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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敖敏輝廣州報
道）“港澳青創10條”2.0版還大力扶
持、促進港澳青少年到黃埔區、廣州開發
區交流，成為新政的一大亮點。根據新
政，該區將創新性開展港澳青年交流活
動，每年安排最高100萬元（人民幣，下
同）打造“青春黃埔行”研學交流特色項
目，高質量舉辦粵港澳青年人才交流會、
青年創新創業分享會、青年職業訓練營、
嶺南民俗文化體驗等交流活動，不斷增強
港澳青年凝聚力和向心力。值得一提的
是，對於在該區牽頭成立的港澳青年協
會，經認定，每年給予50萬元經費補
貼。

據悉，該區將牽頭成立港澳青年協
會，打造港澳青年之家，為港澳青年研
學、實習、就業、創業提供全流程、全鏈
條“一對一”服務。

“青春黃埔行”活動已經於近期先
行開展，50多名港澳學生參觀了辛亥革
命紀念館，重溫歷史記憶；參觀已有700
年歷史的古村落——深井古村，了解中
國傳統古村落，並以“深井古村如何實現
鄉村振興”，思考設計創業計劃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方俊明
廣州報道）2022 粵港澳大灣區
（廣州）智慧交通產業博覽會日
前在廣州揭幕，國產“時速600公
里高速磁懸浮”模型驚艷亮相。
香港文匯報記者從博覽會上了解
到，在時速600公里高速磁浮交通
系統去年7月正式下線後，按照項
目推進計劃，擬規劃建設工程試
驗線。而目前粵滬浙等省都規劃
建設高速磁懸浮線，滬（深）廣
高速磁懸浮通道列入《廣東國土
空間規劃》。而廣東也攜手中國
工程院等單位開展“大灣區高速
磁懸浮鐵路預可研”等重大課題
研究，廣深段作為先行段開展工
程預可行性研究。初步研究有5個
線路方案從廣州經南沙或東莞連
接深港地區。

磁浮等“黑科技”亮相灣區
在博覽會展位上，時速600

公里高速磁懸浮連同“超級虛擬
軌道快運”、空鐵列車、跨座式
單軌、高鐵城際列車等“黑科
技”亮相。其中，“時速600公里
高速磁懸浮”外觀十分酷炫，科
幻感滿滿。這款“貼地飛行”神
器被譽為當前速度最快的地面交
通工具，受到現場觀眾熱捧。觀
眾胡先生坦言，期待國產磁懸浮
未來能與國產高鐵一樣，共同以
“中國速度”享譽世界。

目前時速600公里高速磁懸
浮將進入工程化落地階段。從工
程試驗線到商業化運營，預計需
要5到10年時間。

據初步研究，廣深港高速磁
懸浮鐵路形成5個線站位方案。廣
州考慮的始發站包括廣州東站、
廣州站、珠江新城3個地方備選，
線路途經東莞或南沙，再經深圳
的前海或福田，連接香港九龍。

值得關注的是，5個研究方案
都將廣深港三地的市區直通，並

規劃在不同站點與當地地鐵、城際等線路相銜
接。線路建成後，將能滿足廣深港的市中心
“半小時”交通圈的目標。

相關交通研究專家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
之前有專家推薦“廣州東站—莞城—（福田）
香蜜湖—香港九龍”線路，因為該線路途經廣
深港三地發展成熟的市區，預計年客運量近
3,500萬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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穗黃埔升級政策挺港澳青創穗黃埔升級政策挺港澳青創
單個項目最高資助200萬元

2019年，廣州開發區、黃埔區出台全國首個區級支持港澳青年雙創的政策“港澳青創10
條”1.0版，並建成了澳青部落、勵弘數創、灣創之星
等港澳青創平台。此次“港澳青創10條”2.0版，全面
升級扶持措施。

創業資助全面對接港穗體系
新政扶持面大，涉及創業資助、項目引育、創新

激勵、金融支持、辦公補貼、實習就業、合作交流、
生活保障等。

在創業資助方面，新政全面對接香港、廣州等青
創支持體系。根據新政，該區支持香港青年發展基
金、香港創新及科技基金企業支援計劃、澳門青年創
業援助計劃資助的項目落戶；對在區內註冊並獲得廣
州市級層面“港澳初創企業補助”或“穗港合作研發
項目補助”的港澳項目團隊，給予100%配套資助，單
個項目最高200萬元。在金融支持方面，取得商業銀
行機構貸款的港澳項目，按照實際貸款利率給予1.5%
（年利率）補貼，每個團隊項目每年最高補貼100萬
元，可連續補貼3年。

此次新政扶持港澳青創的力度甚至大於南沙、前
海。比如，對於新註冊入駐港澳青創孵化載體的項目，
前兩年100%、第三年50%補貼場地租金，單個項目最
高補貼50萬元。相比較而言，前海按照首年補貼
80%、第二年50%、第三年20%，而南沙則是每月按照
每平方米80元的標準補貼1年，最高不超過20萬元。

黃埔區、廣州開發區還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吸引港
澳青年前來實習。比如，提供每年不少於1,200個政府

機關、企事業單位實（見）習崗位，數量全國最多。
在實習補貼方面，每人每月可最高補貼4,000元，並提
供住宿、保險等一系列後勤保障。

黃埔區、廣州開發區是廣州實體經濟主戰場、大
灣區內高新技術企業最為密集的區域，生物醫藥、集
成電路、新能源、環保科技等重點產業，吸引了一大
批港澳企業。截至目前，該區累計引進港澳企業1,400
多家，並建設了穗港智造合作區、穗澳科技合作園、
穗澳創新園等重大平台。

港團隊：新政助打通上下游產業
與前海、南沙主要吸引現代服務業港澳青創項目

不同，廣州黃埔區利用實體產業優勢，為港澳青年提
供了大量創業、就業機遇。

位於黃埔區澳青部落的廣州世朗普力斯綠色環保
科技有限公司（下稱“世朗環保”），由兩名香港青
年聯合內地合夥人創立，專注於工業固廢資源利用和
技術研發。團隊通過與歐洲團隊共同研發的EPTR解
熱技術，對廢舊輪胎進行減量化、無害化、資源化處
理，下游客戶包括煉鋼廠、煉油廠、燃氣廠。

“此次出台的新政，對我們是一個很大的鼓舞，
對我們人才引進、產業上下游打通等方面，有很多實
實在在的幫助。”世朗環保聯合創始人、香港青年邵
敬心表示，事實上，黃埔區、廣州開發區在對標港
澳，打造了一流的營商環境，這是企業最為看重的。
比如，此次出台“港澳青創10條”，該區明確了實施
時間表，30天內制定實施細則，60天內啟動將開展兌
現工作。

每年百萬元專項資金
促港澳青少年實地交流

◆◆不少落戶廣州黃埔區的項目為新興行業不少落戶廣州黃埔區的項目為新興行業。。圖為來自澳門的圖為來自澳門的
未璞森霖科技團隊展示元宇宙設計和產品未璞森霖科技團隊展示元宇宙設計和產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廣

州黃埔區、廣州開發區出台迄今力度最大的支持

港澳青年創業就業的政策。香港文匯報記者日前

獲悉，根據最新制定的《廣州市黃埔區、廣州開發區進一步支持港澳青年創新

創業實施辦法》（簡稱“港澳青創10條”2.0），單個港澳團隊項目落戶該區

獎勵最高200萬元（人民幣，下同），且3年每年可獲得最高100萬貼息貸款

補貼。另外，為吸引港澳青年到當地就業，港澳籍博士、碩士、本科生、大專

生（副學士）將分別一次性補貼10萬元、6萬元、4萬元和2萬元。黃埔區相

關負責人表示，本次新政最大的特點是從以前的重港澳項目調整升級至全面吸

引港澳青年到區內發展，因此，不僅扶持力度升級，扶持範圍不單單是項目本

身，還包括人才引進、住房、生活保障、青年組織等方方面面。

2022年9月5日（星期一）香 港 專 題4 ◆責任編輯：樓軒閣

為培養學生和青年人對中華

文化藝術和歷史的興趣，香港故

宮文化博物館與香港本地學校及教育機

構建立長期策略夥伴合作，提供原創教

材、新穎教學方法與教師培訓，令學與

教均更多姿多彩。香港文匯報日前直擊

採訪了故宮館舉辦的一場以陶瓷為主題

的“觸得到的文物”工作坊，由中國古

美術專家李宗鴻，為香港聖若瑟英文中

學38名高中生深入講解中國陶瓷歷史與

知識，同學們更有機會戴起手套，親手

拿起及觸摸包括戰國時期原始青瓷碗、

唐三彩杯、清代青花小罐等珍貴陶瓷文

物，“零距離”全方位感受中國數千年

文明的氣息與風采。

◆香港文匯報記者 鍾健文

是次工作坊透過介紹中國歷史上主要的陶瓷種
類，並以實物輔助學習，展現不同時代的特

色，向學生呈現數千年來陶瓷發展的脈絡，內容
涵蓋新石器時代的陶器，商、周陶器與原始瓷，
漢代釉陶與青釉炻器，南北朝的陶瓷與裝飾，唐
三彩、邢窯與越窯，宋瓷“五大窯”，宋瓷與茶
文化，元代的陶瓷與貿易，以及明、清兩朝的官
窯。

