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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美國好萊塢2012國際時尚超模大賽總決賽在加
州好萊塢盛大舉行。經過各國分賽區的競選比拚，來
自全球五大洲16個國家和地區的16位佳麗，在總決賽中
一展風采，角逐最高榮譽。據悉，總決賽設有選手自
我介紹、DIY時尚製作、時尚角色扮演、美國著名設計
師時裝和晚裝展示及個人才藝表演，頗具看點。美國
好萊塢國際時尚超模大賽作為具有全球性的高水準模
特選拔賽事，多年來頗受國際關注肯定，其為倡導社
會和諧及國際文化交流做出了突出的貢獻，挖掘並培
養出了一批具有國際水準的超級名模走向世界舞台。
鑒於極其少數的亞洲面孔，決賽中的中國佳麗在賽

場內外頗受關注，中國女主播李慧玲意外成為其中大
熱選手。李慧玲目前於中國北京衛視卡酷頻道、湖南
衛視、東方衛視擔任時尚類節目主播。由於作為聯合
國友好理事會主辦的世界和平祈禱大會愛心大使，9月
曾在洛杉磯主持世界和平祈禱大會慈善系列活動大獲
好評，加上亮麗清新的外表，使得在內地表現低調的
她在海外賽場未賽先火，頗具人氣。
據悉，李慧玲更在總決賽中脫穎而出，一舉成為時

尚超模最多三大獎項獲得
者：最佳上鏡獎、國際著名
品牌NOVA2012年度代言
人、美國金天使金獎。各國
媒體稱中國天使驚艷全場，
標誌 國際新一代全能藝人
於好萊塢誕生。她作為重要
嘉賓將與美國好萊塢巨星共
赴中美電影節，踏上國際星
光之路。

相學名家鍾應堂每年都會占卜來
年世界運氣及各國經濟金融進展，
今年卜得以下卦象。

「風地觀」變「山水蒙」
按卦理占得「風地觀」，此卦巽風

在上坤土在下，地之上有山，乃為
垣牆之義，有高山之勢，山地之
上，又為巽風為之扇揚，高大光
厚，威儀盛美，必有可觀者焉，君子得之則為壯觀之象。
「觀」者觀也，卦中缺兄弟子孫，以乾卦第五爻申金兄

弟爻，伏於本卦第五爻巳火之下，巳火是飛神，申金是伏
神，金長生在巳，謂之伏下長生，遇引即出，以乾卦初爻
子水子孫，伏於本卦初爻未土之下，未土是飛神，子水是
伏神，土剋水謂之飛來剋伏。
「觀」是展示與仰觀之意，是主道義展示於眾人之前，

有威嚴之勢，求得此卦表示各國不定，有爭權奪位之象。
各國內部政策不定，引致世界不安定，投資人士要靜觀其
變，注意局勢趨向。變卦「山水蒙」，此卦艮山上坎水
下，坤震存乎其中，山之下有險，震動坤靜，動泉靜土，
未知所通，君子則為蒙昧之象。
「蒙」者昧也，卦中缺妻財，以離卦第四爻酉金妻財，

伏於本卦第四爻戌土之下，戌土是飛神，酉金是伏神，土
生金，謂之飛來生伏。
「蒙」是蒙昧，幼稚之意，也有啟蒙、教育的含義。當

萬物生成之後，接 來的是幼稚蒙昧的初期，教育就成為
當務之急。變卦表示世界各國局勢不定，所以人們要由學
習開始，才可逐漸進步。

新地蘇州「湖濱四季」開放全新示範屋

由新鴻基地產（新地）精心打造，位

於蘇州金雞湖畔的高尚住宅「湖濱四

季」，是區內唯一的臨湖獨立別墅項

目。「湖濱四季」示範屋自開放以來，

市場反應十分熱烈，發展商近日推出全

新A戶型示範屋，由世界知名設計師傾

力打造，展現臨湖大宅獨具的氣派。

■相學名家鍾應堂

■李慧玲獲頒國際著名品牌

NOVA2012年度代言人

新地華東區域副總經理張永順表示：「『湖濱四
季』從規劃、建築到選料，都一脈傳承了新

地對品質的追求。買家在擁有優美瑞士園林的全新
示範屋，將能親身體會『湖濱四季』締造的極致生
活環境。事實上，世界級設計師在每一套示範屋均
展現與別不同的設計風格，帶出『湖濱四季』豐富
意境。」

優雅設計瑰麗堂皇
「湖濱四季」的A戶型示範屋以雅致的米灰色及

深啡色為主調，輔以啡貝露石、鋼琴漆黑檀木等高
檔建材，佈局優雅細膩，格調現代豪華。落地玻璃
窗從客廳延伸至飯廳，為室內引入柔和的自然光
線，以及優美怡人的花園景觀。以人字形拼砌的啡
貝露石地台，配上雅士白石及聖羅蘭石圍邊，營造
豐富空間視覺效果。客廳中央擺放優美線條的傢
具，在深啡色現代圖紋地氈襯托下，為家中倍添暖
意。特高樓底客廳天花的高貴水晶吊燈，散落點點

