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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熱帶風暴哈維在美國最大城市之
一休斯頓造成災難性洪災後，得州東南部星期
二持續暴雨。

美國國家氣象局預計，哈維星期四最終離
開這一地區前，還將帶來25到50厘米的降雨。
包括休斯頓在內的一些地區至今為止的降雨量
已經接近90厘米了。

哈維的風暴中心位於德州墨西哥灣沿岸，

風暴不斷從溫暖的水面吸取能量，變成暴雨帶
往陸地，預計哈維星期三將再次在得克薩斯州
登陸。

暴雨淹沒了房屋和道路，救援人員一刻不
停地工作，將居民向安全地帶疏散。

休斯頓市市長特納說，截止到星期一傍晚
，已經有3千多人被營救，8000人住進臨時庇
護所。特納說，休斯頓已經證實有三人在洪水

中遇難。
德州州長阿博特說，他已經動員了得克薩

斯州所有國民警衛隊成員，一共1萬5000人。
美國總統川普和第一夫人梅蘭妮星期二將

前往得克薩斯州的科珀斯克裏斯蒂和奧斯丁兩
個城市，聽取地方和州領導人的簡報，並參觀
應急行動中心。

川普星期一說，災區的人期待國會“快速

行動”，提供清理和重建的資金。川普向災民
保證說：“你們會得到需要的物資，而且很快
”。川普已經宣布德州的18個郡和路易斯安那
州部分地區為災區，讓他們可以得到聯邦政府
的幫助。德州長阿博特宣布54個郡為災區，可
以得到州政府的幫助。

哈維颶風造成的損失估計會高達幾百億美
元。

哈維加重德州災情哈維加重德州災情 川普前往災區視察川普前往災區視察

德州救難隊員幫助災民脫困德州救難隊員幫助災民脫困。。((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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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德國將於9月 24

日舉行聯邦議會選舉。一張德國總

理默克爾做鬼臉的搞怪圖片正在德

國的社交網絡上瘋傳。“選戰就是

所有政黨都花錢打廣告，但最後贏

的總是默克爾。”圖片上的這段文

字生動反映當前選情。

分析人士指出，當前德國經濟

總體表現良好，難民湧入造成的危

機逐漸消退，缺乏有力競爭對手的

默克爾有望實現第三次連任，成為

德國政壇“常青樹”。

基督教民主聯盟（基民盟）主

席默克爾自2005年11月成為德國首

任女總理以來，已於2009年和2013

年兩次連任。倘若默克爾今秋第三

次連任，那麽她將有望在4年後追平

德國前總理科爾，成為聯邦德國歷

史上第二位連續執政16年的總理。

據德國若干權威民調機構8月中

旬發布的最新數據，默克爾領導的

聯盟黨(由基民盟和基社盟組成)的支

持率在37%到40%之間，社民黨的支

持率在22%到25%之間，其他4個主

要政黨的支持率均不超過10%。這讓

一個多月後的大選幾無懸念。

輿論普遍認為，默克爾之所以

獲得較高支持率，主要是因為在經

濟和難民兩大問題上處理得當。單

從統計數據看，德國經濟在默克爾

執政期間蒸蒸日上，並未明顯受到

歐債危機和難民危機拖累。

在默克爾2005年上臺後，其前

任施羅德力推的勞動力市場改革和

社會福利改革效果逐漸顯現，德國

經濟持續增長，失業人數大幅下降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特

別是在歐債危機愈演愈烈之際，以

制造業為支柱的德國經濟在歐盟一

枝獨秀的趨勢越發明顯。從2005年

到2017年，德國失業率從11.7%降至

5.9%的歷史低點。2016年德國財政

盈余高達237億歐元，為1990年兩德

統一以來的最高水平。

實際上，默克爾目前這種“坐

等當選”的局面在一年前還難以想

象。在德國《星期日圖片報》於去

年8月發布的民調中，50%的受訪者

反對默克爾連任，支持者僅占42%。

而去年11月默克爾宣布競選連任時

，幾乎所有分析人士都認為這將是

她執政以來最艱難的選戰。

2015年和 2016年，德國相繼接

收難民110萬人和32萬人。默克爾的

難民政策在國內外均招致了兩極化

的評價。

難民湧入帶來的一系列問題令

德國國內民粹主義擡頭，排外勢頭

泛起。2016年在德國發生的數起恐

怖襲擊更加深了民眾的不安情緒。

不久前，高舉反默克爾大旗的右翼

民粹主義政黨德國選擇黨在民調中

以 10%的支持率成為德

國第三大政治勢力。這

無疑反映出部分德國民

眾對默克爾不滿。

但不應忽視的是，默克爾2015

年8月末作出接納難民的決定存在民

意基礎，很多德國經濟界人士和左

派都堅定支持德國接收難民。2016

年3月歐盟與土耳其就難民問題達成

協議後，進入德國的難民大幅減少

。與此同時，難民安置和避難申請

的審批也逐漸步入正軌，危機之初

的亂象不復存在。

去年發生在德國的恐怖襲擊雖

然一度引起民眾反默克爾情緒高漲

，但隨著時間推移，大多數民眾意

識到，當前要務不是宣泄情緒，而

是冷靜應對難民危機帶來的挑戰。

分析人士指出，難民湧入帶給德國

社會的不安情緒反倒成為有助於默

克爾連任的關鍵因素。

德國《法蘭克福匯報》近日指

出，在被不安情緒所籠罩的德國社

會，人心求穩而不求變。因此對大

多數德國人來說，在當前局面下，

選擇12年來帶領國家穩步前進的默

克爾應是“最不會出錯的選擇”。

缺乏強有力的競爭對手也是默

克爾掌握優勢的另一個重要原因。

自2005年以來，施羅德、施泰因邁

爾和加布裏爾這三位社民黨主席都

先後在選戰中敗給默克爾。德國前

總理施羅德推行的改革直接損害了

社民黨傳統選民群體的利益，不僅

導致他在2005年敗選，也令社民黨

迄今難以翻盤。

今年1月底，社民黨主席加布裏

爾宣布讓位，並召回時任歐洲議會

議長馬丁•舒爾茨，讓他來領導社

民黨。2月初，舒爾茨的“新人效應

”一度令社民黨的支持率躍升6個百

分點，接近30%，與聯盟黨的差距從

14個百分點縮小至4個百分點。但舒

爾茨之後未能趁熱打鐵提出有別於

聯盟黨的重大政策主張。批評者則

指出他作為國內政壇“新人”缺乏

行政經驗。兩黨的差距隨後又逐步

拉大。

社民黨的不利因素在於，它在

本屆政府內是聯盟黨的執政夥伴，

政府的重大決策是兩黨協商作出的

。因此對默克爾不滿的選民並不一

定就會支持舒爾茨。在德國電視一

臺8月10日的民調中，默克爾的支

持率為59%，舒爾茨僅為33%。

目前看來，默克爾距離成為德

國政壇“常青樹”只有一步之遙。

面對這一步之遙，預計以穩健著稱

的默克爾仍會步步為營。

HUYW0829B

現任總理默克爾贏面大德國大選難飛現任總理默克爾贏面大德國大選難飛““黑天鵝黑天鵝””

（（綜合報導綜合報導））法國總統馬克法國總統馬克

宏今天發表重要外交政策演說表宏今天發表重要外交政策演說表

示示，，打擊伊斯蘭激進分子恐怖主打擊伊斯蘭激進分子恐怖主

義是法國第一優先要務義是法國第一優先要務。。

法新社報導法新社報導，，馬克宏告訴聚馬克宏告訴聚

在巴黎約在巴黎約 200200 名法國大使說名法國大使說：：

「「為我們公民提供安全保障為我們公民提供安全保障，，代代

表對抗伊斯蘭基本教派分子恐怖表對抗伊斯蘭基本教派分子恐怖

主義是我們的最高優先要務主義是我們的最高優先要務。。」」

20152015年以來年以來，，法國遭受一連法國遭受一連

串恐怖攻擊串恐怖攻擊，，奪走超過奪走超過230230人性人性

命命，，使法國成為西歐受創最重的使法國成為西歐受創最重的

國家國家。。

馬克宏呼籲確保法國安全是馬克宏呼籲確保法國安全是

法國外交工作存在的理由法國外交工作存在的理由，，他說他說

：：「「沒有天真的空間沒有天真的空間，，也不必害也不必害

怕伊斯蘭教怕伊斯蘭教。。」」

馬克宏宣布籌馬克宏宣布籌

劃劃20182018年初在巴黎年初在巴黎

召開會議召開會議，，會商如會商如

何切斷恐怖團體的何切斷恐怖團體的

金脈金脈。。

他也反對在什他也反對在什

葉派伊朗和遜尼派葉派伊朗和遜尼派

沙烏地阿拉伯等區沙烏地阿拉伯等區

域強權間的戰鬥選域強權間的戰鬥選

邊站邊站。。

他說他說：：「「有人有人

選擇了選擇了（（他們的陣他們的陣

營營），），這是錯的這是錯的，，

我們外交力量是為我們外交力量是為

各方發聲各方發聲。。」」

打擊伊斯蘭恐怖主義 馬克宏：第一要務
休士頓教堂未收容災民

電視佈道家挨轟

法國總統馬克宏法國總統馬克宏（（圖圖））2929日發表重要外日發表重要外
交政策演說表示交政策演說表示，，打擊伊斯蘭激進分打擊伊斯蘭激進分
子恐怖主義是法國第一優先要務子恐怖主義是法國第一優先要務。。

（（綜合報導綜合報導））美國美國

電視佈道家奧斯汀電視佈道家奧斯汀（（JoelJoel

OsteenOsteen））拒絕以他在德州拒絕以他在德州

休士頓的教堂收容颶風休士頓的教堂收容颶風

哈維的災民哈維的災民，，在社群媒體招致批評在社群媒體招致批評。。他隨他隨

後以聲明回應後以聲明回應，，將讓教堂成為災民物資發將讓教堂成為災民物資發

送中心送中心。。

一貫笑臉迎人的奧斯汀牧師一貫笑臉迎人的奧斯汀牧師，，在休士在休士

頓市區的雷克伍德教堂頓市區的雷克伍德教堂（（Lakewood ChurchLakewood Church

））佈道佈道，，這座大教堂擁有這座大教堂擁有11 萬萬68006800席座位席座位

。。在社群媒體轉貼教堂的聲明指在社群媒體轉貼教堂的聲明指「「雷克伍雷克伍

德教堂因嚴重淹水德教堂因嚴重淹水，，無法進入無法進入」」之後之後，，引引

發批評聲浪發批評聲浪。。

華府地區的作家克萊默華府地區的作家克萊默（（Charles ClyCharles Cly--

mermer））在推特上張貼照片在推特上張貼照片，，看起來這座教堂看起來這座教堂

似乎未因淹水損壞似乎未因淹水損壞。。

佛羅里達地區作家廷博佛羅里達地區作家廷博（（Emily TimbolEmily Timbol

））說說：：「「不開放你的大教堂安置休士頓市不開放你的大教堂安置休士頓市

民民，，真說不過去真說不過去。。耶穌耶穌，，幫助我理解這點幫助我理解這點

吧吧。。」」

「「紐約郵報紐約郵報」」（（New York PostNew York Post））報導報導

，，教堂發言人伊洛夫教堂發言人伊洛夫（（Donald IloffDonald Iloff））說說，，教教

堂和內部場地雖未因水患受損堂和內部場地雖未因水患受損，，但因周圍但因周圍

淹水難以進入淹水難以進入。。

他指出他指出，，市和郡已在附近的布朗會議市和郡已在附近的布朗會議

中心中心（（George R. Brown Convention CenterGeorge R. Brown Convention Center））

照顧數以千計水患災民照顧數以千計水患災民，，要教堂開門提供要教堂開門提供

收容場地毫無意義收容場地毫無意義。。

為回應社群媒體上眾多批評為回應社群媒體上眾多批評，，奧斯汀奧斯汀

親自發聲明說親自發聲明說：：「「我們從未關閉大門我們從未關閉大門，，

教堂將繼續做為災民的物資發送中心教堂將繼續做為災民的物資發送中心，，

一旦收容所達到極限一旦收容所達到極限，，我們便準備安置我們便準備安置

民眾民眾。。」」

雷克伍德教堂每週有約雷克伍德教堂每週有約55萬萬20002000名信名信

徒前去禮拜徒前去禮拜，，是美國數一數二大的宗教集是美國數一數二大的宗教集

會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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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聲明

這裡列出的中獎機率是在一場遊戲中贏得任何獎項的總中獎機率，包括成本打平獎項。樂透彩券零售商獲授權兌換獎金最多為599美元。600美元或以上
的獎金必須親自到樂透認領中心 (Lottery Claim Center) 認領或透過郵寄填寫好的德州樂透認領表格認領；然而，年金獎或獎金超過250萬美元者必須親自
到位於奧斯汀的樂透委員會總部認領。查詢更多的信息和位置最近的認領中心，請致電 800-375-6886客戶服務部或訪問樂透網站 txlottery.org。 
德州樂透對彩券丟失或被盜，或在郵寄時丟失不承擔任何責任。彩券、交易、玩家和獲獎者是受所有適用的法律、委員會規則、法規、政策、指令、 
指示、條件、程序，和執行總監的最後決定所限制，并且玩家和獲獎者同意遵守此等規定。即使當一個刮刮樂遊戲所有的最高獎項已被認領，該遊戲
仍可以繼續出售。必須為18歲或以上方可購買德州樂透彩券。請理性購彩。德州樂透彩券支助德州教育及退伍軍人( The Texas Lottery supports Texas 
education and veterans)。請理性購彩。若需就賭博問題尋求幫助，請訪問網站ncpgambling.org。© 2017 Texas Lottery Commission。保留所有權利。

這些德州樂透委員會刮刮樂遊戲即將截止:
遊戲
編號 遊戲名稱/ 中獎機率 $ 官方遊戲

截止日期 
領獎

截止日期 

1872 Double Match, 總中獎機率為 1: 4.47 $2 9/29/17 3/28/18

1447 Money Craze, 總中獎機率為 1: 3.55 $1 10/25/17 4/23/18

1755 Easy Money, 總中獎機率為 1: 3.42 $5 10/25/17 4/23/18

1831 Lucky 7 Flip Multiplier, 總中獎機率為 1: 3.95 $5 10/25/17 4/23/18

1833 Lucky No. 7, 總中獎機率為 1: 4.17 $5 10/25/17 4/23/18

1779 Super Break The Bank, 總中獎機率為 1: 3.40 $20 10/25/17 4/23/18

德州樂透彩券
支助德州教育
及退伍軍人

（綜合報導）北韓在台灣時間29日清晨5時許發射飛
彈，飛越日本上空，日本政府向東北地區民眾發出緊急避
難通知，美方評估北韓此次發射未威脅北美；外媒報導，
這是北韓領導人金正恩掌權五年來最大膽的挑釁，也會
再度造成北韓與其他國家間的緊張。