學習過程中，同學們能近距離欣賞李宗鴻所
收藏的新石器時代彩陶、漢代釉陶、北朝釉陶、
唐代邢窯白瓷、宋代建窯茶碗、元代青花瓷、明
代青花瓷和清代瓷器；更可親手觸摸戰國時期的
原始青瓷碗、唐代邢窯白瓷碗、唐三彩杯、北宋
汝窯青釉瓷片及清代青花雙“喜”小罐等，在指
尖與手掌觸覺間，掌握感受着悠悠數千年中華文
明與歷史的痕跡。

現場所見，同學們對講者的介紹非常專注聆
聽，當他們親手拿起文物時，表現得相當興奮，
同時又小心翼翼，生怕弄壞了極之珍貴且甚久遠
的文物。有同學表示，拿上的觸感較想像中粗
糙，但以當時技術而言已算相當光滑。

“收穫課堂學不到的知識”
其中聖若瑟英文中學中五級學生吳灼禧形

容，工作坊讓他感到嘆為觀止，沒想過中國古代
陶瓷技術已非常發達精湛，能製造出如此精美的
陶瓷，而古人更懂得為瓷器上釉，這次活動完全
滿足了他希望了解更多中國物質文化的期望和興
趣。他表示，從工作坊收穫到平時於課堂學不到
的歷史文物知識，從文物的角度探索中國古代的
經濟、文化思想和民生發展以及人民
的生活需求，例如葫蘆多籽代表
古人祈求“多子”的願望，以及
認識諸子百家，如儒家孝悌文化
等。他期望故宮館未來可以舉辦更
多不同類型主題的工作坊，如書法
和貨幣，讓香港學生有更多機會了解
中國古代的物質文化和歷史。

同校中四生李子進也對陶瓷這些
數千年前發明，但現時日常生活仍在廣
泛使用的器物讚嘆，認為有助認識古代
的民生習俗和傳統，對古人各方面文化
有更清楚的認知。他表示，透過工作坊也
幫助自己深入反思在歷史發展中，物質和非
物質文化的相互關係及影響，聯繫課堂所學，
例如漢武帝打通西域後，陶瓷開始傳到西域，可
從中認識當時漢與其他民族文化的融合，以及反
映漢武帝對外族及西域諸國的政策等。

他認為這類工作坊有助深化學生對中國文化
思想的認識，擴闊眼界，希望將來有機會多參加
各種主題的工作坊，並配合題材參觀博物館相應
展品，這樣也可啟發年輕一代對不同文化、歷史
及文物範疇的興趣。

負責籌辦工作坊的香港故宮館高級學習及
公眾參與經理陳鳳蓮表示，工作坊除可讓同
學親手接觸文物，拉近他們對歷史的距離
感外，亦希望藉此讓同學知道手汗和油脂
會破壞文物，“摸一件少一件”，因而學
會要保護及珍惜文物，例如拿起前要佩戴
手套，並學習如何去正確欣賞。她表示，今
次工作坊是寶貴的經驗，未來將繼續舉辦更
多包括古代貨幣、繡織和服飾等主題的活動
和工作坊，亦可讓學生親自動手為素瓷上釉，
並結合故宮館主題文物參觀，讓更多香港學生
有機會參與，體驗更完整的學習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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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鍾健文）主
持工作坊的中國古美術專家李宗鴻日前
接受香港文匯報等媒體訪問時指，陶瓷
是代表中國的重要文物，從英文china
也是瓷器之意就可見一斑，是對世界作
出深遠貢獻的高科技產品，盛載着中國
以至世界的文化史和科技史，而直至現
在陶瓷仍是世人常用的日用品，是讓人
聯想起中國的最佳名詞。

李宗鴻本身為藝術品顧問公司創辦
人，亦是香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協會項
目顧問，並擔任教育局課程發展議會個
人、社會及人文教育委員會委員。他認
為，一般中史課堂太單調和線性教學，
難以引起學生興趣，而此類工作坊能將
歷史貼近生活，透過文物活生生呈現古
代上至帝王下至庶民的生活，讓同學近
距離學習，猶如身歷其境，將文物扣連
古今生活、作出比較，以一個關聯性的
網狀模式學習和思考。

他舉例，一般教科書給學生的印象
是南宋積弱，但其實南宋時期的人均生
產總值居世界第一，其造船技術及海上
絲路的瓷器和茶葉貿易等都領先歐洲幾
百年。因此，透過文物可讓學生跳出書
本，更立體生動且全面地認識歷史。

被問到是次古陶瓷工作坊的特色，
李宗鴻指出，陶瓷是世界人類共同的文
化遺產，與人類的生活息息相關，他在
提綱挈領地介紹陶瓷的發展過程的同
時，也注重與同學的互動，透過向同學
發問及讓他們猜測文物所屬的朝代和作
用等，讓他們感受和明白到，文物並不
是躺存博物館的“屍體”，而是與人類
生活有緊密聯繫，屬於那個時期的高科
技產品。他希望活動能讓同學對中史產
生熱愛，明白讀歷史的使命是要“反省
過去，把握現在，展望未來”，將來即
使在不同崗位上都能為人類社會作長遠
思考，為世界帶來正面改變。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鍾健文）帶領學生參
與“觸得到的文物”工
作坊的聖若瑟英文中學
校長潘永强讚揚，活動
能將課本中數百以至數
千年的歷史“活生生”呈

現眼前，為同學帶來親手觸摸
到實體文物的難得經歷，是教育和培養
他們對中史興趣的好方法，更是不容錯
失的好機會。

潘永强表示，學生平時在課堂只是
從課本中學習中史，距離非常遠，而且
只從朝代的治亂興衰的線性縱向認識，
相反，工作坊和博物館參觀提供一個
“活生生”的歷史學習場地，讓同學近
距離接觸認識文物，以及其背後的歷
史、背景及緣由等，可以從一個更宏觀
和立體的角度和眼界學習中史，比較不
同朝代的文物文化特色，感受文物的偉
大和時代性。

他舉例指學生可從接觸唐代的侍女
俑了解唐代的審美觀，從而激發他們認
識歷史的興趣和動力。

他期望同學在參加工作坊和參觀博
物館後，除了收穫歷史文化的知識，也
可增強求學的心，能啟發他們多加思考
和發問，同時可以回校與其他同學分享
經歷，“不只是看，更重要的是有更多
的思考、感受和意會。”

他也希望故宮館未來能加大接待能
力，讓更多低年級學生也有機會參觀和
參加不同活動，跳出課室生動地學習中
史。

他透露，聖若瑟英文中學正籌備設
立中史文物展示活動教室，並已斥資數
萬元購買100多個仿製文物，以及為相
關文物出版了《文物裏的中國歷史》教
材，以配合中史課程教學，讓同學感受
不同時代文物的質地和特色，從多角
度認識歷史和文物，讓中史學習不再
沉悶。

將歷史貼近生活 讓學生熱愛中史

潘永强盼更多學生跳出課室學史

◆李宗鴻向學
生展示藏品。

香港文匯報
記者鄭樂泓 攝

▶潘永强
香港文匯報

記者鄭樂泓 攝

◀漢代釉陶
香港文匯報

記者鄭樂泓 攝

◀清代瓷器
香港文匯報

記者鄭樂泓 攝

◆◆學生拿起清代青花雙學生拿起清代青花雙““喜喜””小罐欣賞小罐欣賞。。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樂泓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樂泓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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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頓大學亞裔商學院學生會休斯頓大學亞裔商學院學生會
秋季學期大型聯誼會精彩花絮秋季學期大型聯誼會精彩花絮

【美南新聞泉深】9 月 6 日烏克蘭
官員表示，他們將於週二宣佈在該國東
部取得新的重大軍事成功，這是在基輔
宣佈在數百公里外進行新的大規模反攻
一周後的意外新進展。

澤倫斯基顧問謝爾希·萊先科
（Serhiy Leshchenko）在推特上說：
“今晚，澤倫斯基總統將發布關於哈爾
科夫地區反攻行動的好消息。”他指的
是烏克蘭第二大城市周圍的東北部省份
。

儘管烏克蘭官員沒有提供具體細節
，但軍事博主和目擊者在社交媒體上發
表的幾篇文章稱，在巴拉克利亞周圍發
生了戰鬥，巴拉克利亞是一個擁有 27,
000 人的小鎮，位於哈爾科夫和俄羅斯
控制的伊久姆之間。

駐基輔的軍事分析家奧列赫·日丹
諾夫說，獲得對巴拉克利亞的控制可能
有助於烏克蘭試圖包圍或部分包圍伊久
姆。

關於烏克蘭在赫爾松南部地區的主
要攻勢進展的信息很少，基輔禁止記者
進入前線，並且只發布有限的報導以保
留出其不意的成分。

俄羅斯表示已經擊退了赫爾鬆的襲
擊，但烏克蘭報告稱取得了穩步成功，
包括在周日發布的照片中，部隊在一個
新佔領的城鎮的屋頂上懸掛烏克蘭國旗
。

西方軍事專家說，烏克蘭在南部的
目標似乎是在寬闊的第聶伯河西岸困住
數千名俄羅斯軍隊，並通過摧毀他們的
後方補給線來切斷他們的聯繫。

已退休的前美國駐歐洲地面部隊指
揮官馬克·赫特林說，宣布烏克蘭同時
在哈爾科夫附近推進，這表明俄羅斯軍
隊現在難以沿長長的前線增援。

赫特林在推特上說：“這證實了俄
羅斯無法在戰區之間及其部隊的防禦
‘立場’內調動部隊以對抗烏克蘭的進
攻行動。” “俄羅斯軍隊遭受重創，
承受著戰鬥能力（人員和設備）的損失
，軍事領導也無能。”

