方繼續施加壓力，51分洛迪古斯接應

笠臣直傳單刀斜出，3分鐘後笠臣勁射又被袁皓俊
托出底線。60分鐘一次罰球配合，洛迪古斯又一射
越楣。東方久攻不下，先後換入艾華頓及林嘉緯，
終於完場前由艾華頓一記神來之筆，離門30碼吊
射，助東方贏2：1出線。賽後教練陳婉婷指出：
“今仗踢得比較辛苦，球隊需要作出檢討，作為強
隊一定要避免再出現精神不集中的毛病。”她又指
艾華頓退居後備純屬戰術需要。至於早段傷出的荷
西安祖，初步檢驗是內側韌帶撕裂，或需要養傷超

過一個月，對東方來說不是好消息。
至於另外一場8強賽事R&F富力以2：1小勝

佳聯元朗。富力上半場先有沙沙接應罰球頭槌破
網；而下半場後備入替的梁諾恆同樣以頭槌建功拉
開比數至2：0。元朗完場前雖有謝偉俊扳回一城但
可惜為時已晚，最終險勝的R&F富力與東方龍獅攜
手晉身4強。

■沙沙（左前）替富力打破悶局。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攝

艾 華 頓 吊 射 絕 殺

東方東方挫挫理文理文
闖銀牌闖銀牌四強四強

■■洛迪古斯洛迪古斯（（右右））替東方先開紀錄替東方先開紀錄。。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攝攝

■■荷西安祖於早段傷出荷西安祖於早段傷出。。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攝攝



廣 告 BB1212

4號出口

星期四
9：00AM

星期日
10：30AM

44號出口
送$10元或$12餐券

請注意：
新開11:00AM班車 送$5元或$10餐券

25號出口
送$5元或$10餐券

每週七天 天天開車
9：00AM, 11:00AM,
1:00PM, 4:00PM,
6:30PM, 8:30PM
11：00pm

訂座
電話 所有賭場需2 1歲以上者才可以上車，需持有帶照片的身份證

二家賭場任選，兩小時一班車

星期一 ～ 星期日
8：30AM, 6:00PM,
8：00PM, 10:30PM

T07_GREATLAND COACH八達旅遊567C_16

713-777-9988

上車地點：FOODTOWN / PARKWAY　CENTER（富達廣場）八號公路邊 WalMart 旁邊 8800 W Sam Houston Pkwys Suite141

離休斯頓最近的賭場
只需要1小時

每週七天
9:00(直班）

車費$15享用$25

星期日 2018年10月28日 Sunday, October 28,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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