韓聯社報導，南韓總統文在寅29日在北韓試射飛彈
後下令軍方，展現出壓倒性的武力；青瓦台發言人尹永燦
說，展現壓倒性武力的方法包括由四架F15戰鬥機在太白
市投下8枚Mark 84或MK84多用途炸彈。

NHK報導，北韓飛彈經過日本北部及東北地區上空
，可能落入北海道東面海域；日本政府已向東北地區民眾
發出緊急避難通知。

日本政府資訊顯示，這枚飛彈由北韓西岸往東北方
向發射，約在台灣時間5時5分通過北海道襟裳岬上空，5
時12分墜落在襟裳岬東邊約1180公里的太平洋，推定飛
行時間14分鐘，射程2700公里，最高高度550公里。

據CNN報導，美國國防部發言人曼寧表示，北韓發
射的飛彈飛越日本領空，美方正在評估北韓這次的發射；
北美防空司令部判斷北韓此次發射並未對北美造成威脅

。
華盛頓郵報報導，北韓發射的似乎是中程彈道飛彈

「火星12型」，此型飛彈可飛行約4800公里，可輕易將美
國領土關島納入射程；不過這枚飛彈向東飛越北海道，最
後墜落在太平洋，而非向南飛往關島。

美國國防部前主管東亞事務的副助理部長鄧志強告
訴華郵，北韓飛彈經常在飛行中分裂，所以若發生這種情
況，而飛彈部件降落在日本，即使並非北韓的原意，對日
本也造成事實上的攻擊。
南韓國家安全會議在北韓試射飛彈後召開緊急會議，譴
責北韓不顧嚴正警告，違反聯合國安理會決議再度發射
彈道飛彈。

南韓外長康京和與美國國務卿提勒森已在電話會談
中同意，推動聯合國安理會實施更多制裁。文在寅的國家
安全顧問鄭義榮也和白宮國安顧問麥馬斯特通電討論，
雙方如何採取聯合行動對抗北韓的最新挑釁。鄭義榮說：
「麥馬斯特指出，美國總統川普完全支持文在寅的北韓政
策，以及南韓政府對抗北韓挑釁的作法」。

北韓飛彈穿越日本 金正恩最大膽挑釁

2929日試射疑為火星日試射疑為火星1212號的中程彈道飛彈號的中程彈道飛彈，，區域緊張局勢再升級區域緊張局勢再升級

（綜合報導）北韓發射飛越日本領空的彈道
飛彈後，俄羅斯今天抨擊「緊張情勢正不斷升溫
」，並表達對北韓局勢「極度憂慮」。

法新社報導，俄羅斯新聞社（RIA Novosti）
引述俄羅斯副外長雷雅布可夫（Sergei Ryabkov
）的說法報導：「我們見到情勢正不斷升溫…且
我們極度憂慮事態的整體形勢發展。」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Shinzo Abe）也描述，這
枚飛越日本最北島嶼北海道的飛彈，造成該地
區安全遭到「前所未有、嚴重且重大的威脅」。

雷雅布可夫則表示，南韓與美國21日展開
的大型聯合軍演「發揮了挑釁作用，造成北韓本
次的新飛彈發射行動。」

同時間路透社報導，俄羅斯塔斯新聞社
（Tass）今天引述雷雅布可夫的話報導，雷雅布可
夫計劃要與美國國務次卿向農（Thomas Shan-
non）會面。

雷雅布可夫表示，這次會面可能將在 9 月
12日召開下一屆聯合國大會之前展開。

北韓射彈飛越日本
俄羅斯：極度憂慮

（綜合外電報導）
官員表示，一名自殺炸
彈客今天在阿富汗首都
喀布爾市中心美國大使
館附近的一條繁忙購物
街上，引爆身上炸彈，造
成4人死亡、數人受傷。
法新社報導，這是喀布
爾一連串致命攻擊的最
新一起，這個地區 3 個
月前發生一起大規模卡
車爆炸案，奪走大約150
條人命。

阿富汗內政部發言
人丹尼希（Najib Danish
）說，這起爆炸案發生在
一家私人銀行外。

爆炸發生於今天上
午，正好是許多官員預
計 在 忠 孝 節 （Eid
al-Adha holiday）於本週到來前，赴銀行提領薪
水的時候。

阿富汗安全部隊成員和政府職員的薪水，
通常是由受到爆炸波及的喀布爾銀行（Kabul
Bank）這家私人機構發放。

阿富汗電視台播出的畫面顯示，喀布爾銀
行外部嚴重損毀。

衛生部發言人馬傑羅（Waheed Majroh）說，

截至目前，有一具遺體和8名傷者已送至喀布爾
各醫院。

這起爆炸案發生在通往馬蘇德廣場（Mas-
soud Square）的街道上，路旁林立著商店與銀行，
距離美國大使館和喀布爾外交使館區不遠。

目前尚未有團體宣稱犯案，不過目前正值
塔利班（Taliban）叛亂分子夏季進行攻勢的巔峰
，近幾週來，他們已在全國各地發動多起致命攻
擊案。

阿富汗喀布爾美使館
附近驚爆 4死多傷

北韓發布的火星北韓發布的火星1212號檔案照號檔案照。。美聯社美聯社

阿富汗首都喀布爾的一間銀行，一名自殺客引爆炸彈，現場
一片狼藉。（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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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地鐵年久失修安全隱患嚴重

偶有列車敞門行駛
綜合報導 羅馬地鐵是意大利最重要的地下鐵路交通系統，於1955

年正式啟用，每日載客量近100萬人次。但由於年久失修，羅馬地鐵列
車偶爾會有部件失控，導致列車敞著門在鐵軌上高速行駛。

據報道，意大利社交網站上有壹段視頻被人們瘋狂轉載。這段視頻
中，羅馬B線地鐵列車車門沒關，卻載著乘客高速行進，乘客們紛紛遠
離車門，雙手緊抓車廂內的扶手，以防發生意外。

拍攝視頻是壹位叫斯特凡諾的年輕人，斯特凡諾和父親壹起乘坐羅
馬B線地鐵外出，看到地鐵上發生的這壹幕後，斯特凡諾趕緊拿出手機
記錄了下來。

斯特凡諾拍攝的視頻還顯示，曾有乘客想聯系乘務員，車廂內卻
根本找不到任何與乘務人員聯系的設備，也沒有安全問題緊急聯系
電話。

斯特凡諾將視頻發布到社交網絡後，立刻引起了市民的強烈反應，
人們紛紛通過網絡質問政府和羅馬公共交通運輸公司。

另據報道，就在斯特凡諾發出視頻的第二天，羅馬B線地鐵再次出
現了敞門行駛的現象，引起了市民的強烈不滿和抗議。

澳洲小鎮現3架UFO 專家：

這裏是UFO多發區
綜合報導 壹般人都聽說過不明飛行物UFO的傳聞，但是真正親眼

看到過的人就沒有那麼多了。近日，在新州壹個小鎮上，竟然有壹位居
民壹下子看到3個UFO。更令人感到驚訝的是，該居民自稱在他的壹生
中，曾目睹過17個不同的UFO。

據報道，家住新州Campbelltown地區Bradbury小鎮的壹名居民近
日表示，他在上周看到3個UFO，當時他正在家中的廚房裏做晚餐，突
然他發現有3個UFO飛過廚房的窗戶。

“那是壹個很奇怪、黑色的物體，”這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居民說，
“它飛得不高，大概在500米至1000米之間。不明物體大概有4至8
米高，從南至北飛過我的廚房。我爸爸認為它有8英尺（2.4米）寬，
它大約盤旋了30秒就飛走了。”

報道稱，這名居民表示自己此生壹共看到過17個不同的UFO，
其中有 15 個是在 Campbelltown 地區附近看到的。在過去幾年，
Campbelltown 地區的居民看到 UFO 的地點包括 Mt Annan、Minto
和 Elderslie。

澳洲不明飛行物和超自然研究協會（UFO and Paranormal Re-
search Society of Australia）的主席拉瑞恩（Larraine Cilia）表示，
Campbelltown地區是澳洲出現UFO的“高發區”。

“對Bradbury小鎮出現UFO，我壹點也不感到吃驚，我們經常能
收到有人在Campbelltown地區看到UFO的報告，幾個月前就有壹個人
稱他在Claymore小鎮看到了UFO。我討厭這樣說，但是我們必須排除
這些報告都是人造的，”拉瑞恩說。

她指出，“如果妳看到壹架飛機或者壹個氣球在天上，妳立刻就知
道那是什麼。但是當妳看到壹些不尋常的東西，我們不知道它是什麼，
那麼很有可能它就是壹個不明飛行物。”

拉瑞恩表示，她很高興現在仍然有人在尋找UFO，隨著照相和錄像
技術的發展，有關目睹到UFO的報告在全球範圍內都有所增加。

卡塔爾要與伊朗全面復交：
卡塔爾大使將重返伊朗

卡塔爾外交部表示，將與伊朗全面
恢復外交關系。這壹舉動被媒體解讀為
卡塔爾立場進壹步強硬，與沙特阿拉伯
等國公開“對抗”。

此前，沙特阿拉伯等多個阿拉伯國
家與卡塔爾斷交，並對卡塔爾實施封
鎖，理由之壹就是卡塔爾“私通”伊
朗；斷交過後，沙特等國給卡塔爾開出
的復交條件之壹，就是要卡塔爾降級與
伊朗外交關系。

【重派大使】
卡塔爾外交部發表聲明稱，卡塔爾

大使將重返伊朗，全面履行外交職責。
“卡塔爾期望在各方面強化與伊朗

關系。”聲明寫道。至於卡塔爾大使返
伊的具體時間，聲明沒有提及。

卡塔爾外交部表示，卡塔爾外交大
臣穆罕默德·本·阿蔔杜勒拉赫曼·阿勒薩
尼23日晚些時候與伊朗外交部長穆罕默

德·賈瓦德·紮裏夫通了電話，雙方同意
進壹步增強雙邊關系。

此前，卡塔爾從伊朗召回了大使。
2016年初，沙特宣布處決47名犯有恐
怖主義罪行的囚犯，包括知名什葉派教
士奈米爾，引發中東什葉派民眾大規模
抗議。伊朗示威者沖擊並放火焚燒沙特
駐伊朗使館的部分建築，沙特宣布與伊
朗斷絕外交關系。隨後，巴林、阿拉伯
聯合酋長國、科威特、卡塔爾等國也對
伊朗采取外交行動。

沙特是遜尼派主導的阿拉伯國家，
伊朗則是什葉派主導的國家。這兩個中
東大國在敘利亞問題、打擊極端組織等
壹系列問題上分歧嚴重，持續交惡。就
在上月，沙特還警告卡塔爾稱，如果卡
塔爾與伊朗進壹步走近，將招致“更多

麻煩”。

【恩怨糾葛】
今年6月初，沙特、阿聯酋、巴林

和埃及四國以卡塔爾“支持恐怖主義”
“破壞地區安全”為由，宣布與卡塔爾
斷交，對卡塔爾實施禁運和封鎖。沙特
關閉了與卡塔爾的邊境口岸，兩國間邊
界也是卡塔爾唯壹的陸地邊界。

6月23日，四國通過科威特向卡塔
爾轉交了旨在解決危機的13點要求文
件，包括卡塔爾降級與伊朗外交關系。
四國後來表示卡塔爾未做出令四國滿意
的回復，因此繼續對卡塔爾進行制裁。

而後，隨著朝覲季節的臨近，卡塔
爾多次指責沙特為卡塔爾朝覲者設置障
礙，將朝覲政治化。不過，沙特方面上

月17日表示，卡塔爾壹名王室成員前來
面見沙特王儲穆罕默德，希望沙特能為
卡塔爾人前往麥加朝覲提供便利。隨
後，沙特國王薩勒曼指示重開與卡塔爾
邊境口岸，並派遣沙航飛機前往多哈運
送朝覲者，費用由國王個人支付。卡塔
爾對沙特這壹決定表示謹慎歡迎，稱其
有“政治動機”。

德新社報道，前往沙特的卡塔爾王
室成員為阿蔔杜拉·本·阿裏·賈西姆·阿
勒薩尼，是卡塔爾前埃米爾、即國家元
首艾哈邁德·本·阿裏·阿勒薩尼的兄弟，
後者1972年被卡塔爾埃米爾塔米姆的祖
父奪權。

阿蔔杜拉與沙特國王薩勒曼、沙特
王儲穆罕默德會面後，開始被沙特和埃
及媒體報道為可能的下壹任埃米爾。

寵物針灸大受歡迎
妳願意帶“毛孩子”壹試嗎？

綜合報導 妳可能聽說過在人的身上
紮針灸，但是妳知道這種古老的中醫療
法也可以服務寵物嗎？事實上，針灸時
下也是壹種非常受歡迎的獸醫護理的輔
助療法。

報道稱，其實早在幾十年前就已經
出現了給寵物做針灸，但是這壹療法在
當時沒有被普遍使用。而時至今日，國
際獸醫針灸協會已經有了1900名會員。

和給人做針灸壹樣，獸醫把細小的
針頭紮進動物身上的穴位，來減輕它們
的疼痛，促進血液循環。在對貓和狗的
治療上，針灸最普遍用於緩解慢性疼
痛，例如關節炎以及胃腸道問題。

但是，和其他的獸醫療法不壹樣，
針灸療法還是引起了很多人的質疑。
2006年的壹份報告稱，沒有足夠的證據
支持或反對用針灸治療寵物，因為目前
還沒有足夠的研究。

不過，上千位寵物
主人稱，針灸改善了他
們的寵物的情況，尤其
是當寵物年老生病的時
候。

在俄克拉何馬大學
研究動物醫學的娜拉•
史賓妮斯克說，鑒於生
病動物的肝臟的情況，
她壹開始認為針灸治療
並不會緩解病理疼痛。
但她表示，作為壹種預防醫學，針灸可
以讓患病動物感到更舒服，這樣它們可
以享受生活的時間更長。

2015年美國寵物醫院聯盟和其他社
會組織發布了壹份指南，認為針灸是
“功效顯著並且安全的”，而且針灸
“應該被強力推薦為”緩解寵物疼痛的
治療方法。

這份指南讓很多人相信，替代醫
學，比如針灸、水療、以及推拿，可
能在不久的將來會風靡世界獸醫學。

另壹方面，批評針灸治療的人
表示，針灸僅有“安慰劑效應”，
也就是雖然治療是無效的，但人卻
相信治療有效，而讓病患癥狀得到
舒緩的現象。

英國推99英鎊豪華冰激淩
用金箔“凹造型”

綜合報導 英國倫敦塞
爾福裏奇百貨近日開始售賣
壹款售價99英鎊的豪華冰
激淩。這款冰激淩子所以賣
這麼貴，除了用料、制作講
究外，還因為它在“凹造
型”的時候用到了金箔。