烏克蘭軍隊在俄羅斯佔領區對莫斯
科當局的襲擊也越來越多。

親俄羅斯的地方官員說，週二，俄
羅斯任命的南部港口別爾江斯克的指揮
官在他的汽車在城市行政大樓外被炸毀
時受了重傷，並指責基輔襲擊了阿爾喬

姆巴爾丁。
《紐約時報》援引

美國官員的話稱，由於
供應不足，俄羅斯正求
助於從朝鮮購買砲彈。
莫斯科沒有對該報導發
表評論。

國際原子能機構呼
籲停止在核電站附近作
戰

國 際 原 子 能 機 構
（IAEA）週二呼籲在歐
洲最大的核電站周圍的
安全區停止戰鬥，該核
電站位於前線俄羅斯控
制的領土上。

一份期待已久的報
告並沒有將扎波羅熱核
電站的損壞歸咎於俄羅
斯和烏克蘭，俄羅斯和
烏克蘭都指責對方砲擊
了該核電站。但它稱這
種情況不可持續，並表
示除非槍戰停止，否則
會有災難的風險。

該核電站在入侵後
不久被俄羅斯佔領，由俄羅斯軍隊控制
，但由烏克蘭技術人員管理。它坐落在
一個巨大的水庫的俄羅斯控制的岸邊，
對面是烏克蘭的陣地。

國際原子能機構寫道：“雖然正在
進行的砲擊尚未引發核緊急情況，但它
繼續對核安全和安保構成持續威脅，對
關鍵安全功能產生潛在影響，可能導致
具有重大安全意義的放射性後果。”

它說：“國際原子能機構建議立即
停止現場及其附近的砲擊，以避免對核
電站和相關設施造成任何進一步的損害
。這需要有關各方同意建立核安全和安
保保護區。”

檢查人員說，他們在核電站發現了
俄羅斯軍隊和設備，包括停在渦輪機大
廳裡的軍用車輛。莫斯科否認了有關它
使用該核電站作為其部隊的盾牌的指控
，但表示它有部隊守衛它。

國際原子能機構的報告說：“在俄
羅斯軍事佔領下運營該核電站的烏克蘭
工作人員一直承受著巨大的壓力，尤其
是在可用工作人員有限的情況下。這是
不可持續的，並可能導致人為錯誤增加

，對核安全產生影響。”
上週，由該機構負責人拉斐爾·格

羅西率領的國際原子能機構視察員冒著
砲擊越過前線到達發電站。兩位專家留
任以保持長期存在。

據在俄羅斯控制領土以外開展業務
的烏克蘭市長德米特羅·奧爾洛夫
（Dmytro Orlov）稱，週二早些時候，
該核電站周圍的城市埃內霍達爾（En-
erhodar）發生爆炸並斷電。莫斯科重
申了其長期以來的指控，即烏克蘭軍隊
一直在砲擊該核電站。

基輔指責俄羅斯發動此類事件，破
壞國際社會對烏克蘭的支持，並以此為
藉口從烏克蘭電網切斷該核電站並竊取
其產量。迄今為止，俄羅斯拒絕了國際
社會關於將其部隊撤出該地點並使該地
區非軍事化的請求。

國際原子能機構的報告列出了該工
廠受損的區域，包括一座裝有核燃料的
建築物、一座儲存放射性廢物的設施和
一座裝有警報系統的建築物。它說，該
核電站已多次切斷對其安全運行至關重
要的異地電源。

烏克蘭暗示東部取得新的重大軍事成功的“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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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022 年年 88 月月 1717 日日 ，， 365365 Vietnamese Business NetworkingVietnamese Business Networking 在在 Wild CajunWild Cajun
CrawfishCrawfish主辦由主辦由LendioLendio休斯敦休斯敦SWSW總裁總裁、、資深貸款專員資深貸款專員Chris BuiChris Bui主講中主講中
小企業貸款小企業貸款，，並邀請會計師並邀請會計師Michael DaoMichael Dao主講省稅策略主講省稅策略。。數十位企業家數十位企業家
聆聽並提問聆聽並提問，，收穫滿滿收穫滿滿。。

20222022 年年 88 月月 1717 日下午日下午 22 點點，，世界名人網餐世界名人網餐
飲指南休市美食巡禮在休斯敦飲指南休市美食巡禮在休斯敦20222022餐館月餐館月
期間專訪了加州著名時尚快餐連鎖期間專訪了加州著名時尚快餐連鎖 FireFire
WingsWings。。品嚐品嚐 2222 中不同味道的雞翅中不同味道的雞翅，，喝著喝著
啤酒享受頗具特點的啤酒享受頗具特點的 Later NightLater Night 宵夜是火宵夜是火
翅連鎖的招牌翅連鎖的招牌。。圖為圖為May ChenMay Chen在採訪中在採訪中。。

20222022年年88月月2020日日，，由攀藤學院晶達校長的林城高中生學生由攀藤學院晶達校長的林城高中生學生SuriSuri
Yang(President & Concert MC)Yang(President & Concert MC)、、Ian Hou(Team Leader & ConcertIan Hou(Team Leader & Concert
MC)MC)、、Jaden Hou(Oboe Player)Jaden Hou(Oboe Player)等組織的等組織的““呼籲促進水質量為明呼籲促進水質量為明
日的環境而努力日的環境而努力””秋季音樂會在孤星學院音樂廳盛大舉行秋季音樂會在孤星學院音樂廳盛大舉行。。圖圖
為五大主持人商場為五大主持人商場，，專業自信專業自信，，獲得滿場喝彩獲得滿場喝彩。。

20222022年年88月月2020日日，，由攀藤學院晶達校長的林城高中生學生由攀藤學院晶達校長的林城高中生學生Suri Yang(President & ConcertSuri Yang(President & Concert
MC)MC)、、Ian Hou(Team Leader & Concert MC)Ian Hou(Team Leader & Concert MC)、、Jaden Hou(Oboe Player)Jaden Hou(Oboe Player)等組織的等組織的““呼籲促進呼籲促進
水質量為明日的環境而努力水質量為明日的環境而努力””秋季音樂會在孤星學院音樂廳盛大舉行秋季音樂會在孤星學院音樂廳盛大舉行。。圖為團隊領袖和圖為團隊領袖和
全體演員上台謝幕全體演員上台謝幕。。

20222022年年88月月2020日日，，由攀藤學院晶達校長的林城高中生由攀藤學院晶達校長的林城高中生
學 生學 生 Suri Yang(President & Concert MC)Suri Yang(President & Concert MC)、、 Ian HouIan Hou
(Team Leader & Concert MC)(Team Leader & Concert MC)、、Jaden Hou(Oboe Player)Jaden Hou(Oboe Player)
等組織的等組織的““呼籲促進水質量為明日的環境而努力呼籲促進水質量為明日的環境而努力””秋秋
季音樂會在孤星學院音樂廳盛大舉行季音樂會在孤星學院音樂廳盛大舉行。。圖為世界名人圖為世界名人
網特約記者網特約記者Grace HeGrace He與晶達老師合影與晶達老師合影。。

20222022年年88月月2020日日，，由攀藤學院晶達校長的林城高中生學生由攀藤學院晶達校長的林城高中生學生SuriSuri
Yang(President & Concert MC)Yang(President & Concert MC)、、Ian Hou(Team Leader & ConIan Hou(Team Leader & Con--
cert MC)cert MC)、、Jaden Hou(Oboe Player)Jaden Hou(Oboe Player)等組織的等組織的““呼籲促進水質量呼籲促進水質量
為明日的環境而努力為明日的環境而努力””秋季音樂會在孤星學院音樂廳盛大舉行秋季音樂會在孤星學院音樂廳盛大舉行
。。圖為兩隊主力家長豐建偉李玉靜夫婦和侯先生冬梅夫婦在音圖為兩隊主力家長豐建偉李玉靜夫婦和侯先生冬梅夫婦在音
樂會結束後合影樂會結束後合影。。20222022年年88月月2020日中午日中午，，福遍著名家庭律師福遍著名家庭律師Christopher MeyerChristopher Meyer聯聯

手手Rachel JagnananRachel Jagnanan在在RudyRudy‘‘s BBQs BBQ主講主講DIVOICEDIVOICE 101101，，離婚中離婚中
的五個錯誤之最的五個錯誤之最。。作為美軍退伍軍人主持的律師事務所作為美軍退伍軍人主持的律師事務所，，講座講座
吸引了不少退伍軍人參加吸引了不少退伍軍人參加，，不少提問也得到了專家的回答不少提問也得到了專家的回答。。圖為圖為ChristoChristo--
pherpher在台上詳解各種誤區在台上詳解各種誤區。。

20222022年年88月月2020日日，，美國國會議員艾爾格林與休斯敦市長特納美國國會議員艾爾格林與休斯敦市長特納
在權力中心在權力中心Power CenterPower Center社區中心舉行數千人出席的首次年度社區中心舉行數千人出席的首次年度
美國美國““奴隸制紀念日奴隸制紀念日Slavery Remembrance DaySlavery Remembrance Day””成為美國法定成為美國法定
節日慶典活動節日慶典活動。。圖為世界名人網直播隊前往現場全程直播後圖為世界名人網直播隊前往現場全程直播後
，，執行總裁執行總裁Online TVOnline TV主任主任Tina PeiTina Pei現場採訪華裔民主黨州議現場採訪華裔民主黨州議
員候選人員候選人Daniel LeeDaniel Lee和美國德州哈里斯郡和美國德州哈里斯郡151151st Civil Courtst Civil Court民事民事
法庭法官法庭法官Mike EngelhartMike Engel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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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lsey-Seybold is now scheduling VIRTUAL and IN-PERSON appointments!