星輝令大宅更顯瑰麗堂皇。
從客飯廳拾級而上來到雅致的書房，紫紅色花紋

地氈，配搭不 鋼與皮革組成的書櫃，打造舒適愜
意的閱讀空間。兩間睡房均以米啡色為主調，貫徹
整體優雅貴氣的風格。三樓的主人房以啡色為基
調，深啡色絨布床配上歐洲名畫及意大利款式傢
具，洋溢尊貴氣質。主人浴室配上月亮玉雲石地
台，以及一室直紋玲瓏白玉石，顯得矜貴不凡。水
晶吊燈與聖羅蘭石洗手台相互映襯，加上獨立式按
摩浴缸、電動座廁等一系列高級浴室設施，為住戶
提供一個尊貴舒適的生活空間。
地下層的品酒室設有現代油畫點綴的玻璃背景

牆，與極具品味的陳列架互相搭配，在茶色水晶吊
燈的星輝下，煥發華貴氣息。SPA房內擺放兩張米
灰色按摩床，配上啡貝露石地台及黑海玉石發光背
景牆，營造舒緩身心的尊享空間。庭院設有戶外按
摩式浴缸及高級戶外傢具，配襯綠意盎然的植物
牆，讓住戶盡情享受寫意的生活。

相學名家鍾應堂
預測2013年癸巳流年世界運程吉凶

首位中國女主播晉身國際時尚超模
並獲美國國際時尚超模三大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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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雅格調展現非凡生活品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巧顏）香

港潮州商會第四十八屆會董會舉辦

「團結建港」系列座談會，邀請特區

政府官員、中聯辦領導、各大商會領

袖、政經界知名人士及傳媒高層出

席，分享這些社會精英的治港大計和

發展事業的信心。首場座談會於10月

30日舉行，誠邀特首梁振英作嘉賓，

與商會全體會董會及婦女委員會、青

年委員會成員交流推動香港發展的大

計。

當日，香港潮州商會會長周振基與副會
長張成雄、胡劍江、林宣亮、陳智文

在場迎接梁振英光臨。梁振英領導的第四屆
特區政府，上任以來出台了多項關注民生的
政策和措施，在社會上引起很大迴響，體現
了急市民所急的精神，提升了政府的民望。

族群團結成功要素

座談會上，常務會董陳捷貴、馬僑生，名
譽顧問歐陽成潮，婦委副主任章曼琪，青委
林國然等，向特首提出了多個目前社會急切
需要解決的問題，梁振英對這些問題一一作
了詳細解答。
梁振英表示，潮州人給人的印象是一個團

結的族群，這既是潮州人在香港獲得成功的

重要因素，也是值得其他族群學習和借鑒的
榜樣，希望全體港人團結建港。他讚揚香港
潮州商會在建設繁榮香港方面作出了貢獻。
他在回應上任120日以來有何體會時表示，
最大的體會是問責團隊合作無間，公務員隊

伍齊心合力，令政府施政更趨清明進取。

商會同仁深受鼓舞
商會同仁對成功舉辦座談會深受鼓舞，增

強了為建設繁榮昌盛的香港出謀獻策、出力

拚搏的信心。出席座談會的有：陳維信、陳
有慶、周厚澄、陳偉南、蔡衍濤，莊學山、
許學之、陳幼南、廖烈智、汪正平，蔡德
河、黃松泉、林輝耀、歐陽成潮、廖鐵城、
馬亞木、馬清楠、周卓如、高明東、陳捷

貴、陳蕙婷、張俊勇、黃順源、鄭錦鐘、馬
僑生、唐大威、陳振彬、吳哲歆、黃進達、
林李婉冰、葉振南等，以及會董會、婦女委
員會及青年委員會成員近200人。宴會伴隨
《我是潮汕人》的歌聲，掀起高潮。

A39 責任編輯：姚逸民 2012年11月9日(星期五)

仁濟董事局宴勞福局社署勞工處 廠商會迎黑龍江商務代表團

漳州鄉總辦青年創業交流會

解答急需解決問題 望社會借鑒潮人精神
特首潮商會座談團結建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陳巧顏）為促進兩地
經濟、文化交流，優化兩地資源，深化商務
合作關係，在香港回歸15周年之際，香港漳
州同鄉總會集合兩地青年才俊，於10月21日
假香港福建社團聯會會所舉辦了「夢想之焰
星火相識」—青年發展及創業交流會活

動。是次座談會邀請了福建
省青聯代表團，圍繞兩地青
年未來創業與發展為主題，
分享創業成功及突破自我的
經驗。

會長楊集文致歡迎辭
福建漳州同鄉總會會長楊

集文致歡迎辭時強調，香港
和內地存在不同的發展際
遇，但年輕人的夢想是殊途
同歸的，鼓勵青年人要互通
有無，加強合作，求同存

異，共同發展。
福建省青聯代表團成員包括各行各業的傑

出青年企業家及奧運冠軍，皆是青年成長成
才的表率。團長、全國青聯常委、網龍公司
行政總裁劉路遠鼓勵年輕人勇於追尋夢想，
拋開束縛投身創業浪潮。他隨後還與全國青

聯委員、福安市澤民農業專業合作社理事長
謝思惠及福建省青聯委員、福州聚春園文化旅
遊有限公司總經理陳傑一起分享了在創業路
上的寶貴經驗及一流企業在創新管理、員工
培育及專案實施等方面的一系列管理辦法。