據介紹，塞爾福裏奇百
貨攜手知名主廚，推出了這
款圓筒冰激淩。這款冰激淩
每個重350克，現點現做，
而且耗時耗工，據說要4個
半小時才能做出壹個。

這款冰激淩包括兩個
口味，壹個是芒果、姜、
百香果，另壹個是濃郁巧
克力。冰激淩搭配著風味
醬，還裝飾著可食用金箔
和覆盆子馬卡龍。蛋筒上
則裹著黑巧克力和金色巧
克力珍珠。

“土豪”冰激淩可能
誰讓很多人的荷包大呼
“受不了”。沒關系，塞
爾福裏奇百貨的甜品站也
出售普通冰激淩，每個售
價4.9英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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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DFWTT 主辦，雙十國慶籌備會協辦的
慶祝雙十國慶2016年雙十國慶杯桌球賽，將于
9 月 9 日（星期六）在 T Bar M Racquet Club
(6060 Dilbeck Lane, Dallas 75240)舉行，請喜好桌
球運動者踴躍參加。

為促進僑民運動，提倡正當休閑活動，增進
生活品質，提升桌球技術水準，特於每年舉辦國

慶杯桌球賽，而2017年雙十國慶杯桌球賽已於
9 月 9 日（星期六）在 T Bar M Racquet Club
(6060 Dilbeck Lane, Dallas 75240)舉行，由會長陳
惠華女士策劃，當天，愛好桌球運動者，接發搶
球乒乓出擊。

2017年雙十國慶杯桌球賽，比賽為同一時
間舉行，每人只限參加一下。比賽項目分為：

（1）單打比賽：分齡組(8:45am–12:30pm)，1.75
歲以上，2.70-74 歲，3.65-69 歲，4.60-64 歲，
5.50-59 歲，6.40-49 歲，7.女子組，8.20-39 歲，
9.14-19歲，10.12-13歲，11.10-11歲，12.8-9歲.
公開組：（2：30pm），1.A組：積分1800分以上，2.
B 組：積分 1500～1800 分以上，3.C 組：積分
1000～1550分以上，4.D組：積分1000分以下。
（2）雙打比賽：(12：30am–2:30pm)公開A、B、C、
D四組，D組限，170歲以上，214歲以下，3女子
組，4積分不超過1000分方可參加。為鼓勵參賽
者，大會準備獎盃予優勝者，其中每組取冠、亞、

季軍，各贈獎杯一個。
凡有興趣參加者，報名費用為：參加一項者

，每人15元，每多參加一項者，多交5元。同一時
間賽程，每人只限報名一項或一組，參賽表格可
在華人活動中心或網上 www.dfwtt.com 取得，
報名截止日為8月31日。逾期報名者，需繳交10
元手續費。為使整個比賽順利推展，請參加者儘
早完成報名手續。報名表格請寄至Donna Chen,
9436 Lake Court, Ir-
ving TX 75063，支票
抬頭：DFWTT，若有
任何問題，請聯絡陳
惠 華 女 士 (214)
240-5975。( 國 慶 籌
備會供稿)

2017年雙十國慶杯桌球賽
接發搶球乒乓出擊

2017年國慶杯網球比賽將于9月9日上午
8點於 Collin County Community College Ten-
nis Court舉行，比賽分以下兩組：（一）男子雙打
甲組（USTA4.0以上），（二）男子雙打乙組（US-
TA3.5 以上）、各組限八隊，名額有限，凡有興趣
大顯身手，以球會友者，請與DFW華人網球協
會負責人彭為綱先生聯繫，彭為綱會長聯絡電
話：469-826-1561。

國慶盃網球錦標賽行之有年，參賽者皆以
運動、健康、快樂為前提，可以在平日忙碌的生
活中舒動筋骨，因為大家對網球的熱愛，所以連

繫了近多年的情誼。以球會友是國慶盃網球錦
標賽舉行的宗旨，大夥在10月國慶盃網球錦標
賽中一顯身手，以球會友何樂不為？

歡迎你與我們一起動動手，分數不重要，球
技可切磋，朋友能相
識，情誼打球中，心
動不如行動，聯絡人
彭 為 綱
469-826-1561。 ( 國
慶籌備會供稿)

國慶杯網球賽9月9日
彈跳跑躍、一顯身手

A. 免費大腸直腸癌預防及檢測
在飲食西化及生活型態的改變下

，大腸癌的發病年齡逐漸年輕化，目前
大腸癌分別是亞裔男性與女性第三及
第二位最常見癌症，並且高居所有癌
症死亡率的第三位。德州農工大學與
亞美健康關懷服務合作，對德州亞裔
族群實施免費大腸癌預防計畫。歡迎

任何在台、中國、香港、澳門
出 生 的 亞
裔 及 其 第

二代來
參加。

這個為期一年的研究計畫。在
這一年中分階段提供免費大腸
癌檢測、免費醫療保險申請與
使用協助、免費個人大腸癌預
防電話諮詢，以及總共$75 元
美金禮卡。
報名條件: 年齡 18-75 歲之間
，沒有罹患過癌症，過去一年內
沒 有 做 過 糞 便 潜 血 測 試
(FOBT)或糞便免疫化學測試
(FIT)；過去三年內沒有做過糞
便 去 氧 核 醣 核 酸 檢 查 (stool
DNA test)；過去五年內沒有做
過軟式乙狀結腸鏡檢查(Flexi-
ble Sigmoidoscopy)、雙重對比

鋇劑灌腸檢查 (Double-contrast bari-
um enema)、電 腦 斷 層 虛 擬 大 腸 鏡
(CT colongraphy)；過去 10 年內沒有
做過大腸鏡檢查 (Colonoscopy).可以
聽，說，讀，寫中文。
符合條件者，請事先報名。目前講座時
間，地點如下：
9月10日(星期日)，下午2點-4點，德
州西南醫學中心，UT Southwestern
Medical Center， Hamon Biomedical
Research Building， NA5. 218， 6000
Harry Hines Blvd. Dallas，TX75235
10月1日(星期日)，上午10點-12點，
達拉斯慈濟基金會，534 W Belt Line
，Richardson 75080.
10月14日(星期六)，下午2點-4點，基
督教角聲佈道團，1108 W Parker Rd.
，suite 108-110，Plano 75075

講座將提供免費點心和飲料。

報 名 電 話 ：
979-429-3683
或
469-358-7239
B. 免費營養和
運動課程

營養和運
動是維持身體
健康的重要因
素，亞美健康關
懷服務將舉辦免費營養和運動教育課
程，本課程共有八堂課，課程內容包括
營養基礎知識，飲食規劃，食品安全，
食材選購與料理，疾病預防等等。此外
還安排體能活動，增加身體的運動能
力。本課程不論年齡性別，歡迎所有人
踴躍參加，共同學習如何透過飲食和
運動促進全家人健康。
時間：10/07/17 起每星期六下午 2 點
至4點，總共八堂課
地點：達拉斯華人活動中心，400 N
Greenville Ave.， #12， Richardson，
TX 75080
報 名 電 話 ： 972-638-0808 或
469-358-7239
C. 全民平價醫療保險（歐巴馬健保，
Obama Care）

今年的平價醫療保險的申請日期
將從11月1日開始至12月15日截止
申請。總共只有一個半月時間。希望民
眾不要錯過縮短的申請期限。亞美健
康關懷服務的聯邦和州政府認證的導
航員（Certified Navigator)，將在Rich-
ardson 達拉斯華人活動中心，和在

Plano 達拉斯基督教角聲佈道團，兩個
地點為華人社區，免費協助申請平價
全民健保（Obama Care)。亞美健康關
懷服務是聯邦政府認證的導航員，和
保險公司沒有任何關係
時間：11/1/2017-12/15/2017
地點：1. 達拉斯華人活動中心，400
N Greenville Ave.，#12，Richardson，
TX 75080，星期一，三，五，六，日。
2. 基督教角聲佈道團，1108 W Parker
Rd.，suite 110，Plano 75075，星期二，
四。
請 預 約 時 間: 469-358-7239，
972-638-08008
email: asiancancercare@yahoo.com
D. 全年協助低收入兒童和孕婦申請
醫療補助

亞美健康關懷服務全年辦理聯邦
和州政府的低收入家庭兒童醫療補助
(Children Medicaid)，兒 童 健 康 保 險
(CHIP )和孕婦醫療補助(CHIP Peri-
natal)的申請。CHIP 是針對一些父母
因收入較高或財產太多而導致他們的
小孩無法拿到Medicaid，同時又付擔
不起私人保險公司的保費而提供的兒

童健康保險。
懷孕但沒有健康保險和無法獲得

Medicaid的孕婦，可藉由CHIP計劃獲
得妊娠照顧服務 (CHIP Perinatal)。這
個服務是針對未出生的小孩。它涵蓋
20 次產前檢查，懷孕相關的處方藥、
維他命、生產服務以及最初幾個月新
生兒的健康和醫療照顧等。
參與Medicaid 和CHIP的兒童資格要
求:
小孩必須是：
美國公民或綠卡持有者（記住：是小孩
身份。父母身份不作要求）
‧德州居民
‧年齡19歲以下

亞美健康關
懷服務是聯邦政
府認證的導航員
和保險公司沒有任
何關係。
請 預 約 時 間:
469-358-7239，
972-638-08008
email: asiancancer-
care@yahoo.com

亞美健康關懷服務
活動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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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北德州分會八
月份的活動--「快樂人生講座」，己於上星期三
（二十三曰）舉辦且圓滿成功。主講人為本會理
事江淑媛女士（JudyRainey)，在德州儀器公司任
職工程師達二十多年。退休後本著自身的興趣
和充沛的動力，取得心理學輔導員的資格，目前
在Richlandcollege兼課，並設有自己的輔導中心
，幫助了很多需要輔導的學生和成年人。她的演
講幽默風趣，絕不沈悶！

江女士一開始引用陳文茜的文稿詢問我們
一生忙碌但是否知道自己的追求？接著以哈佛
大學教授Dr.TalBenShahar的簡單影片陳述六點
快樂人生的要點（tips）。以此誘導大家探討，如：
生命生活並不儘公平（但仍是美好的）、羨慕他
人是無意義的（你可能擁有更多無形的幸福）、
除了自己沒有任何人能經營控制你的快樂（快
樂是自己以正確開闊的思維排除：憂、怨、恨、忌
而得）、做到能原諒人與事、不論好的或壞的情
況都會轉變的（不須樂極而驕，但可盼船到橋頭
自然直及柳暗花明）、無須抱定要贏得爭論、時
間可治癒大多數的創傷（唯須給它多一些時間）
、返老還童永遠不嫌老（就讓我們再擁現第二次

童年的心境
吧）、生活簡
單 化、適 當
運 動、杞 人
憂天非樂也
（不 必 擔 心
未來以為會
發生的壞變
化，曾 做 過
的調查統計
結 果，大 部
分都證明大
家過憂了。

經過以
上一連串的
討 論 後，淑
媛老師又請
在座的人，把前幾天自己覺得要感謝感恩的人
或事列寫出來三項或更多，結果在細想之後每
人竟也愈填愈多項了！老師並鼓勵大家分享自
己所寫下的想法。每個人分享的事大小不一，但
似乎有一個共同點。在分享時，聲音充滿了溫柔

，分享之時覺得自己很幸運，很感恩。老師稱讚
大家的「快樂指數」必定極高！因為--知道感恩
乃快樂之泉源！

世華華人婦女工商企管恊會北德州分會自
2011年復會以來，每月都會舉辦會員活動，不論
是專業性講座，身心靈的健康講座，公司參訪或

是娛樂性活動等，均為本地區職業及工商婦女
提供了有益於身心健康的提昇，並為會員們在
職場打拼之餘創造了溫馨的女性互動。有興趣
加入本會會員的女性，請連絡本會。電話：
972-530-6106;Email:gfcbwnt@gmail.com( 婦 女
會供稿)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北德州分會
八月份活動八月份活動--快樂人生講座圓滿結束快樂人生講座圓滿結束

華興中文學校2017年秋季班將於8月27日全面開課，當日
雖然數學部全部額滿，但仍然有許多學生家長報名加入，華興希
望能提供給孩子一個充實的學習環境，無論在師資的培訓、選擇
、要求，都在在以教學熱忱、專業知識為主軸，只願孩子能有一個
課後扎實的知識，以面對這充滿競爭的未來。

華興在華語教學上不斷地提升，許多老師利用暑假參
與華文教師研習營，讓自身的華語文教學技巧和專業知識
都更上層樓，藉以輔助孩子可以更瞭解中華文化的動人魅
力，並持續對中文的學習和愛好。

華興中文學校為了給高年級孩子在競爭的學習領域
裡，有一個磨練考試的機會，特別在 2017 年秋季班與
Princeton Review合作開設SAT的課程，讓準備升大學的
孩子，能更進一步地在老師優良指導下專注考試。華興中
文學校此次與 Princeton Review 合作，不僅藉助他們在
SAT考試領域的專業，更以他們優良的師資、一手的資訊，
來提升您孩子升學的信心，也讓您的孩子對SAT有充分的
準備。另外，華興中文學校為了給10歲以上孩子有個健身
的機會，特別開設了幼兒瑜珈班（2：45 ～ 3：45），歡迎有興
趣的小朋友一起加入。

漫長暑假結束後，爸媽可以幫孩子收收心、做好面對
一個新學期的開始。如何使學生能很快的進入情況，是老
師們給孩子的安定劑；華興老師將以最有效的教學方法，
一方面複習已學過的課程，增强孩子的信心，一方面讓孩

子瞭解學科的學習特點，如學習內容知識量加大，理論性、系統
性、綜合性加强，內容加深等，同學們亦可以思考一下自己將如
何有針對性地改變自己的不足來適應未來的學校生活。而面對
新的學習環境以重新自我定位。此外，即使是周日班，但處理好
人際關系對孩子的人生旅程也有著重要的意義。

華興將持續提供家
長最新的資訊，讓您與學
校間有良好的互動。華興
也將以最好的教學環境、

師資、品質，提供給您的孩子。若您有任何疑問，歡迎來電：孟敏
寬校長 469-789-6858，牟立平主任(數學) 214-886-3593，陳次
蘊主任(中文)972-403-8090，牟若屏老師(註冊)972-310-7631，
王麗貞老師(文書)469-879-6972 或至email www.huahsing.com。
(華興供稿)

華興中文學校8月28日開學收心操
新增Princeton Review SAT與幼兒瑜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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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太子“世紀審判”：審178天 59人作證 判了5年
韓國首爾中央地方法院今

天下午對包括李在镕在內的三
星集團5名高管進行最終宣判，
李在镕最終被判5年有期徒刑。
自 2 月 28 日李在镕被起訴以
來 ，歷時 178 天的“世紀審
判”告壹段落。