Jennifer Lai, M.D.
Pediatrics

Mandarin

• Tanglewood Clinic 

Guiying Hu, M.D.
Hematology/Oncology

Mandarin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 Spring Medical and 

Diagnostic Center

Frank Hua, M.D.
Internal Medicine

Mandarin

• Spring Medical and 
Diagnostic Center

Wayne Tie, M.D.
Ophthalmology

Mandarin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 Clear Lake Clinic

Kuangzoo Huang, M.D.
Family Medicine

Mandarin

• Meyerland Plaza Clinic

Jia Lee, O.D.
Optometry

Mandarin

• Spring Medical and 
Diagnostic Center

Tri Lee, M.D.
Endocrinology

Cantonese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 Kingwood Clinic
• Meyerland Plaza Clinic

Jeanie Ling, M.D. 
Ophthalmology
Ophthalmic Surgery
Glaucoma Specialist
Mandarin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 Tanglewood Clinic

Jeannette Ouyang-Latimer, M.D.
Infectious Disease

Mandarin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 West Grand Parkway Clinic

Eileen Wu, M.D.
Orthopedic Surgery

Mandarin

• Spring Medical and  
Diagnostic Center 

• The Woodlands Clinic

Beth Yip, M.D., F.A.A.P.
Pediatrics

Cantonese and Mandarin
• Pearland Clinic

Whether you’re new 

to Kelsey-Seybold or 

a current patient, you 

have a choice of where 

you can safely get care. 

Call our 24/7 Contact 

Center at 713-442-0000 

to schedule a same-

day or next-day virtual 

Video Visit or, for non-

respiratory illnesses, an 

in-person appointment 

at a Kelsey-Seybold 

Clinic near you.

We welcome new patients and accept more than 50 health insurance plans, including Aetna, Blue Cross 
Blue Shield, Cigna, Humana, KelseyCare, and UnitedHealthcare, and these Medicare Advantage plans: 
KelseyCare Advantage, WellCare Texan Plus, Aetna Medicare Advantage, and Humana Gold Plus.

24/7 appointment scheduling: 713-442-0000
kelsey-seybold.com

Alan Chang, M.D., F.A.C.O.G.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Cantonese and Mandarin

• The Woodlands OB/GYN  
and Women’s Health

Amy En-Hui Chen, M.D.
Family Medicine

Mandarin

• Meyerland Plaza Clinic

Yee-Ru (Amy) Chen, D.O.
Family Medicine

Cantonese, Mandarin,  
and Taiwanese

• Downtown at The Shops at  
4 Houston Center

Charlene Crockett, M.D.
Pediatric Ophthalmology

Mandarin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 Tanglewood Clinic

Philip L. Ho, M.D.
Urology

Mandarin

• Clear Lake Clinic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 Spring Medical and 

Diagnostic Center

Joyce Holz, M.D.
Gynecology

Mandarin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 River Oaks Clinic

美南時事通

56、車輛空調開啟時發動機轉速不變化
故障判定：假故障。

原因分析：一般的車輛開空調時，發動機的
轉速都有所提高，這是為了滿足空調壓縮機的負
荷要求，保持發動機的怠速穩定。但是，很多新
款車輛配置的發動機，在開空調時發動機是不提
高轉速的，而是依靠增加發動機噴油器的噴油時
間來保持發動機的怠速穩定。所以，開空調時發
動機不提速不一定就是故障。

57、空調出風口風量小。
故障判定：維護類故障。
原因分析：車輛內部的出風口風量隨著車輛

的使用會出現在同一風扇轉速下風量逐漸變小的
現象，同時製冷的效果也減弱了。一般這都是因

為很多的新款車都安裝了空調濾清器，安裝的目
的是為了保持車輛內部獲得乾淨的空氣，這也使
空調蒸發器保持乾淨，獲得最佳的製冷效果。濾
清器使用一段時間後會被塵土所覆蓋造成透氣性
能減弱，隨之出風口的風量也就減小了。因此，
只要更換新的濾清器問題就解決了。

58、車輛後門從內部打不開。
故障判定：假故障。
原因分析：目前的轎車一般都在車輛的後門

處安裝有兒童鎖，來防止乘坐在後座的孩童出於
誤操作使車門打開，出現安全事故。很多人在清
洗車輛時由於不注意，搬動了兒童鎖的手柄，出
現乘坐在後座的乘員從內側打不開門。這不是故
障，只要從車輛外側打開車門然後再把兒童鎖的

手柄搬到開的位置就可以了。
59、冬季清晨有時車門不能開啟。
故障判定：假故障。

原因分析：冬季洗車時後，放在露天的車輛經常
出現車門沒法打開的現象，這不是故障，是由於
洗車後殘留的水分留在了門子的密封膠條上，水
結冰後造成粘連所致。如果粘連不是很嚴重，可
以採取強行拉開車門的方式打開。如果粘連的情
況非常嚴重，強行打開會損壞車門的密封膠條
。 （未完待續）

完整修車廠 Complete Auto Center
電話:281-564-6541
地址: 4605 Cook Road, Houston, TX77072

完整修車廠完整修車廠修車師姐徐雲專欄修車師姐徐雲專欄
汽車維脩大全汽車維脩大全（（十七十七））

CDC建議更新的冠狀病毒加強劑
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 （FDA）於 2022

年 8月31日修訂了 Moderna COVID-19 疫苗和
Pfizer-BioNTech COVID-19 疫苗的緊急使用授
權 (EUA)，以授權使用重新配製的 COVID-19 加
強劑。就在FDA授權重新配製的 COVID-19 加
強劑的一天后，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 (CDC) 正
式推薦了它們。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建議青少
年和成年人注射 Pfizer-BioNTech（輝瑞）或
Moderna更新的加強劑。
這些加強劑有何不同？

來自 Moderna 和 Pfizer-BioNTech 更新的
加強針是一種二價疫苗（Bivalent），這意味著
它針對兩種版本的冠狀病毒：原始毒株以及
Omicron 子變體。

最初的 Covid 疫苗加強劑僅針對冠狀病毒
的原始毒株。更新後的加強劑可以更好地針對
目前正在流行並預計將在今年秋天繼續引起感
染的冠狀病毒的 omicron 變體BA.4 和 BA.5 。
更新後的 Covid-19 加強劑旨在更好地防止最近
流行的 Covid-19 變體。它們可以幫助恢復自上
次接種疫苗以來已經減弱的保護，旨在提供更
廣泛的保護，防止新變種。出於這個原因，今
後更新的加強劑將是唯一可供給青少年和成年
人注射加強劑。

誰有資格注射更新的加強劑？

輝瑞公司的更新的加強劑被授權給 12 歲
及以上人群使用；Moderna 的更新的加強針被
授權給 18 歲及以上的人群使用。

完全接種了 Covid 疫苗的人， 也就是那些
已經進行了初級系列疫苗接種的人，以及已經
進行了初級系列疫苗接種且已接受過一到兩次
已有的加強劑的人都有資格獲得這兩種更新的
加強劑的一種。

注射更新的COVID-19加強劑的理想時間
？

CDC 建議人們在最近一次 Covid 注射後至
少等待兩個月再去注射更新的加強劑。該機構
關於獲得更新疫苗的兩個月間隔建議部分是為
了確保有足夠的時間讓疫苗產生良好的免疫反
應。

哪裡可以獲得更新的COVID-19加強劑？
和以前的冠狀病毒加強劑 （現在正在逐步

淘汰）一樣，新版本的冠狀病毒加強劑是免費
的。有興趣獲得更新的冠狀病毒加強劑嗎？疫
苗剛剛開始發貨，所以請諮詢您的醫生或藥房
，看看他們什麼時候有庫存。

瑞源保險溫馨提示
據最新的CDC的統計數字，目前BA.5 至

少占美國新病例的 87%。 BA.4 和類似的亞系
BA.4.6 約佔 11% 並且平均每天仍有大約 400 名

美國人死於 COVID-19。希望大家不要掉以輕
心， 注意保持適當的社交距離，並為自己為家
人做好必要的防護。

如果您沒有醫保或打算更換計劃，請聯繫
瑞源保險事務所了解諮詢。瑞源保險事務所代
理本地區最全的醫保計劃和提供最專業的保險
諮詢。

通過瑞源保險事務所申請不收取任何手續
費，而且您通過經驗豐富的代理申請是最明智
快捷的選擇。我們代理德州最全的醫保計劃，
包括各類型個人和小雇主醫保選擇。醫保計劃
的全面性和醫保諮詢的專業性是德州瑞源保險
事務所的核心競爭力，在本領域享有盛譽。公
司創始人張瑞女士擁有約20年行業經驗，曾
擔任美國知名保險公司副總多年，是美國醫療
保險協會認證會員、長期護理保險認證專員和
資深醫療保險專員，積極義務服務社區並長期
舉辦知識類講座。張瑞女士直線電話：
214-971-8026，微信個人號：12149718026，
公司Email:INFO@BENEFONS.COM。公司在達拉
斯和休斯頓均有辦公室，服務全德州居民。