福建代表談把握機遇
福建省學聯主席王薇薇則以90後的視角，

暢談如何通過自身努力把握機遇，脫穎而
出。北京奧運會蹦床冠軍何雯娜分享了遇見
伯樂，抓住機遇的重要性以及作為國家代表
出外參賽奪得榮譽的自豪感。隨後代表團還
與香港的大學生進行交流互動，現場氣氛十
分熱烈。
交流會後，代表團繼而在香港漳州同鄉總

會各委員及兩岸傑出青年的陪同下前往沙田
白石俱樂部燒烤聯歡。兩地傑出青年與交流
團各位嘉賓同席品嚐燒烤食品，互動遊戲，
暢談事業、人生與理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沈清麗）

中華廠商聯合會日前接待黑龍江
省商務廳代表團，雙方就進一步
推進兩地交流合作事宜交換意
見，實現兩地共同繁榮和發展。
廠商會副會長徐炳光主持接待

由黑龍江省商務廳廳長孟祥君率
領的一行7人代表團。孟祥君在
會上表示，黑龍江林礦產資源豐
富，糧食生產量高，促進了農產
品加工業和食品工業發展。商務

廳努力將現代化農業生產模式和
綠色發展理念推廣至全省，打造
優質綠色品牌。
徐炳光則簡介廠商會背景及

會務運作，指該會致力加強與
內地的經貿交流，亦經常組織
訪問團到內地各省市及外地，
考察當地工商發展情況，尋求
合作商機，同時亦與相關工商
社團簽訂合作協議，加強與各
地的經貿聯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巧顏）仁濟醫
院董事局日前與勞工及福利局、社會福利
署及勞工處多位官員共進午餐，各方就多
個熱門社會議題交換意見，氣氛融洽。
出席是次午宴的勞福局局長張建宗、常

任秘書長譚贛蘭、署理副秘書長劉陳淑
珍、副秘書長楊碧筠；社署署長聶德權，
副署長馮伯欣和麥周淑霞，助理署長李婉
華、馮民重、林嘉泰、郭志良，荃灣及葵
青區福利專員林定楓和署理總社會工作主
任張織雯；勞工處處長卓永興、副處長吳
國強和梁振榮。

與會仁濟醫院董事局成員包括：主席鄭
承隆，副主席梁昌明、蘇陳偉香、馮卓
能，總理黃美斯、鮑誠業、郭小瑜、吳國
榮、吳春秀。
鄭承隆於午宴上介紹仁濟的社會服務，

指該院現已有逾30個服務單位，分別為青
少年及幼兒、復康人士及長者提供適切的
服務。該院現正進行醫院重建計劃，新大
樓預期將於2014年第四季完成，該院正構
思將原來只有300多張床位的護養院搬遷
至此地段，床位將增加至500張，並計劃
擴展「日間長者復康中心」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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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禹 澳門報

道）香港文匯報澳門新聞中心負責
人王海濤5日拜訪澳門特區檢察院，
就即將在澳門召開的「海外華文傳
媒合作組織2012年會」與檢察長何
超明進行了深入的溝通並聽取了建
議。
何超明在會晤時表示，「海外華

文傳媒合作組織2012年會」將於12
月9日在澳門召開，這是全球華文傳
媒的一次盛會，對澳門對外宣傳和
推廣有 重要意義。他表示，將澳
門建設成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
並不只是澳門政府的需求，更是符
合澳門未來發展所需的定位和方
向。
今屆海外華文傳媒合作組織年會

以「感受濠江精彩、助推澳門轉型」
為主題，將來自海內外不同國家和
地區、不同文化背景的資深媒體人
聚集在一起，通過他們的視角感受
澳門文化，同時為澳門的發展獻計
獻策。活動的最大意義在於能夠凝
聚全球華文傳媒，共迎世界挑戰；
同時，也為澳門朝經濟適度多元化
方向發展提供積極的參考和借鑒。
對於澳門特區檢察院的鼎力支

持，王海濤表示衷心感謝。最後，
何超明預祝本屆「海外華文傳媒合
作組織2012年會」在澳門取得圓滿
成功。

■會長周振基主持座談會，與梁振英在主席台上。 ■潮州商會團結建港座談會邀請特首梁振英出席，賓主合照。

■香港漳州同鄉總會舉行「夢想之焰 星火相識」青年發展及

創業交流會。

■廠商會接待黑龍江省商務廳代表團，賓主合照。

■香港文匯報澳門新聞中心負責人

王海濤拜訪澳門特區檢察院何超明

檢察長。

本 內容：紫荊廣場 香港新聞 國際新聞 台海新聞 神州大地 中國新聞 天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