而在李在镕案的審判過程
中，卻留下了各種值得關註的
紀錄。

【5年有期徒刑】
韓國法院對三星電子副會

長李在镕行賄案作出壹審判
決，認定李在镕賄賂、貪汙、
作偽證、轉移財產等多項罪名
成立，判其獲刑5年。

【178天審判】
李在镕於2月17日淩晨遭

逮捕，2 月 28 日被起訴。之
後，韓國首爾中央地方法院3

月9日對其進行了首次預審。
自被起訴日算起，三星太子的
“世紀審判”可謂長達178天
。

【5項罪名】
李在镕被指控5項罪名，

包括行賄、貪汙、向海外轉移
資產、隱瞞犯罪所得以及作偽
證。其中，行賄罪名是核心。

據韓國檢方指控，李在镕

為促成合並順利接班三星經
營權，涉嫌向樸槿惠及其親
信崔順實行賄，行賄金額高
達433億韓元（折合人民幣約
2.49億元）。

【53次庭審】
李在镕的正式審判自4月7

日開始，到8月7日的終審判決
為止，壹共進行53次審判。

從第壹次公審開始，包括

周末在內，平均2到3天進行壹
次審判。這意味著每周進行3
次審判。與通常的審判相比，
這是壹種非常罕見的日程。
法 院 為 了 迅 速 有 效 率 地 審
判 ，以集中審理的方式進行
“強行軍”。

【約480小時審訊】
據估算，在終審之前，審

判時間共計約達472小時。加
上終審，總計約為480小時左
右。時間最長的壹次審判於5
月31日進行，共花費了16小
時7分鐘。最晚結束的審判則
是從下午2點開始，在第二天
淩晨2時27分結束。而最早結
束的審判僅進行了10分鐘。

【59人作證】
由於爭論焦點多、攻防激

烈，所以李在镕案審判的證人

人數也創下了紀錄，累計傳喚
證人60人，實際到場59人。
證人涉及多位三星集團前任、
現任高管及樸槿惠執政時期的
數位高官。

唯壹壹位未到場的傳喚證
人是前總統樸槿惠。首爾中央
地方法院共對樸槿惠作出三次
傳喚，後兩次甚至不惜發布
“拘傳令”，允許檢方對其采
取強制措施，但都被樸槿惠以
健康為由予以拒絕。

【12年求刑量】
獨檢組要求法院以行賄罪

等罪名判處李在镕12年刑期，
前三星集團數名高管也以同案
被告身份被檢方要求判處10年
刑期等。

在迄今被送上法庭的韓企
老總中，檢方對李在镕的求刑
量僅次於大宇集團創始人金宇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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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中國駐棉蘭總領館副
總領事張洪壹行22至24日赴印尼廖
內群島省，實地考察當地客流量最
大的巴淡島海港與民丹島海港出入
境口岸，約見口岸移民官員與港口
管理部門負責人，並向中國遊客發
放旅遊安全手冊。

張洪拜會了巴淡市移民局長，
就中國公民出入境等事宜進行工作
交流，並走訪了接待中國遊客量最
多的Eco Indo Travel旅行社。

在會見巴淡市移民局長盧奇
時，張洪說，近年來中印尼兩國
人員往來日益密切，2016 年到訪
印尼的中國大陸遊客達145.3萬人
次，中國已躍升為印尼最大的外國
遊客來源國。

張洪表示，巴淡島、民丹島正
逐漸成為中國遊客喜愛的旅遊目的
地。中國駐棉蘭總領館願同當地移
民部門加強溝通交流，建立更為緊
密的工作關系，為雙方人員往來提

供更多便利。
針對近期有中國公民

反映在入境時被索要小費
事，張洪希望印尼有關部
門高度重視，加強對口岸
工作人員監管，切實保障

中國公民的合法權益。
巴淡島、民丹島位於印尼廖內

群島省北部，與新加坡隔海相望，
是新興的海濱度假勝地。棉蘭是北
蘇門答臘省首府、印尼第三大城
市，景點以多巴湖最負盛名。

2016年，赴巴淡島、民丹島和
棉蘭三地旅遊的中國遊客約12萬人
次，占赴印尼蘇門答臘島中國遊客
總量的90%以上。

為提升遊客風險防範意識，中
國駐棉蘭總領館編印了《中國公民
赴印度尼西亞棉蘭、巴淡島、民丹
島旅遊安全手冊》，涵蓋出入境規
定、領事保護常識、旅遊信息和常
用聯系方式等內容。

張洪稱，中國駐棉蘭總領館
將努力踐行“以人為本，外交為
民”理念，進壹步做好預防性領
事保護與協助工作，為赴領區的
中國公民打造更為牢固的海外安
全保護網。

印度“大師”被判強奸罪引暴亂
已致31死300人傷

綜合報導 印度潘切庫
拉（Panchkula）法庭判處
壹位非常有影響力的精神
領袖強奸女性追隨者罪名
成立，此事引發大規模騷
亂，目前已造成至少31人
死亡，300多人受傷。多
國駐印度使館此前均已針
對可能的騷亂發布旅行警
示。

據悉，印度“社會福
利和精神組織”（Dera
Sacha Saudra）精神領袖
辛格（Garmit Ram Ra-
him Singh）8 月 25 日被
判強奸罪名成立。他已被
當庭收押。預計8月28日
將做出判決。

這壹消息隨即引發多
地的大規模騷亂。僅在哈
裏亞納邦就有近6萬名示
威者聚眾滋事，現場有超
1萬名軍警控制局面，至

少6個城市宣布宵禁。騷
亂還向北方邦和德裏蔓
延，部分火車站、店鋪被
打砸，焚燒。

警方使用了催淚瓦斯
和水炮。 在判決引發騷亂
後大約壹個半小時，事先
已做好應對準備的印度軍
隊開始介入，以恢復潘切
庫拉秩序。 目前，哈裏
亞納邦已經發生224
起暴力事件，旁遮普
邦 64 起，新德裏 7
起。警方正在用催淚
彈驅散聚集在法庭外
的上萬名辛格支持
者，並在潘切庫拉等
6個城市實行宵禁，
600名士兵已經部署
在潘切庫拉。

據了解，路經
騷亂最嚴重的哈裏
亞納邦和旁遮普邦

的 200 多列火車被取消
，兩個邦的移動互聯網
服務也被停止。首都新
德裏地區也已進入高度
戒備狀態。

據悉，“社會福利
和精神組織””成立於
1948 年，總部設在哈裏
亞納邦的西爾斯，並設
有分支機構，據媒體估

計，在印度各個地區和
世界幾個國家擁有大約5
千 萬 追 隨 者 。 辛 格 於
1990 年開始成為這壹組
織的精神領袖。

此外，中國、美國等
國駐印使館此前均發布旅
行警示，敦促在印公民註
意當局對辛格判決後可能
發生的騷亂。

2017年 8月25日以來，受大西
洋三級颶風哈維（HARVEY）影響，
美國得克薩斯州休斯敦地區遭遇強降
水。此次颶風被認為是自2005年以
來全美範圍內遭遇的最強颶風。從8
月26日起，受洪水侵襲，休斯敦市內
多處居民區和街道被掩。為應對災情
，當地政府出動警方、海岸警衛隊等
展開救援。休斯敦是美國第四大城市
，災情持續，受洪水影響人數不斷激
增，有關救援力度和時效難以滿足需
要。部分地區受災僑胞急需救助。

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在颶風來臨
前發布領事提醒，請廣大僑胞注意防
範並做好有關應對措施，公佈了24小
時熱線電話，隨時做好應急協助的準
備。隨著災情惡化，領事保護與協助
值班電話不斷接到中國公民的求助，
有住在二樓僑胞的住宅已被洪水灌入
，有的僑胞被迫站在汽車頂上等待救
援，甚至有年輕僑胞媽媽抱著剛出生
的嬰兒在自家房頂呼救等待救助。

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李強民總領
事指揮領館工作人員，全力爭取當地
力量救援，爭分奪秒將同胞的求助轉
達給當地救援機構，同時廣泛發動僑
胞社區內部互助互救。總領館動員休
斯敦“海外華僑華人互助中心”等相
關團體和僑界熱心人士，不斷通過微
信、網絡平台即時發布同胞求助信息
，鼓勵附近有救援設施和能力的華僑
華人前往救助。

中國人常說“大災面前有大愛”
，這句話在休斯敦的僑胞身上得到充
分體現。他們積極踴躍參與到這場守
望相助的救援接力賽中，有的僑胞開
著自家救生艇去救助受困的同胞，有
的為受困僑胞送去食物和飲水，有的
不顧自己家裡已被洪水圍困的情況下
依然關注、傳遞其他受困同胞的求助
信息。

在中國人社區的互助互救行動支
援和當地救援力量幫助下，休斯敦地
區受困的僑胞目前正在陸續得到妥善

轉移和救助。
未來幾天仍有較強降

雨，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
建議居住在有隱患地區及
房屋的同胞，盡快轉移至
安全地點，以確保人身安
全。同時，建議休斯敦地
區受災同胞繼續通過以下
途徑尋求幫助：

1、美國報警電話：
911（僅限生命安全受威
脅的情況）；

2、休斯敦市政府緊急
聯 繫 電 話 ： ＋
1-713-884-4500；

3、美國海岸警衛隊救
援 電 話 ： ＋
1-281-464-4851；

4、當地政府民船互助
熱線：＋1-713-881-3100；

5、總領館領事保護與協助值班
電話：＋1-713-302-8655，休斯敦

華助中心電話：＋1-281-690-1143
（中國人社區互助自救聯絡）。

6、外交部24小時全球領事保護

與 服 務 應 急 中 心 電 話 ： ＋
86-10-12308或＋86-10-59913991
。

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積極協助領區僑胞應對颶風洪水來襲

國際區救災中心為因洪水撤離的同胞提供臨時收容服務。
國際區救災中心所在位置適中，門前的百利大道（Bellaire Blvd）沒有淹水。交通燈工作正常。樓下有

大停車場，夜晚路燈明亮。中心使用的二樓是鋼架結構，抵禦颱風、暴雨不是問題。
國際區救災中心目前有水、有電供應。更重要的是有廁所可供使用。

國際區救災中心提供飲用水。不提供食品。附近有餐廳開門營業，有不同風味餐飲可供選擇。
大災當前，國際區發揚大愛，熱情伸出援手。

國際區救災中心 （一號公告） 國際區救災中心 （二號公告）
經休斯敦國際區區長李蔚

華先生、西南區區長李雄先生
、中華總商會會長孫鐵漢先生
倡議並決定，《國際區救災中
心》正式宣告成立。同時參與
發起的社團包括山東同鄉會，
東北總商會，東北同鄉會福建
同鄉會等等。
地 點 ： 11110 Bellaire Blvd.
2nd Floor, Houston, TX 77072
電話：832-448-0190 （Land
line）

832-213-6513 (Cel-
lular)
由 ITC的CEO鄧潤京先生臨時
負責具體工作。
國際區救災中心為因洪水撤離
的同胞提供臨時收容服務。

災民旅館免稅：旅館8/23-9/6號，30個
宣布的受災縣的人逃離去其他地方住ho-
tel可以免hotel tax，一般local加state的
hotel occupancy tax 有 17%之多，填
Form 12 -302 給hotel，只要你的住址是
30個受災縣的ID，稅就可以免了。

災民旅館免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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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個沒有什麼戀我是個沒有什麼戀
愛運的人愛運的人，，在這方面似乎一在這方面似乎一
直生活在對別人的艷羨之直生活在對別人的艷羨之
中中。。高中時眼紅同桌經常收高中時眼紅同桌經常收
到情書到情書，，大學時落寞地看著大學時落寞地看著
週圍一對對甜蜜的情侶週圍一對對甜蜜的情侶，，工工
作後更是被身邊陸陸續續步作後更是被身邊陸陸續續步
入婚姻殿堂的人刺激得心裡入婚姻殿堂的人刺激得心裡
沒著沒落沒著沒落。。

嘴上說著自己是享嘴上說著自己是享
受自由生活的單身主義者受自由生活的單身主義者，，
其實戀愛這種事在我身上從其實戀愛這種事在我身上從
來 沒 有 真 正 發 生 過來 沒 有 真 正 發 生 過 。。 這 種這 種
苦苦，，衹有自己心裡明白衹有自己心裡明白。。工工
作第三年作第三年，，我認識了馬強我認識了馬強。。

他是一家公司的採他是一家公司的採
購購，，和我在同一個寫字樓裡和我在同一個寫字樓裡
辦公辦公。。馬強是個能說會道的馬強是個能說會道的
人人，，看上去十足的情場老手看上去十足的情場老手

模樣模樣。。我們剛認識時我們剛認識時，，我常半開玩笑地問他我常半開玩笑地問他，，到到
底騙過多少小姑娘底騙過多少小姑娘。。他總是一臉壞笑他總是一臉壞笑，，然後隨口然後隨口
說句不計其數說句不計其數。。

我聽不出那到底是玩笑還是實話我聽不出那到底是玩笑還是實話。。總總
之之，，我徹徹底底地墜入了馬強編織的情網我徹徹底底地墜入了馬強編織的情網，，在我在我
2525歲的年紀歲的年紀，，第一次遇到真正的愛情第一次遇到真正的愛情，，感覺難以感覺難以
抗拒抗拒。。

我迫不及待地把這個消息告訴給父母我迫不及待地把這個消息告訴給父母，，
可父母的表情告訴我可父母的表情告訴我，，他們的感覺和我大相逕他們的感覺和我大相逕
庭庭。。這或許也不能全怪他們這或許也不能全怪他們，，還沒見過馬強的他還沒見過馬強的他
們們，，衹能聽我口述這個人的方方面面衹能聽我口述這個人的方方面面，，而我不得而我不得
不承認的是不承認的是，，馬強的條件確實不太好馬強的條件確實不太好。。儘管如儘管如
此此，，他們還是答應一切都等見過馬強再說他們還是答應一切都等見過馬強再說。。

後來後來，，馬強去了我家馬強去了我家。。他的能言善辯在他的能言善辯在
我眼裡是能力的體現我眼裡是能力的體現，，他的甜言蜜語在我心裡是他的甜言蜜語在我心裡是
愛情的表達愛情的表達，，可到了我父母那裡全成了不安分不可到了我父母那裡全成了不安分不
踏實踏實，，所以在馬強走之後所以在馬強走之後，，父母明確他們的態父母明確他們的態
度度。。被愛情弄得昏頭昏腦的我被愛情弄得昏頭昏腦的我，，卻堅決認定馬強卻堅決認定馬強
就是我要找的人就是我要找的人。。

為了讓父母同意我們的事為了讓父母同意我們的事，，我竟然想到我竟然想到
了了 「「生米煮成熟飯生米煮成熟飯」」，，跑去和馬強同居跑去和馬強同居。。無奈之無奈之
下下，，他們衹好同意他們衹好同意。。如今看來如今看來，，當年的我當年的我，，那麼那麼
那麼的傻那麼的傻。。