注：瑞源保險事務所文章未經允許請勿轉
載，歡迎個人轉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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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敖敏輝廣州報
道）“港澳青創10條”2.0版還大力扶
持、促進港澳青少年到黃埔區、廣州開發
區交流，成為新政的一大亮點。根據新
政，該區將創新性開展港澳青年交流活
動，每年安排最高100萬元（人民幣，下
同）打造“青春黃埔行”研學交流特色項
目，高質量舉辦粵港澳青年人才交流會、
青年創新創業分享會、青年職業訓練營、
嶺南民俗文化體驗等交流活動，不斷增強
港澳青年凝聚力和向心力。值得一提的
是，對於在該區牽頭成立的港澳青年協
會，經認定，每年給予50萬元經費補
貼。

據悉，該區將牽頭成立港澳青年協
會，打造港澳青年之家，為港澳青年研
學、實習、就業、創業提供全流程、全鏈
條“一對一”服務。

“青春黃埔行”活動已經於近期先
行開展，50多名港澳學生參觀了辛亥革
命紀念館，重溫歷史記憶；參觀已有700
年歷史的古村落——深井古村，了解中
國傳統古村落，並以“深井古村如何實現
鄉村振興”，思考設計創業計劃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方俊明
廣州報道）2022 粵港澳大灣區
（廣州）智慧交通產業博覽會日
前在廣州揭幕，國產“時速600公
里高速磁懸浮”模型驚艷亮相。
香港文匯報記者從博覽會上了解
到，在時速600公里高速磁浮交通
系統去年7月正式下線後，按照項
目推進計劃，擬規劃建設工程試
驗線。而目前粵滬浙等省都規劃
建設高速磁懸浮線，滬（深）廣
高速磁懸浮通道列入《廣東國土
空間規劃》。而廣東也攜手中國
工程院等單位開展“大灣區高速
磁懸浮鐵路預可研”等重大課題
研究，廣深段作為先行段開展工
程預可行性研究。初步研究有5個
線路方案從廣州經南沙或東莞連
接深港地區。

磁浮等“黑科技”亮相灣區
在博覽會展位上，時速600

公里高速磁懸浮連同“超級虛擬
軌道快運”、空鐵列車、跨座式
單軌、高鐵城際列車等“黑科
技”亮相。其中，“時速600公里
高速磁懸浮”外觀十分酷炫，科
幻感滿滿。這款“貼地飛行”神
器被譽為當前速度最快的地面交
通工具，受到現場觀眾熱捧。觀
眾胡先生坦言，期待國產磁懸浮
未來能與國產高鐵一樣，共同以
“中國速度”享譽世界。

目前時速600公里高速磁懸
浮將進入工程化落地階段。從工
程試驗線到商業化運營，預計需
要5到10年時間。

據初步研究，廣深港高速磁
懸浮鐵路形成5個線站位方案。廣
州考慮的始發站包括廣州東站、
廣州站、珠江新城3個地方備選，
線路途經東莞或南沙，再經深圳
的前海或福田，連接香港九龍。

值得關注的是，5個研究方案
都將廣深港三地的市區直通，並

規劃在不同站點與當地地鐵、城際等線路相銜
接。線路建成後，將能滿足廣深港的市中心
“半小時”交通圈的目標。

相關交通研究專家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
之前有專家推薦“廣州東站—莞城—（福田）
香蜜湖—香港九龍”線路，因為該線路途經廣
深港三地發展成熟的市區，預計年客運量近
3,500萬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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穗黃埔升級政策挺港澳青創穗黃埔升級政策挺港澳青創
單個項目最高資助200萬元

2019年，廣州開發區、黃埔區出台全國首個區級支持港澳青年雙創的政策“港澳青創10
條”1.0版，並建成了澳青部落、勵弘數創、灣創之星
等港澳青創平台。此次“港澳青創10條”2.0版，全面
升級扶持措施。

創業資助全面對接港穗體系
新政扶持面大，涉及創業資助、項目引育、創新

激勵、金融支持、辦公補貼、實習就業、合作交流、
生活保障等。

在創業資助方面，新政全面對接香港、廣州等青
創支持體系。根據新政，該區支持香港青年發展基
金、香港創新及科技基金企業支援計劃、澳門青年創
業援助計劃資助的項目落戶；對在區內註冊並獲得廣
州市級層面“港澳初創企業補助”或“穗港合作研發
項目補助”的港澳項目團隊，給予100%配套資助，單
個項目最高200萬元。在金融支持方面，取得商業銀
行機構貸款的港澳項目，按照實際貸款利率給予1.5%
（年利率）補貼，每個團隊項目每年最高補貼100萬
元，可連續補貼3年。

此次新政扶持港澳青創的力度甚至大於南沙、前
海。比如，對於新註冊入駐港澳青創孵化載體的項目，
前兩年100%、第三年50%補貼場地租金，單個項目最
高補貼50萬元。相比較而言，前海按照首年補貼
80%、第二年50%、第三年20%，而南沙則是每月按照
每平方米80元的標準補貼1年，最高不超過20萬元。

黃埔區、廣州開發區還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吸引港
澳青年前來實習。比如，提供每年不少於1,200個政府

機關、企事業單位實（見）習崗位，數量全國最多。
在實習補貼方面，每人每月可最高補貼4,000元，並提
供住宿、保險等一系列後勤保障。

黃埔區、廣州開發區是廣州實體經濟主戰場、大
灣區內高新技術企業最為密集的區域，生物醫藥、集
成電路、新能源、環保科技等重點產業，吸引了一大
批港澳企業。截至目前，該區累計引進港澳企業1,400
多家，並建設了穗港智造合作區、穗澳科技合作園、
穗澳創新園等重大平台。

港團隊：新政助打通上下游產業
與前海、南沙主要吸引現代服務業港澳青創項目

不同，廣州黃埔區利用實體產業優勢，為港澳青年提
供了大量創業、就業機遇。

位於黃埔區澳青部落的廣州世朗普力斯綠色環保
科技有限公司（下稱“世朗環保”），由兩名香港青
年聯合內地合夥人創立，專注於工業固廢資源利用和
技術研發。團隊通過與歐洲團隊共同研發的EPTR解
熱技術，對廢舊輪胎進行減量化、無害化、資源化處
理，下游客戶包括煉鋼廠、煉油廠、燃氣廠。

“此次出台的新政，對我們是一個很大的鼓舞，
對我們人才引進、產業上下游打通等方面，有很多實
實在在的幫助。”世朗環保聯合創始人、香港青年邵
敬心表示，事實上，黃埔區、廣州開發區在對標港
澳，打造了一流的營商環境，這是企業最為看重的。
比如，此次出台“港澳青創10條”，該區明確了實施
時間表，30天內制定實施細則，60天內啟動將開展兌
現工作。

每年百萬元專項資金
促港澳青少年實地交流

◆◆不少落戶廣州黃埔區的項目為新興行業不少落戶廣州黃埔區的項目為新興行業。。圖為來自澳門的圖為來自澳門的
未璞森霖科技團隊展示元宇宙設計和產品未璞森霖科技團隊展示元宇宙設計和產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廣

州黃埔區、廣州開發區出台迄今力度最大的支持

港澳青年創業就業的政策。香港文匯報記者日前

獲悉，根據最新制定的《廣州市黃埔區、廣州開發區進一步支持港澳青年創新

創業實施辦法》（簡稱“港澳青創10條”2.0），單個港澳團隊項目落戶該區

獎勵最高200萬元（人民幣，下同），且3年每年可獲得最高100萬貼息貸款

補貼。另外，為吸引港澳青年到當地就業，港澳籍博士、碩士、本科生、大專

生（副學士）將分別一次性補貼10萬元、6萬元、4萬元和2萬元。黃埔區相

關負責人表示，本次新政最大的特點是從以前的重港澳項目調整升級至全面吸

引港澳青年到區內發展，因此，不僅扶持力度升級，扶持範圍不單單是項目本

身，還包括人才引進、住房、生活保障、青年組織等方方面面。

2022年9月5日（星期一）養 生 坊6 ◆責任編輯：于大海

肉桂，被譽為世界上頗為古老的香料，

主要食用功效有散寒止痛，活血通經，降血

糖，降血脂，古時在地中海地區被用作幫助血液循

環的養生藥。據說，肉桂是經由絲綢之路傳入中

國，它具有出汗解熱的作用，所以被用於傳統中藥

葛根湯和桂枝湯，以舒緩初起感冒的症狀。今期，

就以肉桂入饌，烹製出三款養生菜。

◆文、圖︰小松本太太

朋友問我，立秋之後吃什麼菜合適？
我答道：“吃蓮藕”。

秋季是吃蓮藕的好時機，在這個時間
段的蓮藕，是最清脆甘甜的，不管是清
炒、涼拌，還是燉湯，都深受人們的喜
愛。但如果你認為它只是好吃，那就大錯
特錯了，蓮藕的營養功效同樣不可小覷。

《本草綱目》稱它為“靈根”，民間
說它是“窮人的醫生”，很多營養師也推
薦大家常食蓮藕。

它含有豐富的蛋白質、澱粉、維生
素、鐵、銅、鉀、膳食纖維和鞣酸等補益
成分，經常食用可以健脾益胃、排毒養
顏、清熱涼血和增強免疫力，無論大人小
孩都要多吃了，對身體特別好。
秋後吃藕的好處：
一、健脾開胃

蓮藕中含有黏液蛋白以及膳食纖維，
能夠幫助人體減少脂類的吸收。而且蓮藕
自帶一種清香，可以開胃健中。
二、清熱涼血

《本草經書》中記載藕“生者甘寒，
能涼血止血、除熱清胃”。生蓮藕性寒，
味甘，有清熱涼血、止血散瘀的作用，可
用於輔助治療熱性病症，對於體熱而引起
的口渴、咳血、流鼻血、痰中帶血尤為有
益。
三、輔助降尿酸

蓮藕的嘌呤含量低，且常吃蓮藕可以
中和體內多餘的酸性物質，降低尿酸水
平，促進尿酸排出體外。
四、潤腸通便

蓮藕中含有豐富的膳食纖維和黏液蛋
白，它們能與體內的膽酸鹽和食物中的膽
固醇及甘油三酯結合，從而減少脂類的吸
收，同時還能促進胃腸蠕動，加快體內多
餘脂肪和有害物質的排出，具有降血脂和
預防便秘的作用。

蓮藕入湯：清口更潤燥
蓮藕和鴨子都是生活在水裏的，鴨肉

最大的特點是不溫不熱，再加上性溫涼的
蓮藕，就能清熱祛火，滋陰潤燥，放入生
薑等調味料，燉上3小時，出鍋時再撒些
鹽。

老藕做粉：養胃又止瀉
老一點兒的藕，糖分較高，纖維也比

較多，做成了粉，纖維雖然流失了，但它
性味溫和了，對養胃、止瀉有很大的幫
助，特別適合中老年人或是有胃潰瘍的人
吃。

但是，做成粉後，糖分也會增高，熱
量會增加5倍多，因此，血糖偏高或有糖
尿病的人，最好還是不要吃藕粉了。

鮮嫩的藕，口感較脆，比較適合涼
拌、熱炒，而老一點兒的藕則挺適合蒸
燉、煲湯。

清蒸藕米丸子
配料：藕 200克、糯米 100克、糯米粉

80克。
烹飪步驟：
1. 糯米事先浸泡一個晚上。
2. 蓮藕去皮洗乾淨，擦成絲，加入適量的
鹽醃製。

3. 十分鐘左右，就可以醃製出大水分，稍
微用力將蓮藕的水擠出來。

4. 不用太乾，稍微留點水分更好。將洗好
的糯米加入蓮藕中。用手抓糅均勻。

5. 分次加入糯米粉，一邊加一邊抓糅。
6. 將蓮藕麵團分次小劑子，再將一個個小
劑子放在手心抓緊，稍微搓圓。

7. 放在刷了油的盤子裏，上鍋蒸20分
鐘，直到糯米完全熟透即可出鍋了。

自疫情開始，都市人愈來愈關注身體的健
康，如在食主餐上也可以輕便養生則更方便，由
香港註冊中醫師成立的全新都市輕盈中醫食療品

牌EC SAYS，以食物作為切入點，由註冊中醫
師處方中藥材入饌，製作成即食湯藥粥。

從中醫學知識角度出發，以食療開始，由
內到外，一餐餐儲起健康，打好健康基礎、固本
扶正。針對繁忙都市人經常遇到的症狀，以註冊
中醫師處方為基礎，選取台灣中藥材，配以不同
性味及功效的食材，炮製出創新的美味粥品。當
中，品牌所推出的益顏美人粥、舒痛調經粥，以
及即將於今年底推出包含健脾祛濕及疏肝減壓功
效的兩款新粥品，為都市生活繁忙的你而設，全
台灣製造，獨立包裝輕便易攜的湯藥粥，不含防
腐劑及色素，只需加熱就可以享用，加上低卡而
飽肚的特點，集方便、養生、瘦身等於一身。

養生
攻略

◆香港註冊中醫師香港註冊中醫師 楊沃林楊沃林

秋天吃藕好處多

食得
健康
食得
健康

即食湯藥粥輕便易攜
◆文︰雨文

近年，常聽朋友提起布甸麵
包，還要大排長龍才能吃得到，最近
美心烘焙所推出人氣港式烘焙麵
包——“法式布甸麵包”，每日指定
時間限量新鮮出爐，它採用法國淡忌
廉精心製作，布甸入口嫩滑綿密，蛋
香濃郁，配上鬆軟略帶煙韌的法包，多重口感，冷熱兩
食均適合，特別推介立即享用，能品嘗到布甸的細緻幼
滑口感。在夏日炎炎下，雪凍享用亦有另一番風味！你
可原個大口大口盡情品嘗，或是用湯匙細味享用麵包中
央的布甸；如喜歡微熱享用，最佳的翻熱方法是，首先
於麵包表面噴水，將麵包放入焗爐烘烤180度5分鐘或氣
炸鍋180度5分鐘，但不建議使用微波爐烘熱。

法式布甸麵包冷熱兩食

◆◆兩款全新推出的即食湯藥粥兩款全新推出的即食湯藥粥

◆◆法式布甸麵包法式布甸麵包

製法︰
1. 冷凍酥皮置室溫軟化後、將一直角掀起對摺、裁成三角
形、沿等腰的兩邊切開約一厘米、保留三角頂約一厘米
不要切斷，在焗盆上攤開三角形成正方形酥皮，將切斷
的兩邊疊向反方向成酥皮批底；

2. 菠蘿肉切成丁粒備用；
3. 燒熱鑊、轉小火放入牛油加熱至溶化加入菠蘿丁粒肉桂
粉及楓葉糖漿拌炒均勻成餡料；

4. 將餡料置在酥皮批底上，把蛋打勻成蛋液塗在酥皮上，
放入多士焗爐焗15分鐘即成。

古香料肉桂香氣馥郁

在古埃及時代，肉桂是只有貴族才能享用的高級食材，由於
它獨特的芬香能激發感官，所以有被用作香水和精油的原

料，中國南部、印度、印尼及斯里蘭卡都有出產肉桂，中國肉
桂香氣馥郁，多用於入饌；斯里蘭卡產的錫蘭肉桂味道細緻，
被視為肉桂中之極品。

肉桂能消除身體寒冷和改善血液循環，對於因寒冷導致的
肩膀關節痛、腹痛腹瀉、月經痛等疼痛也有舒緩作用，又可改
善食慾不振、胃腸不適。加上，由於血液循環順暢，所以有助
美肌活膚以及淡化黑眼圈，更可防止脫髮。

最值得留意的是，肉桂中含有的肉桂醛可以抑制維持神經
結構的“Tau蛋白質”穩定性，預防阿茲海默症，肉桂醛又有預
防炎症，防止動脈硬化和平衡血糖的功效。另外肉桂的苯甲酸
鈉有抗發炎、抗氧化的作用，保護神經元可以正常傳遞信息，
有預防帕金森氏症的效果。然而，由於肉桂具有活血通經的效
果，所以孕婦或產婦應該小心食用，避免過量攝取。

製法︰
1. 日本南瓜去籽切件備用；
2. 薏米及乾舞茸用水沖洗後，分別放入茶袋備用；
3. 燒沸水5杯，將切妥南瓜、入妥薏米及乾舞茸放入煮
至再沸騰時加入肉桂條，轉小火熬60分鐘後熄火，取出煮妥薏米、乾舞茸及肉桂置入
湯碗內、用攪拌器將鍋內南瓜及湯水拌打成濃湯，將濃湯再次加熱至沸騰，加入牛油
及鹽作調味、盛入已置煮妥薏米、乾舞茸及肉桂的湯碗內即成。

散寒止痛活血通絡

材料︰肉桂粉1克、菠蘿肉100克、冷凍酥皮100克、牛
油10克、楓葉糖漿1茶匙、蛋1隻

肉桂菠蘿批

肉桂南瓜濃湯
材料︰肉桂條4克、薏米20克、乾舞茸4克、日本南瓜

250克、牛油5克

製法︰
1. 單骨雞翼洗淨、吸乾水分後加入醃料醃20分鐘；
2. 醃妥的單骨雞翼濾出水分，加入片栗粉拌勻；
3. 油注入鑊內燒熱、將單骨排入鑊內以中火煎至金黃即成。

肉桂單骨雞翼
材料︰單骨雞翼300克、片栗粉1湯匙、油2湯匙
醃料︰肉桂粉1克、鹽麴3克、味醂1湯匙

掃碼看片

1 4

2 3

1 3

◆◆肉桂菠蘿批肉桂菠蘿批

◆◆肉桂單骨雞翼肉桂單骨雞翼

◆◆肉桂南瓜濃湯肉桂南瓜濃湯 ◆◆蓮藕蓮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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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敖敏輝廣州報
道）“港澳青創10條”2.0版還大力扶
持、促進港澳青少年到黃埔區、廣州開發
區交流，成為新政的一大亮點。根據新
政，該區將創新性開展港澳青年交流活
動，每年安排最高100萬元（人民幣，下
同）打造“青春黃埔行”研學交流特色項
目，高質量舉辦粵港澳青年人才交流會、
青年創新創業分享會、青年職業訓練營、
嶺南民俗文化體驗等交流活動，不斷增強
港澳青年凝聚力和向心力。值得一提的
是，對於在該區牽頭成立的港澳青年協
會，經認定，每年給予50萬元經費補
貼。