和他同居時和他同居時，，我們認識的時間其實並不我們認識的時間其實並不
算長算長，，可以說可以說，，他還是有很多地方是我不瞭解他還是有很多地方是我不瞭解
的的。。隨著相處時間增多隨著相處時間增多，，我發現了很多之前不知我發現了很多之前不知
道的事情道的事情。。

比如他擅長說甜言蜜語比如他擅長說甜言蜜語，，很能逗女孩開很能逗女孩開
心心，，這是我從一開始就知道的這是我從一開始就知道的。。可讓我氣憤的可讓我氣憤的
是是，，在我們已經同居之後在我們已經同居之後，，他和身邊的一些女性他和身邊的一些女性
朋友們依然朋友們依然 「「曖昧不清曖昧不清」」，，從短信從短信、、QQQQ上說的上說的

話來看話來看，，完全不像是普通關係完全不像是普通關係。。
我質問過他我質問過他，，他說那衹是開玩笑他說那衹是開玩笑。。我們我們

在同一個寫字樓上班在同一個寫字樓上班，，我抽空去他公司所在樓層我抽空去他公司所在樓層
找他時找他時，，經常能見到他把某個女同事逗得前仰後經常能見到他把某個女同事逗得前仰後
合的情形合的情形。。

他那張嘴讓他賺足了女人緣他那張嘴讓他賺足了女人緣，，卻使我寢卻使我寢
食難安食難安。。我盡可能容忍著我盡可能容忍著，，氣不過時就和他吵鬧氣不過時就和他吵鬧
一番一番，，他總是說我疑神疑鬼他總是說我疑神疑鬼，，還信誓旦旦地說自還信誓旦旦地說自
己絕無二心己絕無二心。。我一直將信將疑我一直將信將疑，，直到發現他身邊直到發現他身邊
確實有別的女人時確實有別的女人時，，我的心理防線終於崩潰了我的心理防線終於崩潰了。。

應該說我是厚著臉皮向母親哭訴的應該說我是厚著臉皮向母親哭訴的，，因因
為我發覺自己錯了為我發覺自己錯了，，沒有聽他們的話沒有聽他們的話。。母親叫我母親叫我
馬上離開他馬上離開他。。我心有不甘我心有不甘，，卻也沒有辦法卻也沒有辦法。。

我對他有百般好我對他有百般好，，卻仍舊無法阻止他同卻仍舊無法阻止他同
時投向其他女人的懷抱時投向其他女人的懷抱，，這是我怎麼也想不通的這是我怎麼也想不通的
事情事情。。我在他面前大哭一場我在他面前大哭一場，，把心裡的委屈一股把心裡的委屈一股
腦兒地傾倒出來腦兒地傾倒出來，，然後提出分手然後提出分手。。

讓我頗感意外的是讓我頗感意外的是，，他不僅沒有抵賴他不僅沒有抵賴，，
反而跪在了我面前反而跪在了我面前，，抱著我的腿抱著我的腿，，哭著求我原哭著求我原
諒諒，，說自己是一時經不起誘惑才會犯錯誤的說自己是一時經不起誘惑才會犯錯誤的，，叫叫
我再給他一次改正的機會我再給他一次改正的機會。。

我曾經深愛的男人如此姿態出現在我面我曾經深愛的男人如此姿態出現在我面
前前，，你說你說，，我還能怎麼辦我還能怎麼辦？？我心軟了我心軟了，，經不住他經不住他
的哀求的哀求，，還是信了他的話還是信了他的話。。

我以為一個男人可以跪在一個女人面前我以為一個男人可以跪在一個女人面前
哭泣哭泣，，代表的是絕對的代表的是絕對的、、永遠的懺悔永遠的懺悔。。

我把他的懺悔告訴給了父母我把他的懺悔告訴給了父母，，他們許久他們許久
都沒有說話都沒有說話。。我知道他們心疼我我知道他們心疼我，，答應我們的事答應我們的事
本來就是無奈的本來就是無奈的。。可我說服不了自己放棄他可我說服不了自己放棄他，，就就
像被下了藥一樣像被下了藥一樣，，他的一舉一動對我的影響都超他的一舉一動對我的影響都超
乎尋常的大乎尋常的大。。

自從那件事自從那件事 「「東窗事發東窗事發」」後後，，他似乎規矩了他似乎規矩了
不少不少，，一副要做出個樣子給我看的架勢一副要做出個樣子給我看的架勢。。

我也在一天天修復受傷的心我也在一天天修復受傷的心，，好讓自己好讓自己
慢慢淡忘那件事帶來的傷害慢慢淡忘那件事帶來的傷害。。

後來後來，，我們結婚了我們結婚了。。我覺得馬強做到了我覺得馬強做到了
向我承諾的事向我承諾的事，，他確實變了他確實變了。。

不過儘管如此不過儘管如此，，在婚後在婚後，，對他的事對他的事、、他他
身邊的人身邊的人，，我還是格外留意我還是格外留意，，畢竟他是個有畢竟他是個有 「「前前
科科」」的人的人。。

我真的希望他一直這樣下去我真的希望他一直這樣下去，，和我一起和我一起
努力努力，，把日子過好把日子過好，，讓我能夠理直氣壯地站在我讓我能夠理直氣壯地站在我
父母面前父母面前，，告訴他們告訴他們，，我生活得很幸福我生活得很幸福，，我真的我真的

沒有選錯人沒有選錯人。。
可這一天永遠也不會到來了可這一天永遠也不會到來了，，事實證事實證

明明，，那不過是我一廂情願的幻想罷了那不過是我一廂情願的幻想罷了。。婚後一年婚後一年
多的時候多的時候，，馬強的馬強的 「「好事好事」」敗露了敗露了。。這次他搭上這次他搭上
了一個有夫之婦了一個有夫之婦，，那女人的丈夫找到了我家那女人的丈夫找到了我家，，站站
在門口罵得鄰近皆知在門口罵得鄰近皆知。。

至於馬強和那女人的關係是一直都沒有至於馬強和那女人的關係是一直都沒有
間斷間斷，，還是我們婚後的還是我們婚後的 「「最新發展最新發展」」，，我已經沒我已經沒
有心思和力氣去追問了有心思和力氣去追問了。。他踐踏了自己的諾言他踐踏了自己的諾言，，
連同我的尊嚴一起踩得粉碎連同我的尊嚴一起踩得粉碎。。

這件事之後這件事之後，，他又他又 「「故伎重演故伎重演」」，，痛哭痛哭
流涕流涕，，不過已經再也無法打動我了不過已經再也無法打動我了。。眼前這個男眼前這個男
人不會再讓我心生憐憫了人不會再讓我心生憐憫了，，除了憎惡除了憎惡，，還有絕還有絕
望望。。

我如此相信一個人我如此相信一個人，，全心全意地愛一個全心全意地愛一個
人人，，難道就得到了如此狼狽的結局嗎難道就得到了如此狼狽的結局嗎？？天曉得我天曉得我
到底做錯了什麼到底做錯了什麼？？

我最後選擇了離婚我最後選擇了離婚，，那個男人從此與我那個男人從此與我
無關無關。。馬強辭職了馬強辭職了，，他沒有理由還與我待在同一他沒有理由還與我待在同一
幢樓裡幢樓裡，，這種情況下再見到面這種情況下再見到面，，帶來的絕對不衹帶來的絕對不衹
是尷尬是尷尬。。

帶著一顆被傷透的心帶著一顆被傷透的心，，我糾結地回到父我糾結地回到父
母身邊母身邊。。幾年前為了一個男人幾年前為了一個男人，，我和他們僵持不我和他們僵持不
下下。。母親母親 「「預言預言」」的未來在我眼中是那麼的不可的未來在我眼中是那麼的不可
信信。。

然而幾年之後的今天然而幾年之後的今天，，我卻不得不趴在我卻不得不趴在
母親的懷裡母親的懷裡，，聽她流著淚數落著我當初的執拗聽她流著淚數落著我當初的執拗，，
那種滋味其實真的很痛苦那種滋味其實真的很痛苦，，因為受傷的因為受傷的，，不衹是不衹是
我一個人我一個人。。

我那時的倔強讓父母操碎了心我那時的倔強讓父母操碎了心，，而如今而如今
的悲慘又讓他們越發顯得蒼老的悲慘又讓他們越發顯得蒼老。。我到底是為了什我到底是為了什
麼要讓他們承受這般痛苦麼要讓他們承受這般痛苦？？

自從離婚後自從離婚後，，我不願去上班我不願去上班，，甚至不願甚至不願
出家門出家門。。因為怕遇到還不知實情的人再和我提及因為怕遇到還不知實情的人再和我提及
那段婚姻那段婚姻，，提及我那曾經很提及我那曾經很 「「高調高調」」的愛情的愛情。。

不做解釋的默認會讓我自覺屈辱不做解釋的默認會讓我自覺屈辱，，而一而一
旦和盤托出旦和盤托出，，往事重新湧上心頭往事重新湧上心頭，，又會是場撕心又會是場撕心
裂肺的痛苦裂肺的痛苦。。

唯一讓我感到安慰的唯一讓我感到安慰的，，就是還有不變的就是還有不變的
親情在親情在，，否則否則，，面對那在歲月中被踐踏得支離破面對那在歲月中被踐踏得支離破
碎的諾言碎的諾言，，我無法想像自己是不是還能夠重新面我無法想像自己是不是還能夠重新面
對今後的日子對今後的日子，，重新相信那之後可能遇到的其他重新相信那之後可能遇到的其他
人……人……


舒 淼 獨

白：幾年前為了
他 ， 和 母 親 僵 持 不
下。母親當時 「預言」 的
未來在我眼中是那麼的不
可信。然而今天，我卻不得
不趴在母親的懷裡，聽她流
著淚數落著我的執拗。還
好，有親情在，否則，面對
那被踐踏得支離破碎的諾
言，我該如何再去相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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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規金融機構奇缺 借貸中介失范發展

民間借貸如何 「瘋長」 30年
近日，民間借貸再起波

瀾。此前有報道稱， 「溫州有
89%的家庭或個人參與民間借貸
市場」 ，這一數據引起社會熱
議。對此，中國人民銀行溫州市
中心支行副行長周松山表示，這
組數據是一組嚴重被扭曲的數
據，前面有多個定語被去掉了，
抽查的僅300份樣本，這些家庭
是特定監測戶。

近日，民間借貸再起波瀾。此前有報道
稱， 「溫州有 89%的家庭或個人參與民間借貸市
場」，這一數據引起社會熱議。對此，中國人民銀
行溫州市中心支行副行長周松山表示，這組數據是
一組嚴重被扭曲的數據，前面有多個定語被去掉
了，抽查的僅 300 份樣本，這些家庭是特定監測
戶。

儘管權威人士對溫州民間借貸市場進行了
澄清，但近段時間以來發生的涉及民間借貸的大案
表明，民間借貸危機仍不可小視。

那麼，民間借貸在中國又是怎樣發展起來
的？

第一家民間錢莊
1984年9月，浙江省溫州市某醫院職工方

培林，停薪留職開辦了新中國第一家私人錢莊——
「方興錢莊」。

「方興錢莊的試辦，是對傳統農村信用社
體系和農村商業銀行體系低效率、高門檻、手續繁
瑣、服務能力低下的一種必然的替代。」北京大學
經濟學院副教授王曙光說，當時，在溫州地區，民
間的無序的資金循環格外活躍，各種抬會、排會、
高利貸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有些民間融資活動投機
性很強，給資金市場帶來極大的風險。

因此，方培林試辦錢莊的初衷，是辦一個合作性質的公開
性的金融服務機構，降低民間金融的經營性風險，補充農信社融資
能力的不足，為當地的資金需求者提供方便快捷的金融服務。

據王曙光介紹，1986年年初，國務院頒布《銀行管理暫行
條例》，方興錢莊自行停業，並做了一些清理，營業執照也被收
回。

1986年7月26日，方培林第二次向中國人民銀行溫州市支
行提出重辦方興錢莊的申請。

1986年11月6日，溫州市蒼南縣縣長劉曉樺對錢庫鎮方培
林反映縣有關部門不同意辦錢莊的問題作出批示： 「請工商局抓緊
辦理。私人錢莊應允許試辦，不必再請示有關部門，出問題由縣委
縣府負責。」

1986年11月7日，中國人民銀行總行一封明傳電報發到中
國人民銀行溫州市支行，這封電報中說： 「中國人民銀行溫州市支

行：十一月六日來電悉。經與國家體改委研究，答覆如下：對於私
人錢莊，請按國務院銀行管理暫行條例規定辦，不能發給《經營金
融業務許可證》。」

至此，方興錢莊的故事終於結束了。

民間借貸發展迅速
受到方興錢莊吃螃蟹的鼓勵，溫州民間借貸開始發展起

來。
記者瞭解到，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民間借貸逐步發展起

來，其間也發生過一些法律糾紛。
1991年8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以法（民）發（1991）21

號通知印發的《關於人民法院審理借貸案件的若干意見》第六條規
定： 「民間借貸的利率可以適當高於銀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
根據本地區的實際情況具體掌握，但最高不得超過銀行同類貸款利
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數）。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

保護。」
進入21世紀後，民間借貸的發展進入了一

個新的時期。
浙江省台州市一家典當行的工作人員告訴

記者，較為公開的擔保公司於 2005 年以後大量出
現，大部分也從事民間借貸活動，大多以個人名義
拆借資金。此外，溫州近千家投資咨詢公司、典當
行、寄售行也都是民間借貸攀附的對象。

與此同時，政策層面也傳來了利好消息：
2008年，銀監會、中國人民銀行下發《關

於小額貸款公司試點的指導意見》，截至2010年上
半年，全國已設立小額貸款公司1934家。但這類機
構不具備吸取存款的權利，此外，在稅收上無法享
受與銀行同等的待遇。

2009年6月，銀監會發佈《小額貸款公司
改制設立村鎮銀行暫行規定》，允許符合條件的小
額貸款公司轉制為村鎮銀行，但必須滿足商業銀行
作為最大股東或唯一股東的基本條件。也就是小額
貸款公司衹能依附於商業銀行發起，沒有獨立經營
的權利。

鄂爾多斯樣本
作為一個以資源起家的城市，內蒙古自治

區鄂爾多斯市近年來經歷了令人咋舌的財富積累的
過程，讓這個並不起眼的城市的人均GDP曾一度超
過香港。

據經濟學家馬光遠介紹，鄂爾多斯當地人
告訴他，目前在鄂爾多斯，已經沒有任何不要利息
的借貸行為了，即使父親向兒子借錢，都要收取高
額的利息，這已經為當地人所普遍認可。

馬光遠告訴記者，目前鄂爾多斯的資金供
給在制度設計上呈現一種難以自圓其說的扭曲狀
態：一是正式的金融機構奇缺。

在鄂爾多斯經濟發展的同時，金融業卻沒
有同步發展，除了中國銀行、農業銀行、工商銀
行、建設銀行4家國有銀行之外，股份制銀行和外
資銀行少之又少，根本無法承擔為經濟發展提供資
金的基本義務。

另一方面，為經濟發展真正提供資金的民
間借貸，卻處於非法的地位，蘊藏著很大的制度風險。至於資本市
場的建設，則更是一片空白。

借貸風險如何化解
「應該看到，急需資金救命的中小企業無法通過合法的主

流金融體係獲得資金，很多小企業就衹能通過高利貸等苟延殘喘。
這些年來，相對高速發展的中國實體經濟，中國的金融，特別是銀
行業儘管也取得了十足的進步，但從根本上而言，並沒有改變中國
金融絕對短缺的狀況。在金融短缺的情況下，加上信貸緊縮，稀缺
的金融資源自然衹會選擇大企業，而中小企業就衹能另闢蹊徑，通
過地下金融或者非法金融，滿足融資需求。」馬光遠說。

馬光遠分析，要真正化解民間借貸的風險，必須以開放的
姿態，放開民間金融，打破主流金融機構的壟斷。既然中國現有的
金融機構無法滿足實體經濟的要求，那就應該大力發展金融機構，
放開對中小銀行和小額貸款公司的審批，鼓勵大量成立為中小企業
服務的金融機構，並將民間信貸納入主流的金融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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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在訓練場就是在賽場度過戀愛紀
念日的李先會，是江蘇女子賽艇隊

選手，她的戀人是同隊男子賽艇選手孫
海濤。2011年，李先會和孫海濤分別從
賽艇徐州市隊和蘇州市隊進入江蘇省
隊。朝夕相處之後，“他跟我表白，我
就答應了，我們就這麼在一起了”，李
先會說。

浪漫求婚 見證海誓山盟
與其他戀人不同的是，李先會覺得自

己和男友似乎很少爭吵，“因為都是運動
員，知道訓練本身就很辛苦，所以比較能
相互理解，吵不起來。”兩人雖然去年就
已訂婚，但由於忙於訓練和參加各種比

賽，一直沒有定下婚期。“家裡人都特着
急，我們打算全運會結束後最遲明年就把
婚禮辦了，這次全運會應該是我們婚前最
重要的一次賽事了。”李先會說。
全運賽場不僅是個競技場，還是個

製造浪漫的舞台。也許是激情澎湃的賽
場讓人更勇敢、坦誠，一往無前追求心
中所愛，所以不少運動員希望通過賽場
這個舞台見證海誓山盟。

8月20日，橄欖球賽場。山東隊力
克東道主天津隊奪冠後，山東隊員陳永
強捧着一大束玫瑰出現在女友劉曉曉身
邊，單膝跪地並掏出求婚戒指。劉曉曉
腼腆地伸出手，陳永強將戒指給她戴
上，兩人隨即緊緊擁抱在一起。

全運會不僅是運動員的盛會，也是
義工的盛會。本屆全運會上，共有1.7
萬名義工為賽事提供服務。天津醫學高
等專科學校的學生桂金玉就是其中一
員。當桂金玉報名參加全運會義工時，
他並沒有想到，自己會和一起報名的同
學王冰冰走到一起。

緣起做義工 同窗變情侶
原本只是同系一起上課的同學，現

在成為了互相鼓勵的義工同伴，並將在
全運會上共度牽手後的第一個七夕。桂
金玉說：“這是一次很特別的經歷。不
管義工服務有多辛苦，都是對自己的鍛
煉和對我們的磨煉。”

28日是中國傳統七夕佳節，中國．嘉蔭第六屆
“情定龍鄉 有緣一生”中俄國際集體婚禮暨中俄界江
文化嘉年華活動，在“恐龍之鄉”——黑龍江省伊春
市嘉蔭縣舉行。此次國際婚禮吸引來自中俄兩國的36
對新人參加，其中10對新人來自俄羅斯。婚禮現場，
新人們身着盛裝，立下攜手一生的誓言，並接受了來
自中俄兩國人民的共同祝福。

體驗異國習俗 加深人民情誼
“因為對中國的文化非常喜愛，所以我選擇在中國

舉行婚禮，中國的婚禮驚喜特別多，所以我期待了很
久。”俄羅斯新娘娜麗雅興奮地說，她與丈夫相戀了5
年，一直在尋找一個特別的機會步入婚姻的殿堂，“嘉
蔭的集體婚禮我嚮往了很久，我相信這裡也是我最好的
選擇”。俄羅斯新郎瓦列里表示，中俄本來就是鄰
居，這種國際婚禮讓兩國人民的關係更近。“兩國完
全不同的婚禮習俗讓我覺得非常奇妙。我希望俄羅斯
也能舉辦這樣的活動，讓中國情侶來俄羅斯體驗不一
樣的異國婚禮。”

來自嘉蔭本地的新人于文雪和孫強表示，很多朋

友結婚的時候都選擇了參加國際婚禮，當時就覺得應
該體驗一下。新娘于文雪說，“集體婚禮的氣氛太濃
厚了，俄羅斯人特別開放和活潑，把婚禮的氣氛調動
得特別活躍。大家非常開心，都感覺特別難忘。”

據了解，中俄國際集體婚禮已經成功舉辦了五
屆，嘉蔭見證了數百對新人約定終身，該活動已經成
為了一張獨特的旅遊名片。以婚慶活動為載體，以界
江文化為依託，該活動不僅為中國傳統七夕佳節裝點
上國際元素，還進一步加深了中俄兩國的情誼。

■香港文匯報記者于海江、實習記者吳千
黑龍江嘉蔭報道

36對中俄新人黑龍江喜結連理
西藏阿里，被稱為“世界

屋脊的屋脊”。第二次青藏高
原綜合科考目前正在這裡進
行。七夕之際，科考隊專家、
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副
研究員連新明講述了青藏高原
精靈“情侶”們的“愛情”故
事。

黑頸鶴：直教生死相許
“在天願做比翼鳥，在

地願為連理枝。”
黑頸鶴就是這樣癡情的

鳥兒，能夠為了愛情而至死
不渝。
雌雄黑頸鶴一旦結合，

就會廝守終生，朝夕相伴。
如果其中一位亡故，另一半
要麼憂鬱而死，要麼孤獨終
老，不會再與其他黑頸鶴為

偶。

藏羚羊：我用生命守護你
每到藏羚羊交配的時節，

雄性往往要經過一番殊死搏
鬥，用武力戰勝情敵，才能獲
得與雌性“約會”的機會。只
有藏羚羊中的勇士，才有資格
享受雌性藏羚羊的愛慕和溫
存。公羚羊會竭盡全力保護自
己的伴侶不受其他公羊的侵
犯，甚至不惜用生命維護牠們

之間的“愛情”。

藏原羚：展現給你最好的我
藏原羚“顏值”高、“臀

值”高。奔跑在廣袤藏北高原
的棕色藏原羚，臀部白色的
“心形紋身”格外醒目。戀愛
時節，雄性藏原羚會通過奔跑
追逐，向雌性藏原羚盡情展示
自己優美矯健的身姿，吸引雌
性的注意，繼而博得青睞。

斑頭雁：喪偶後一心育兒
斑頭雁頭上長着“兩道

杠”，被稱為“中隊長”。斑
頭雁對愛侶十分專一，如若喪
偶，牠再也不談感情，不再尋
找配偶，而是把全部精力用於
撫育後代，既當爹又當媽。

■新華社

黑頸鶴藏羚羊斑頭雁 棲息高原情亦癡

全運七夕一相逢全運七夕一相逢
不負賽場不負卿不負賽場不負卿

金風玉露一相逢金風玉露一相逢，，

便勝卻人間無數便勝卻人間無數。。當四當四

年一遇的全運會年一遇的全運會““碰碰

撞撞””傳統七夕傳統七夕，，在賽場在賽場

綻放出了別樣的愛情花綻放出了別樣的愛情花

朵朵。。 ■■新華社新華社

■■在橄欖球賽場在橄欖球賽場，，山東隊員陳永強山東隊員陳永強
日前捧着一大束玫瑰日前捧着一大束玫瑰，，單膝跪地向單膝跪地向
女友劉曉曉求婚女友劉曉曉求婚。。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藏羚羊藏羚羊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3636對中俄新人對中俄新人2828日在黑龍江舉辦集體婚禮日在黑龍江舉辦集體婚禮。。
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吳千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吳千攝攝

■■江蘇賽艇隊選手李先會江蘇賽艇隊選手李先會（（右右））
和孫海濤計劃全運會束後再辦和孫海濤計劃全運會束後再辦

婚禮婚禮。。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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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華國電合併 總資產18000億
成立火電合資企業 共注資666億

國電電力28日晚公告，擬與中國神華
以相關火電公司股權及資產共同組

建合資公司。國電電力出資的標的資產
造價合計約373.73億元，中國神華出資
的標的資產造價合計約292.74億元，資
產造價合計666.47億元，國電電力擁有
合資公司控股權。

增煤電行業抗風險能力
神華集團是全球最大煤炭供應商，

據其官方數據，截至今年4月底企業總資
產已達10,143億元；身為中國五大發電
集團之一的國電集團，截至上半年公司
可控裝機容量1.43億千瓦，截至去年底
資產總額8,031億元。神華集團2016年營
業收入2,479億元，利潤達361億元。

兩家合併後，國資委監管的央企數

量降至98家。
分析人士稱，國電與神華這兩大龍

頭企業的重組，勢必影響行業運行格
局，開啟“合縱連橫”的新階段。中新
社引述國家行政學院研究員張春曉指
出，從產業佈局上看，兩者重組將具有
較強互補性。能夠全面提高企業效率，
消減過剩產能，進一步提高煤電行業的
資源改善配置能力，有效穩定煤電行業
的價格運行體系；進一步提升煤電行業
的抗風險能力，對於促進煤電行業的改
善配置，以及資源的有效運用具有非常
強的指導意義，是煤電聯動的風向標，
將把電力體制改革提升到一個新高度。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研究所國
企研究室主任項安波表示，由於神華是
國有資本投資公司試點，合併成立後的

國家能源投資公司，應會繼承國有資本
投資公司試點資格。

完整產業鏈 助共同創新
國務院國資委研究中心研究員張喜

亮認為，前段時間聯通、東航貨運混改
已經體現出了國企改革的可能路徑；神
華和國電的整合則是另一種形式。

此次重組符合國有企業改革頂層設
計的重組文件精神，既體現了優勢互
補，形成了完整的產業鏈，又有助於共
同創新發展。

自今年6月5日以來，中國神華和國
電電力A股因“公司重大事務”停牌至
今。中國神華執行董事兼總裁凌文28日
在公司業績會上表示，公司會按程序盡
快公佈合併細節。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央企重組再有進展。中國國務院國資委28日發佈，中國國電集團公司與神華集團

有限責任公司合併重組為國家能源投資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合併後的國家能源投資集團，總資產超過1.8

萬億元（人民幣，下同）。兩集團旗下的上市公司國電電力和中國神華即公佈，合共注入666億元資產成

立火電合資公司。

神華集團與國電集團合併時間表

2016年7月26日
國務院公佈了《關

於推動中央企業結構調整
與重組的指導意見》規定
石油天然氣主幹管網、電
網等實行國有獨資或絕對
控股，同時明確表示推進
電力行業併購重組。

2017年6月初
中國國電和中國神

華接連兩次發佈公告，宣
佈停牌籌劃重大資產重
組。

2017年8月28日
經報國務院批准，

中國國電集團公司與神華
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合併重
組為國家能源投資集團有
限責任公司。

■資料來源：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婉玲）中石化上
半年純利按年增長40.14%至279.15億元（人
民幣，下同），是“三桶油”當中最賺錢。
集團早前計劃在今年內分拆旗下銷售公司上
市，但有關的進程延誤，董事長王玉普28日
出席業績記者會表示，因為有些問題要做深
做細，可能推遲，“總的來說還是要上
（市）。”

具體上市時間難料
副總裁黃文生表示，目前集團正在推進

銷售公司上市審批工作，同時推進混合所有
制所需的體制機制改革，上市取決於審批、

上市方案和資本市場等，難預計具體時間。
他又指，銷售公司股東已經批准境外上

市，但在什麼地點上市就按市場發展決定。
他強調，分拆上市有助提升競爭力及推動業
務增長。根據集團的業績報告，期內銷售公
司旗下非油業務表現亮麗，上半年交易額按
年增長50%，利潤按年增長63.6%。

公司中期息增加26.6%至0.1元，但派息
比率減少至約45%，財務總監王德華稱會保
持派息比率不低於30%。國際油價方面，王
德華指原油生產目前的盈虧平衡點為每桶60
美元以上，計劃到2020年盈虧平衡點降至每
桶55美元以下水平，以確保有盈利。王玉普

估計，油價保持在低位將會成為常態，油價
會對上游業務造成影響，但集團早前已調整
中下游業務策略應對。王玉普希望2020年在
目前的油價下原油生產達盈虧平衡，同時爭
取達成天然氣400億立方米的產量目標。如
果天然氣勘探儲量有突破，產量可能會增
加，“目前規劃的是400億立方米產能。”

天然氣項目方面，副董事長兼總裁戴厚
良透露，“鄂爾多斯─安平─滄州”輸
氣管道工程專案處於啓動前期工作的階段，
可能仍需一段時間才有明確的時間表。至於
“川氣東送”已獲國家審批完成，將於下月
正式開工。

中石化拆銷售公司上市延期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周曉
菁）中國忠旺首席財務官葛文
達28日於傳媒午宴上表示，公
司致力提高鋁合金模板的生產
規模，上半年產能已達11萬
噸。他預測該類產品將逐漸取
代大型屋苑和工程建設中的
木、鋼模板，未來會成為公司
的主打產品。

他介紹，鋁合金模板屬於
高毛利、高附加值的產品，毛
利率可達44%。由於對加工技
術要求較高，整個行業並未發
展起來。上半年公司已開通16
條生產線，下半年還將繼續增

添機器，有信心產量會高於上
半年，現階段公司屬內地生產
鋁合金模板規模最大的廠商。

除鋁合金深加工外，忠旺
本身也是高鐵“復興號”的部
件供應商之一。葛文達指出，
年內可以完成復興號之前的兩
張訂單，之後又追加的500列
列車訂單，會從明年開始逐漸
交付。

對於節節走高的鋁價，葛
文達坦言影響甚微，因為公司
無須承擔鋁價波動的風險，公
司只向客戶收取鋁產品的加工
費即可。

忠旺擴鋁合金深加工業務

美南版■責任編輯：趙雪馨 2017年8月29日（星期二）3 文匯財經中國經濟

神華國電合併 總資產18000億
成立火電合資企業 共注資666億

國電電力28日晚公告，擬與中國神華
以相關火電公司股權及資產共同組

建合資公司。國電電力出資的標的資產
造價合計約373.73億元，中國神華出資
的標的資產造價合計約292.74億元，資
產造價合計666.47億元，國電電力擁有
合資公司控股權。