據悉，該區將牽頭成立港澳青年協
會，打造港澳青年之家，為港澳青年研
學、實習、就業、創業提供全流程、全鏈
條“一對一”服務。

“青春黃埔行”活動已經於近期先
行開展，50多名港澳學生參觀了辛亥革
命紀念館，重溫歷史記憶；參觀已有700
年歷史的古村落——深井古村，了解中
國傳統古村落，並以“深井古村如何實現
鄉村振興”，思考設計創業計劃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方俊明
廣州報道）2022 粵港澳大灣區
（廣州）智慧交通產業博覽會日
前在廣州揭幕，國產“時速600公
里高速磁懸浮”模型驚艷亮相。
香港文匯報記者從博覽會上了解
到，在時速600公里高速磁浮交通
系統去年7月正式下線後，按照項
目推進計劃，擬規劃建設工程試
驗線。而目前粵滬浙等省都規劃
建設高速磁懸浮線，滬（深）廣
高速磁懸浮通道列入《廣東國土
空間規劃》。而廣東也攜手中國
工程院等單位開展“大灣區高速
磁懸浮鐵路預可研”等重大課題
研究，廣深段作為先行段開展工
程預可行性研究。初步研究有5個
線路方案從廣州經南沙或東莞連
接深港地區。

磁浮等“黑科技”亮相灣區
在博覽會展位上，時速600

公里高速磁懸浮連同“超級虛擬
軌道快運”、空鐵列車、跨座式
單軌、高鐵城際列車等“黑科
技”亮相。其中，“時速600公里
高速磁懸浮”外觀十分酷炫，科
幻感滿滿。這款“貼地飛行”神
器被譽為當前速度最快的地面交
通工具，受到現場觀眾熱捧。觀
眾胡先生坦言，期待國產磁懸浮
未來能與國產高鐵一樣，共同以
“中國速度”享譽世界。

目前時速600公里高速磁懸
浮將進入工程化落地階段。從工
程試驗線到商業化運營，預計需
要5到10年時間。

據初步研究，廣深港高速磁
懸浮鐵路形成5個線站位方案。廣
州考慮的始發站包括廣州東站、
廣州站、珠江新城3個地方備選，
線路途經東莞或南沙，再經深圳
的前海或福田，連接香港九龍。

值得關注的是，5個研究方案
都將廣深港三地的市區直通，並

規劃在不同站點與當地地鐵、城際等線路相銜
接。線路建成後，將能滿足廣深港的市中心
“半小時”交通圈的目標。

相關交通研究專家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
之前有專家推薦“廣州東站—莞城—（福田）
香蜜湖—香港九龍”線路，因為該線路途經廣
深港三地發展成熟的市區，預計年客運量近
3,500萬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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穗黃埔升級政策挺港澳青創穗黃埔升級政策挺港澳青創
單個項目最高資助200萬元

2019年，廣州開發區、黃埔區出台全國首個區級支持港澳青年雙創的政策“港澳青創10
條”1.0版，並建成了澳青部落、勵弘數創、灣創之星
等港澳青創平台。此次“港澳青創10條”2.0版，全面
升級扶持措施。

創業資助全面對接港穗體系
新政扶持面大，涉及創業資助、項目引育、創新

激勵、金融支持、辦公補貼、實習就業、合作交流、
生活保障等。

在創業資助方面，新政全面對接香港、廣州等青
創支持體系。根據新政，該區支持香港青年發展基
金、香港創新及科技基金企業支援計劃、澳門青年創
業援助計劃資助的項目落戶；對在區內註冊並獲得廣
州市級層面“港澳初創企業補助”或“穗港合作研發
項目補助”的港澳項目團隊，給予100%配套資助，單
個項目最高200萬元。在金融支持方面，取得商業銀
行機構貸款的港澳項目，按照實際貸款利率給予1.5%
（年利率）補貼，每個團隊項目每年最高補貼100萬
元，可連續補貼3年。

此次新政扶持港澳青創的力度甚至大於南沙、前
海。比如，對於新註冊入駐港澳青創孵化載體的項目，
前兩年100%、第三年50%補貼場地租金，單個項目最
高補貼50萬元。相比較而言，前海按照首年補貼
80%、第二年50%、第三年20%，而南沙則是每月按照
每平方米80元的標準補貼1年，最高不超過20萬元。

黃埔區、廣州開發區還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吸引港
澳青年前來實習。比如，提供每年不少於1,200個政府

機關、企事業單位實（見）習崗位，數量全國最多。
在實習補貼方面，每人每月可最高補貼4,000元，並提
供住宿、保險等一系列後勤保障。

黃埔區、廣州開發區是廣州實體經濟主戰場、大
灣區內高新技術企業最為密集的區域，生物醫藥、集
成電路、新能源、環保科技等重點產業，吸引了一大
批港澳企業。截至目前，該區累計引進港澳企業1,400
多家，並建設了穗港智造合作區、穗澳科技合作園、
穗澳創新園等重大平台。

港團隊：新政助打通上下游產業
與前海、南沙主要吸引現代服務業港澳青創項目

不同，廣州黃埔區利用實體產業優勢，為港澳青年提
供了大量創業、就業機遇。

位於黃埔區澳青部落的廣州世朗普力斯綠色環保
科技有限公司（下稱“世朗環保”），由兩名香港青
年聯合內地合夥人創立，專注於工業固廢資源利用和
技術研發。團隊通過與歐洲團隊共同研發的EPTR解
熱技術，對廢舊輪胎進行減量化、無害化、資源化處
理，下游客戶包括煉鋼廠、煉油廠、燃氣廠。

“此次出台的新政，對我們是一個很大的鼓舞，
對我們人才引進、產業上下游打通等方面，有很多實
實在在的幫助。”世朗環保聯合創始人、香港青年邵
敬心表示，事實上，黃埔區、廣州開發區在對標港
澳，打造了一流的營商環境，這是企業最為看重的。
比如，此次出台“港澳青創10條”，該區明確了實施
時間表，30天內制定實施細則，60天內啟動將開展兌
現工作。

每年百萬元專項資金
促港澳青少年實地交流

◆◆不少落戶廣州黃埔區的項目為新興行業不少落戶廣州黃埔區的項目為新興行業。。圖為來自澳門的圖為來自澳門的
未璞森霖科技團隊展示元宇宙設計和產品未璞森霖科技團隊展示元宇宙設計和產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廣

州黃埔區、廣州開發區出台迄今力度最大的支持

港澳青年創業就業的政策。香港文匯報記者日前

獲悉，根據最新制定的《廣州市黃埔區、廣州開發區進一步支持港澳青年創新

創業實施辦法》（簡稱“港澳青創10條”2.0），單個港澳團隊項目落戶該區

獎勵最高200萬元（人民幣，下同），且3年每年可獲得最高100萬貼息貸款

補貼。另外，為吸引港澳青年到當地就業，港澳籍博士、碩士、本科生、大專

生（副學士）將分別一次性補貼10萬元、6萬元、4萬元和2萬元。黃埔區相

關負責人表示，本次新政最大的特點是從以前的重港澳項目調整升級至全面吸

引港澳青年到區內發展，因此，不僅扶持力度升級，扶持範圍不單單是項目本

身，還包括人才引進、住房、生活保障、青年組織等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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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數水果都會有“大小年”的現象，即該年若結果

多，那麼下一年就結果少甚至完全不結果，荔枝也不例

外。“大小年”給荔枝果園的計劃生產、管理帶來了困

難，也影響了市場的正常供應。近年來，在國家、省市的支

持下，不少專家針對這個問題展開工作，中國荔枝龍眼產業

技術體系首席科學家、華南農業大學園藝學院院長陳厚彬便

是其中一位。他帶領團隊，從建立生態協調機制、建設水

利設施及科學種植管護這幾個方面着手，並利用高科技

手段對荔枝樹的生長進行數據分析，為果樹形成穩

定的開花、結果狀態提供技術支撐。

◆香港文匯報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

二 之 二

廣州從化荔枝文化博覽園園藝專家韋幫穩
一輩子從事園藝技術教學、荔枝技術研

究和種植管理。他記得，1992年，中國經歷極
端嚴寒天氣，華南地區也未能倖免，荔枝樹大
規模死樹、壞枝，荔枝大幅減產。“妃子笑荔
枝賣到8元（人民幣，下同）一顆，150多元
一斤，糯米糍荔枝更是賣到280元一斤，即便
在20年後的今天，這個價格也讓人難以接
受。次年，果農紛紛砍橘園，大面積種植荔枝
樹。一棵品相好的荔枝樹，可以賣到一兩萬
元，很瘋狂。”

1998年開始，這些補種的荔枝樹進入豐產
期，荔枝價格逐年降低，到了本世紀初，甚至
出現 5毛錢一斤的荔枝，果農虧損嚴重。
“2018 年遇到了近 20 年最大的一次‘大
年’，品相不錯的荔枝批發價也只有兩三元一
斤，農民每賣一斤要虧損一兩元。但是又不能
不採摘，否則影響下一年的開花結果。”廣州
增城區基崗村黨支部書記、仙進奉荔枝種植帶
頭人陳浩瀚說。