增煤電行業抗風險能力
神華集團是全球最大煤炭供應商，

據其官方數據，截至今年4月底企業總資
產已達10,143億元；身為中國五大發電
集團之一的國電集團，截至上半年公司
可控裝機容量1.43億千瓦，截至去年底
資產總額8,031億元。神華集團2016年營
業收入2,479億元，利潤達361億元。
兩家合併後，國資委監管的央企數

量降至98家。
分析人士稱，國電與神華這兩大龍

頭企業的重組，勢必影響行業運行格
局，開啟“合縱連橫”的新階段。中新
社引述國家行政學院研究員張春曉指
出，從產業佈局上看，兩者重組將具有
較強互補性。能夠全面提高企業效率，
消減過剩產能，進一步提高煤電行業的
資源改善配置能力，有效穩定煤電行業
的價格運行體系；進一步提升煤電行業
的抗風險能力，對於促進煤電行業的改
善配置，以及資源的有效運用具有非常
強的指導意義，是煤電聯動的風向標，
將把電力體制改革提升到一個新高度。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研究所國

企研究室主任項安波表示，由於神華是
國有資本投資公司試點，合併成立後的

國家能源投資公司，應會繼承國有資本
投資公司試點資格。

完整產業鏈 助共同創新
國務院國資委研究中心研究員張喜

亮認為，前段時間聯通、東航貨運混改
已經體現出了國企改革的可能路徑；神
華和國電的整合則是另一種形式。

此次重組符合國有企業改革頂層設
計的重組文件精神，既體現了優勢互
補，形成了完整的產業鏈，又有助於共
同創新發展。
自今年6月5日以來，中國神華和國

電電力A股因“公司重大事務”停牌至
今。中國神華執行董事兼總裁凌文28日
在公司業績會上表示，公司會按程序盡
快公佈合併細節。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央企重組再有進展。中國國務院國資委28日發佈，中國國電集團公司與神華集團

有限責任公司合併重組為國家能源投資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合併後的國家能源投資集團，總資產超過1.8

萬億元（人民幣，下同）。兩集團旗下的上市公司國電電力和中國神華即公佈，合共注入666億元資產成

立火電合資公司。

神華集團與國電集團合併時間表

2016年7月26日
國務院公佈了《關

於推動中央企業結構調整
與重組的指導意見》規定
石油天然氣主幹管網、電
網等實行國有獨資或絕對
控股，同時明確表示推進
電力行業併購重組。

2017年6月初
中國國電和中國神

華接連兩次發佈公告，宣
佈停牌籌劃重大資產重
組。

2017年8月28日
經報國務院批准，

中國國電集團公司與神華
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合併重
組為國家能源投資集團有
限責任公司。

■資料來源：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婉玲）中石化上
半年純利按年增長40.14%至279.15億元（人
民幣，下同），是“三桶油”當中最賺錢。
集團早前計劃在今年內分拆旗下銷售公司上
市，但有關的進程延誤，董事長王玉普28日
出席業績記者會表示，因為有些問題要做深
做細，可能推遲，“總的來說還是要上
（市）。”

具體上市時間難料
副總裁黃文生表示，目前集團正在推進

銷售公司上市審批工作，同時推進混合所有
制所需的體制機制改革，上市取決於審批、

上市方案和資本市場等，難預計具體時間。
他又指，銷售公司股東已經批准境外上

市，但在什麼地點上市就按市場發展決定。
他強調，分拆上市有助提升競爭力及推動業
務增長。根據集團的業績報告，期內銷售公
司旗下非油業務表現亮麗，上半年交易額按
年增長50%，利潤按年增長63.6%。

公司中期息增加26.6%至0.1元，但派息
比率減少至約45%，財務總監王德華稱會保
持派息比率不低於30%。國際油價方面，王
德華指原油生產目前的盈虧平衡點為每桶60
美元以上，計劃到2020年盈虧平衡點降至每
桶55美元以下水平，以確保有盈利。王玉普

估計，油價保持在低位將會成為常態，油價
會對上游業務造成影響，但集團早前已調整
中下游業務策略應對。王玉普希望2020年在
目前的油價下原油生產達盈虧平衡，同時爭
取達成天然氣400億立方米的產量目標。如
果天然氣勘探儲量有突破，產量可能會增
加，“目前規劃的是400億立方米產能。”

天然氣項目方面，副董事長兼總裁戴厚
良透露，“鄂爾多斯─安平─滄州”輸
氣管道工程專案處於啓動前期工作的階段，
可能仍需一段時間才有明確的時間表。至於
“川氣東送”已獲國家審批完成，將於下月
正式開工。

中石化拆銷售公司上市延期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周曉
菁）中國忠旺首席財務官葛文
達28日於傳媒午宴上表示，公
司致力提高鋁合金模板的生產
規模，上半年產能已達11萬
噸。他預測該類產品將逐漸取
代大型屋苑和工程建設中的
木、鋼模板，未來會成為公司
的主打產品。
他介紹，鋁合金模板屬於

高毛利、高附加值的產品，毛
利率可達44%。由於對加工技
術要求較高，整個行業並未發
展起來。上半年公司已開通16
條生產線，下半年還將繼續增

添機器，有信心產量會高於上
半年，現階段公司屬內地生產
鋁合金模板規模最大的廠商。
除鋁合金深加工外，忠旺

本身也是高鐵“復興號”的部
件供應商之一。葛文達指出，
年內可以完成復興號之前的兩
張訂單，之後又追加的500列
列車訂單，會從明年開始逐漸
交付。

對於節節走高的鋁價，葛
文達坦言影響甚微，因為公司
無須承擔鋁價波動的風險，公
司只向客戶收取鋁產品的加工
費即可。

忠旺擴鋁合金深加工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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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界印軍撤回 洞朗對峙結束
中國部隊續巡邏駐守 促印汲取教訓共同維護邊境和平

中印邊境對峙事件簿
2017年6月18日
■印度邊防部隊非法越過中印錫金段已定邊界進入
中國洞朗地區。

6月26日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證實，印度邊防人員在中
印邊界錫金段越過邊界線進入中方境內，阻撓中
國邊防部隊在洞朗地區的正常活動。

6月29日
■中國國防部舉行例行記者會，表示“希望印軍個
別人能夠汲取歷史教訓，停止發表這種叫囂戰爭
的危險言論”，國防部同時承認解放軍新型坦克
在西藏試驗。

7月3日
■據新華社報道，解放軍公佈西藏軍區某旅開赴海拔
5,100米陌生地域環境實彈演習，該旅裝備有主戰坦
克、自行防空炮等重型裝備。

7月7日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回應印方所謂“交界點”
說法：所謂三國交界點，顧名思義是一個點，而
不是一條線或一個區域。印方無視邊界條約的規
定，把整個洞朗地區說成是三國交界點的範圍，
顯然是別有用心，混淆視聽。

7月10日
■印度記者稱，印方據報做好在洞朗地區長期對峙的
準備，但同時也尋求外交解決；美日印開始在印度
洋展開大規模聯合軍演。

7月11日
■印度外交國務秘書蘇傑生在新加坡發表演講，首次
就中印軍方在洞朗地區的對峙表態。此舉被認為是
試圖給兩國緊張關係降溫。

7月12日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表示，印方此次非法越界
進入中國領土，與以往雙方在未定界地區發生的
摩擦有本質區別。印度外交秘書當天表示，印度
將繼續深化與越南和日本的戰略關係。

7月24日
■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就事件表示，解決這個（對
峙）問題很簡單，就是（印度）老老實實地退出
去。中國國防部發言人提醒印方“不要心存僥
倖，不要抱着不切實際的幻想”，“撼山易，撼
解放軍難”。

8月2日
■中國外交部發佈了《印度邊防部隊在中印邊界錫
金段越界進入中國領土的事實和中國的立場》文
件，並提到截至7月底，仍有40多名印軍在中方
領土上非法滯留。

8月3日
■新華社、《解放軍報》、中國外交部、中國國防
部、中國駐印度大使館以及《人民日報》等先後
就印方越界事件發聲，披露印方非法越界的性
質，並強調中國將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維護自己的
正當合法權益。

8月15日
■中印雙方士兵在班公湖附近發生了對峙，雙方互
相投擲石塊並有人受傷，隨後雙方士兵各自撤出
了衝突地點。

8月22日
■中國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發言人華春瑩表示，中
方迄今保持着高度的克制，做到仁至義盡，希望印
方能夠拿出一個大國應有的態度，作出理性、明智
的判斷和決策。

8月24日
■中國海軍遠航訪問編隊在印度洋西部海域，展開
全方位、全要素、全武器系統的實戰化攻防演
練。

8月28日
■中國外交部下午2時30分許稱，印方將越界人員
和設備全部撤回邊界印方一側，中方現場人員對
此進行了確認，中方將繼續按照歷史界約規定行
使主權權利，維護領土主權。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中國和印度結束在洞朗地區

長達兩個多月的對峙。中國外交部28日證實，當日下午2時30分許，

印方將越界人員和設備全部撤回邊界印方一側，中方現場人員對此進行

了確認。中國邊防部隊繼續在洞朗地區巡邏駐守，並繼續按照歷史界約

規定行使主權權利，維護領土主權。中國國防部則提醒印方從此次事件

中汲取教訓。

和平解決彰中方“大局觀”
在 中

國外交部
確認印方已將越界人員和設
備撤回後，察哈爾學會高級
研究員、印度問題專家龍興
春對香港文匯報表示，此次
對峙能以和平方式解決，充
分體現了中國作為負責任大
國的“大局觀”，保持了高
度的克制，同時顧全了中印
雙邊、乃至整個亞洲地區繁
榮發展的大局。

龍興春指出，印軍越界
本就理虧，在不是自己的領
土上逗留越久越被動，其實
印度最近總在找台階和理由
撤軍。他認為，印度判斷中
國不會動用武力，但如果繼
續拒絕撤軍，中國可能不得
不採取武力手段驅離印度軍
隊，然而發生武裝衝突對誰
都不利，雙方都會有所損
失，但相較之下，印度顯然
更難承受與中國長期對抗。
“尤其是在各個國家都以經
濟發展為重的大背景下。”
他稱，“製造一場戰爭無疑
是 ‘下下策’。”但他否認
此次印方撤軍與日前的中國

海軍遠航訪問編隊在西印度
洋演習有關，“雙方完全通
過外交手段解決爭端，並未
有軍事威脅一說。”

但龍興春也提醒，經過
此次對峙，會讓中印雙方重
新審視彼此，“一直以來，
印度都對中國充滿防備，這
次對峙更是讓中國意識到此
種防備和敵意到了何種程
度，同時因為懸而未決的邊
界問題，未來印度可能仍會
將中國視為威脅，即使這次
洞朗對峙解決了，也不能排
除下次類似事件的發生。”

龍興春希望，中印在此
次危機後能夠啟動高級別戰
略溝通，以化解戰略誤解，
化消極為積極，促進未來中
印關係健康發展。他認為，
此次事件已經激發了兩國
“民間敵意”某種程度的上
升，今後雙方政府、學者、
媒體都需要付出較大力氣去
修復“創傷”，而中方企業
對印的投資也勢必受到影
響，會“更加審慎”。

■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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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指，6月18
日，印度邊防部隊非法越過中印錫金

段已定邊界進入中國洞朗地區。中方通過外
交渠道多次向印方提出交涉，向國際社會說
明事實真相，闡明中方嚴正立場和明確要
求，敦促印方立即將越界邊防部隊撤回邊界
印方一側。同時，中國軍隊採取有力應對措
施，維護國家領土主權和合法權益。

華春瑩說，28日下午2時30分許，印方
將越界人員和設備全部撤回邊界印方一側，
中方現場人員對此進行了確認。她續指，中
國邊防部隊繼續在洞朗地區巡邏駐守，中方
將繼續按照歷史界約規定行使主權權利，維
護領土主權；同時，鑒於現場情況已出現變
化，中方將根據現地情況作出必要調整和部
署。
華春瑩強調，通過外交努力和平解決

事件符合中印雙方利益，也彰顯了中國作
為負責任大國維護地區和平穩定的誠意和
態度。中國政府重視發展同印度的睦鄰友
好關係，希望印方切實遵守歷史界約和國
際法基本原則，與中方一道，在互相尊重
領土主權的基礎上，維護邊境地區和平安
寧，促進兩國關係健康發展。

“天下並不太平 和平需要保衛”
中國國防部發言人吳謙28日說，6月18

日以來，印度邊防人員非法越界進入中國洞
朗地區，引發中印邊境局勢持續緊張，中國
軍隊對此堅決反對，並採取緊急處置措施，
強化邊界管控，前推作戰部署，加強針對性
訓練，有力維護國家領土主權和合法權益。

吳謙說，8月28日14時30分許，印方
已將越界人員和設備全部撤回到邊界印方

一側，中方現場人員對此進行了確認。中
國軍隊將保持高度戒備，堅定捍衛國家領
土主權。中印邊境地區的和平與安寧事關
地區和平穩定，符合兩國和兩國人民的共
同利益。我們提醒印方從此次事件中汲取
教訓，切實遵守歷史界約和國際法基本原
則，與中方相向而行，共同維護邊境地區
和平安寧，推動兩國兩軍關係健康發展。
吳謙並強調，天下並不太平，和平需

要保衛。中國軍隊有信心、有能力維護國
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有信心、有能
力為維護世界和平作出新的更大貢獻。
自6月印軍非法侵入中國領土以來，

事態不斷升級擴大，引起國際社會廣泛關
注。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於6月26日證
實，印度邊防人員在中印邊界錫金段越過
邊界線進入中方境內，阻撓中國邊防部隊
在洞朗地區的正常活動，中方已採取相應
應對措施。
三日後，中國國防部即表示希望印軍

個別人能夠汲取歷史教訓，停止發表叫囂
戰爭的危險言論。7月3日新華社的報道
指，解放軍公佈西藏軍區某旅開赴海拔
5,100米陌生地域環境進行實彈演習，開展
了戰場環境分析、戰鬥行動指揮、作戰協
同運用等實兵對抗和實彈射擊課目訓練，
該旅裝備有主戰坦克、自行防空炮等重型
裝備。
隨後，中國外交部在7月多次對印軍

進行了強力回應，並在8月2日發佈了《印
度邊防部隊在中印邊界錫金段越界進入中
國領土的事實和中國的立場》文件，目的
是向國際社會進一步說明此次印軍越界事
件的事實真相，全面闡述中國政府立場。

■■中國外交部中國外交部2828日證實日證實，，印方將越界人員和設備全部撤回邊界印印方將越界人員和設備全部撤回邊界印
方一側方一側。。圖為中印軍方每年在邊界線的例行會面圖為中印軍方每年在邊界線的例行會面。。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中國外交部中國外交部88月月22日發佈了印軍越界的現場照片日發佈了印軍越界的現場照片。。 外交部網站外交部網站