近年來，陳厚彬團隊一直致力破解“大小
年”難題。2019年，在廣東省財政支持下，陳
厚彬承接“鄉村振興戰略專項資金荔枝產業技
術提升”項目，破解荔枝產業“大小年”難題
是其中一個重要的課題方向。2021年6月，經
過兩年的研究和實踐，由陳厚彬團隊主導推出
的“克服荔枝中晚熟品種大小年產業技術方
案”正式公布。目前，相關培訓和推廣工作正
全面開展。

在陳厚彬看來，破解荔枝產業“大小年”
難題，關鍵要解決三個不同層面的問題，也是
他們團隊正在開展的工作。首先，不管對農戶
還是農業主管部門來說，要解決信心問題，並
在此基礎上形成種植、管理、產業政策、供應
鏈等各方面的生態協調機制。“荔枝種植有兩
千多年歷史，‘大小年’問題一直是頑疾。各
方面要相信，通過技術干預、科學管理，能夠
破解這個歷史性難題。”

其次，他表示，氣候和天氣有很大的不可
抗性，因此水利設施的建設至關重要。“華南
地區看似雨水充沛，但雨水與荔枝生長經常存

在時間不匹配問題，因此，荔枝產業也可以像
水稻或者其他水果種植那樣，大力引入基礎設
施、建設灌溉系統，使得每一棵荔枝樹在生長
過程中都能夠有充足的水分。”

第三個問題是種植、養護的技術管理。比
如，大年時，要適當控制掛果量，採收後加大
營養管理和枝梢調控力度。同時，通過整形和
修剪，保證高比例的水平枝和下垂枝，培養容
易成花掛果的樹體結構。

將採用大數據及AI分析果樹數據
據了解，陳厚彬團隊相關課題仍在進行，

比如利用大數據、人工智能等先進手段將成為
接下來的重點之一。增城區果農劉鏡超的東林
農場，是廣東省農業科技能力提升示範基地之
一，示範內容是“克服桂味糯米糍‘大小年’
結果關鍵技術研發與示範及荔枝產業農機農藝
融合技術與裝備研發”，由陳厚彬牽頭。

在現場，來自華南農業大學電子工程學院
的團隊正在調試無人機，進行數據分析。工作
人員介紹，無人機在低空成像採集後，通過建
模，利用高光譜成像技術，分析出每一棵荔枝
樹的掛果、荔枝糖分等數據，為剪枝、施肥、
採摘等提供支撐。

未來主攻形成穩定開花結果狀態
荔枝產業何時能夠整體破解大小年難題？

陳厚彬表示，今年是他和團隊開展相關課題研
究的第三年，中國也有其他專家在不同層面開
展相關工作。目前已經取得階段性成效，自
2020年以來，廣東荔枝“大小年”問題已經沒
有像以前那麼嚴重了。

“我們當初的目標是用六年的時間，能夠
取得較大的成效。接下來的三年，我們的主攻
方向是讓荔枝樹形成穩定的開花、結果狀態，
技術上更加定型。”
目前，中國荔枝面積已經超過800萬畝，比

30年前增加了20多倍。陳厚彬表示，根據國
家農業部門的目標，要用十年的時間，讓全國
八成以上的荔枝產區解決“大小年”難題，讓
果農能持續盈利，產業鏈越做越大。

“小年”沒有貨，“大年”賣不出去。如
今，通過科學種植、科學管理、冷鏈保存以及
優化供應鏈，荔枝“小年”正逐漸減少。在陳
厚彬看來，讓荔枝走向更廣闊的市場，破解
“大年”量大價低的難題，要採取多種措施，
加大開拓內銷和外銷市場力度。

近日，一批重達19.8噸的“井崗紅糯”荔
枝經廣州海關所屬從化海關檢疫監管合格後，
裝車發往深圳，搭乘國際貨輪以冷鏈運輸方式
運往新加坡。這批由廣州從化華隆果菜保鮮有
限公司出口的荔枝，是近年來從化海關出口重
量最大的一批荔枝。據介紹，此次出口的“井
崗紅糯”在冷鏈保鮮技術下，可保鮮20至30
天，穩定性和耐貯性優勢突出，也因此越來越
受海外客商的關注。

在陳厚彬看來，全球荔枝的消費需求很

大，但鮮果能夠觸及的人口還很少。當前，中
國每年荔枝產量超過200萬噸，但70%以上在
產區消費。每年出口荔枝1.2萬噸，也主要銷往
港澳和東南亞地區。未來，荔枝可開拓的市場
空間還很大，特別是在破解了“大小年”難題
後，打開銷路十分重要。他以內銷為例，當
前，廣東的荔枝出省主要是依靠航空和陸路貨
運。航空貨運對航線依賴要求高，且運輸成本
比較高；陸路貨運成本雖不高，但運輸時間
長，不利於荔枝保鮮。

倡在消費區建銷售基地對接產銷
“其實包括香港在內，中國高鐵網絡已經

十分完善，借助密集、快速的高鐵網，荔枝可
以很高效地抵達消費城市。未來與鐵路部門合
作，利用高鐵網絡打通荔枝產供銷的快捷通

道，應該是重點布局方向。”陳厚彬說。
另外，中國荔枝有幾百個品種，規模種植

的也有三十四個品種，但消費者的知曉度很
低。陳厚彬建議，一方面，要加強在內地、港
澳及海外的荔枝消費普及和宣傳，另一方面，
在消費區建立荔枝銷售基地，使得產地和市場
直接精準對接，這對穩定產業鏈、供應鏈十分
重要。

擬布局高鐵運貨 助拓內外銷市場

◆從化海關關員對出口荔枝實施現場查驗。
網上圖片

◆採摘機器人可精準完成作業，約每10秒一
串果實。 受訪者供圖

◆◆陳厚彬團隊成員在果農劉鏡超的農場調試陳厚彬團隊成員在果農劉鏡超的農場調試
無人機設備無人機設備。。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攝攝

在增城區金豐荔枝
園，自走式單軌山地果園
運輸機、多功能機器人噴
霧機、荔枝採摘機器人和
荔枝採後智能分選設備，
涉及荔枝種植、養護、採

摘各環節的先進機械設備一應俱全。據介
紹，這些設備在荔枝生產中都可以極大提升
效率。

其中，荔枝採摘機器人具備自主規劃採
摘路徑、自動尋路、自主避障等功能，可以
精準完成採摘作業，作業效率約為每10秒一
串果實，成功率高達為90%，機械化節本省
工效果明顯。

據了解，廣州市大力示範推廣“5G+智
慧荔枝”的生產管理模式，推進荔枝生產管
理的數字化感知、智能化作業。在“數
字+”方面，先後引進推廣了農業物聯網技
術、智慧病蟲害監測技術，在從化、增城建
設1萬畝荔枝種植綠色防控示範區和荔枝高
標準生態智慧果園1個，借助5G網絡、各類
傳感器、農用無人機和光譜相機等，實現對
荔枝生產氣溫、土壤濕度、EC值等多項數據
實時監測，對荔枝生產管理中出現的病蟲
害、土壤墑情、開花率、結果率等數據實時
收集，形成數據庫，實現數字化感知。

機器人作業增效
十秒摘一串果實

2022年9月5日（星期一）文 匯 專 題5 ◆責任編輯：于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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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畫頁

推进计划
提升
繁忙线路的乘车体验。

RideMETRO.org/METRONext休斯敦地区的交
通解决方案。

休斯頓東北同鄉會會長休斯頓東北同鄉會會長、、理事中秋節餐會理事中秋節餐會

（（立者左起立者左起））老會長李栢棋老會長李栢棋、、現任現任
會長許涓涓與會長許涓涓與（（坐者左起坐者左起））理事姜理事姜
晗晗、、高副會長的太太高副會長的太太。。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

（（右立者右立者））東北同鄉會會長許涓涓東北同鄉會會長許涓涓、、理事理事LauraLaura王與餐桌前老王與餐桌前老
鄉合影鄉合影。。

會長許涓涓會長許涓涓（（中立者中立者 ））在餐會上講話在餐會上講話。。會長許涓涓致詞會長許涓涓致詞。。

黑龍江老鄉桌黑龍江老鄉桌（（左側起左側起））黑龍江執行副會長楊黑龍江執行副會長楊
賀民夫婦賀民夫婦、、理事車申夫婦理事車申夫婦、、理事理事LauraLaura、、副會副會
長劉妍長劉妍、、會長許涓涓會長許涓涓、、副會長小娜副會長小娜。。

（（立者立者 ））新任理事車新任理事車
申夫婦講話申夫婦講話。。

（（立者立者 ））遼寧省執行副會長遼寧省執行副會長
JeffJeff 講話講話。。

黑龍江老鄉桌黑龍江老鄉桌（（左側起左側起））黑龍江執行副會長楊賀民夫黑龍江執行副會長楊賀民夫
婦婦、、理事車申夫婦理事車申夫婦、、理事理事LauraLaura、、副會長劉妍副會長劉妍、、會長許會長許
涓涓涓涓、、副會長小娜副會長小娜。。

各歷任老會長及理事桌各歷任老會長及理事桌。。
各歷任會長及理事們在餐會合影各歷任會長及理事們在餐會合影。。

東北同鄉王飛雪在會中展現歌藝東北同鄉王飛雪在會中展現歌藝。。

副會長劉妍副會長劉妍（（左左 ））講話講話。。 （（右右 ））
為現任會長許涓涓為現任會長許涓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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