■■印軍越界地點示意圖印軍越界地點示意圖。。 外交部網站外交部網站

美南版■責任編輯：趙雪馨 2017年8月29日（星期二）2 中國新聞神州大地

不是在訓練場就是在賽場度過戀愛紀
念日的李先會，是江蘇女子賽艇隊

選手，她的戀人是同隊男子賽艇選手孫
海濤。2011年，李先會和孫海濤分別從
賽艇徐州市隊和蘇州市隊進入江蘇省
隊。朝夕相處之後，“他跟我表白，我
就答應了，我們就這麼在一起了”，李
先會說。

浪漫求婚 見證海誓山盟
與其他戀人不同的是，李先會覺得自

己和男友似乎很少爭吵，“因為都是運動
員，知道訓練本身就很辛苦，所以比較能
相互理解，吵不起來。”兩人雖然去年就
已訂婚，但由於忙於訓練和參加各種比

賽，一直沒有定下婚期。“家裡人都特着
急，我們打算全運會結束後最遲明年就把
婚禮辦了，這次全運會應該是我們婚前最
重要的一次賽事了。”李先會說。
全運賽場不僅是個競技場，還是個

製造浪漫的舞台。也許是激情澎湃的賽
場讓人更勇敢、坦誠，一往無前追求心
中所愛，所以不少運動員希望通過賽場
這個舞台見證海誓山盟。

8月20日，橄欖球賽場。山東隊力
克東道主天津隊奪冠後，山東隊員陳永
強捧着一大束玫瑰出現在女友劉曉曉身
邊，單膝跪地並掏出求婚戒指。劉曉曉
腼腆地伸出手，陳永強將戒指給她戴
上，兩人隨即緊緊擁抱在一起。

全運會不僅是運動員的盛會，也是
義工的盛會。本屆全運會上，共有1.7
萬名義工為賽事提供服務。天津醫學高
等專科學校的學生桂金玉就是其中一
員。當桂金玉報名參加全運會義工時，
他並沒有想到，自己會和一起報名的同
學王冰冰走到一起。

緣起做義工 同窗變情侶
原本只是同系一起上課的同學，現

在成為了互相鼓勵的義工同伴，並將在
全運會上共度牽手後的第一個七夕。桂
金玉說：“這是一次很特別的經歷。不
管義工服務有多辛苦，都是對自己的鍛
煉和對我們的磨煉。”

28日是中國傳統七夕佳節，中國．嘉蔭第六屆
“情定龍鄉 有緣一生”中俄國際集體婚禮暨中俄界江
文化嘉年華活動，在“恐龍之鄉”——黑龍江省伊春
市嘉蔭縣舉行。此次國際婚禮吸引來自中俄兩國的36
對新人參加，其中10對新人來自俄羅斯。婚禮現場，
新人們身着盛裝，立下攜手一生的誓言，並接受了來
自中俄兩國人民的共同祝福。

體驗異國習俗 加深人民情誼
“因為對中國的文化非常喜愛，所以我選擇在中國

舉行婚禮，中國的婚禮驚喜特別多，所以我期待了很
久。”俄羅斯新娘娜麗雅興奮地說，她與丈夫相戀了5
年，一直在尋找一個特別的機會步入婚姻的殿堂，“嘉
蔭的集體婚禮我嚮往了很久，我相信這裡也是我最好的
選擇”。俄羅斯新郎瓦列里表示，中俄本來就是鄰
居，這種國際婚禮讓兩國人民的關係更近。“兩國完
全不同的婚禮習俗讓我覺得非常奇妙。我希望俄羅斯
也能舉辦這樣的活動，讓中國情侶來俄羅斯體驗不一
樣的異國婚禮。”

來自嘉蔭本地的新人于文雪和孫強表示，很多朋

友結婚的時候都選擇了參加國際婚禮，當時就覺得應
該體驗一下。新娘于文雪說，“集體婚禮的氣氛太濃
厚了，俄羅斯人特別開放和活潑，把婚禮的氣氛調動
得特別活躍。大家非常開心，都感覺特別難忘。”

據了解，中俄國際集體婚禮已經成功舉辦了五
屆，嘉蔭見證了數百對新人約定終身，該活動已經成
為了一張獨特的旅遊名片。以婚慶活動為載體，以界
江文化為依託，該活動不僅為中國傳統七夕佳節裝點
上國際元素，還進一步加深了中俄兩國的情誼。

■香港文匯報記者于海江、實習記者吳千
黑龍江嘉蔭報道

36對中俄新人黑龍江喜結連理
西藏阿里，被稱為“世界

屋脊的屋脊”。第二次青藏高
原綜合科考目前正在這裡進
行。七夕之際，科考隊專家、
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副
研究員連新明講述了青藏高原
精靈“情侶”們的“愛情”故
事。

黑頸鶴：直教生死相許
“在天願做比翼鳥，在

地願為連理枝。”
黑頸鶴就是這樣癡情的

鳥兒，能夠為了愛情而至死
不渝。
雌雄黑頸鶴一旦結合，

就會廝守終生，朝夕相伴。
如果其中一位亡故，另一半
要麼憂鬱而死，要麼孤獨終
老，不會再與其他黑頸鶴為

偶。

藏羚羊：我用生命守護你
每到藏羚羊交配的時節，

雄性往往要經過一番殊死搏
鬥，用武力戰勝情敵，才能獲
得與雌性“約會”的機會。只
有藏羚羊中的勇士，才有資格
享受雌性藏羚羊的愛慕和溫
存。公羚羊會竭盡全力保護自
己的伴侶不受其他公羊的侵
犯，甚至不惜用生命維護牠們

之間的“愛情”。

藏原羚：展現給你最好的我
藏原羚“顏值”高、“臀

值”高。奔跑在廣袤藏北高原
的棕色藏原羚，臀部白色的
“心形紋身”格外醒目。戀愛
時節，雄性藏原羚會通過奔跑
追逐，向雌性藏原羚盡情展示
自己優美矯健的身姿，吸引雌
性的注意，繼而博得青睞。

斑頭雁：喪偶後一心育兒
斑頭雁頭上長着“兩道

杠”，被稱為“中隊長”。斑
頭雁對愛侶十分專一，如若喪
偶，牠再也不談感情，不再尋
找配偶，而是把全部精力用於
撫育後代，既當爹又當媽。

■新華社

黑頸鶴藏羚羊斑頭雁 棲息高原情亦癡

全運七夕一相逢全運七夕一相逢
不負賽場不負卿不負賽場不負卿

金風玉露一相逢金風玉露一相逢，，

便勝卻人間無數便勝卻人間無數。。當四當四

年一遇的全運會年一遇的全運會““碰碰

撞撞””傳統七夕傳統七夕，，在賽場在賽場

綻放出了別樣的愛情花綻放出了別樣的愛情花

朵朵。。 ■■新華社新華社

■■在橄欖球賽場在橄欖球賽場，，山東隊員陳永強山東隊員陳永強
日前捧着一大束玫瑰日前捧着一大束玫瑰，，單膝跪地向單膝跪地向
女友劉曉曉求婚女友劉曉曉求婚。。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藏羚羊藏羚羊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3636對中俄新人對中俄新人2828日在黑龍江舉辦集體婚禮日在黑龍江舉辦集體婚禮。。
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吳千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吳千攝攝

■■江蘇賽艇隊選手李先會江蘇賽艇隊選手李先會（（右右））
和孫海濤計劃全運會束後再辦和孫海濤計劃全運會束後再辦

婚禮婚禮。。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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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成重啟活化 美聯倡工廈改住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禮傑）

香港特區政府於今年的財政預算案

宣佈推廣電子競技產業，早前也撥

款3,500萬元（港元，下同）資助舉

行電競音樂節，可見產業潛力，從

消費市道也可反映其上揚趨勢。一

連4天於香港灣仔會展中心舉行的香

港電腦通訊節，雖因天雨及風暴以

致商戶生意受一定影響，但場內的

電競產品卻普遍錄得升幅，有展商

更指升幅達40%。不少展商及市民

均認為香港絕對有條件發展電競產

業，冀政府持續支援。

打機抗打風 電競救電腦節
機迷豪買 銷情升40% 展商：證港有條件發展電競產業

一連4天的“香港電腦通訊節2017”於28
日晚結束，大會指今屆入場人數及總營

業額與去年相若，總營業額約3億元，但指新
設專售電競產品的“電競街”大收旺場，最好
賣的貨品包括電競電腦及屏幕等，電競產品的
平均銷情按年上升20%至40%，並預計今年下
半年至明年，電競仍是業界焦點，將有更多品
牌及廠商投入市場，銷售策略也較為側重推廣
電競產品。

颱風襲港 人流與往年差不多
電競街內有不少商號售賣電競專用電子產

品，華碩科技（香港）產品經理馮嘉俊表示，雖
然日前颱風襲港，但人流與以往差不多，更估計
銷售額按年增加了20%至30%。

他指出，電腦節舉行前已預計業績將有所增
長，因此部署了更多人力等資源提供活動優惠及
節目與公眾交流，希望吸引更多人注意。

他續說，對電競產業於香港的持續發展感
樂觀，又留意到不少顧客在入場後才考慮購
買，是電競產業新客，“估計是因為社會對電
競的看法有轉變，從以往認為打機沒有前途，
改觀為一種專業，因為政府能將資源投放至正
確位置，如舉辦更多電競官方比賽作推廣。”

除了電子產品外，電競專用椅等其他相關
周邊產品的銷情也不俗。亞萃電子競技創辦人
侯澤勤表示，今次是第一年參展，直言對人流
及銷售成績感滿意，“雖然這也是意料之內，

但公眾對宣傳活動的反應卻予人驚喜，例如在
拍賣活動上，一張有職業電競選手親筆簽名的
專用椅能以1萬元高價成交。”

侯澤勤認為，香港絕對有條件發展電競產
業，因除了人才及科技水平等軟件外，也有場
地等硬件支援。他形容電競於香港屬一行業，
可提供工作機會，“雖然香港的電競水平與外
國仍有一段距離，但可慢慢發展至專業層面，
希望政府向產業投放更多資源。”

市民盼政府持續支援產業
市民孫先生28日於會場內購買了電競滑

鼠及鍵盤，他指自己玩了電競約4年，有留到
香港近期有不少電競活動，也在市面上看到愈
來愈多相關產品，坦言感到高興，希望政府可
持續支援產業，因電競充滿商機。

若產業成熟，孫先生亦有意投身於電競行
業製作遊戲。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林浩賢）臨近開學，莘莘學子
要面對升中呈分試及中學文憑
試，有機會因不懂處理壓力而
患上抑鬱症及焦慮症等精神
病。香港青山醫院兒童及青少
年精神科副顧問醫生陳君訥28
日指出，家長往往因注重子女
成績，未能察覺子女出現精神
病徵，當學童向教師或同輩傾
訴，則被人認為是“博同情”
或“情緒化”，讓病情更趨惡
化。她呼籲家長，若發現子女
恐懼上學或連日無精打采時，
要主動提供協助。

最小患者僅11歲
陳君訥指出，很多學童會

在臨近考試的月份到醫院求
醫，俱因壓力過大，父母亦不
懂協助，結果學童每日都陷入
負面情緒中。她曾處理不少情
況嚴重而需處方藥物的個案，
當中年紀最輕的只有11歲。她
憶述該名小學六年級的男生為
人懶散，經常將事情拖延至最
後一刻才處理，因此偶然會欠
交功課及考試不合格，他又經
常被有抑鬱焦慮傾向的母親嘮
叨，並自感母親偏心弟弟以致
情緒欠佳，其後更因被責備而
大吵大鬧及不願上學，甚至會
不停將頭撞向牆壁。

他的母親及後發覺兒子不
停用濕紙巾清潔物件，遂帶他
求醫並確診焦慮症，主因是男
童抵不住學業壓力，經常被教
師罰抄及責罵，自此陷入欠交
功課再被責備罰抄的惡性循環

中。
陳君訥表示，醫院除了向

男童進行輔導及心理行為治
療，亦與男童學校及家長合
作，助他減少焦慮及壓力，男
童經治療後現已大致康復。

陳君訥續說，曾有一名中
四女生因自感努力也無法取得
好成績，冀當廚師的她更擔心
無法入讀大學令父母失望而求
醫，院方發現女生因情緒問題
而出現失眠、專注力及記憶力
下降、疲倦及頭暈腹痛等症
狀，並因此經常缺課，讓教師
懷疑她是“詐病博同情”，女
生及後因無法承受別人猜疑而
連續缺課逾兩個月，最後確診
抑鬱症，需服藥及接受心理與
家庭輔導。

面對學習壓力，陳君訥建
議學童可將挑戰分成多個細
項，並按事情的緩急輕重排
序，再逐一擊破。她說：“像
坐搖搖板一樣，必須在個人能
力及要完成的事中取得平衡，
假如自己能力不足，應分析問
題根源，然後找出應對方
法。”

她認為家長可協助學童適
當地疏導壓力，“但疏導不等
於要情緒消失。”她坦言很多
家長在子女情緒失控時，不僅
沒有安撫，更不停說教並指出
其錯處，最後演變成爭執。她
建議家長在子女感沮喪或暴躁
時，可先表明自己感同身受，
及後才教導子女正確的處理方
法，“因人人都有情緒，先說
教會令子女更反感。”

怕上學或患抑鬱
勿輕率當學生詐病

今年的香港
電腦通訊節在風
雨飄搖下結束，

大會指今屆入場人數及總營業額分
別 為 80 萬 人 次 及 3 億 元 （ 港
元，下同），與去年相若。大會並
指，首兩天入場人次按年增加
15%，但27日受颱風影響，營業額
較周六大跌40%，故於27日晚及28
日晚分別延長營業時間至11時及7
時作補償。

28 日為電腦通訊節的最後一
天，有商戶以減價作招徠。會展場
內一直人頭湧湧，但未有“迫爆”
場面出現。參展商Lenovo銷售經理
黃先生表示，今屆電腦節原本人流

尚可，但因颱風襲港而受影響，可
幸大會當日宣佈延開至晚上11時挽
回人流，但預計整體入場人數只與
去年打平，惟盈利則有10%至20%
增長。他預測，盈利增加是受惠於
電競熱潮，因相關產品即使售價較
昂貴也差不多賣光，可見該客群的
消費力強勁，反而其他傳統電腦產
品的銷量則有下跌。他續說，今年
的市場定位與去年有別，由過去以
相廉價格吸引顧客轉至售賣專業產
品，不排除明年參展時策略有變。

另一參展商訊達科技業務發展
經理黃天任指出，颱風影響下，今
年人流按年下跌10%至20%，銷售
額也由去年的每天近20萬元下跌了

約25%。他表示，大會雖延長開放
時間，但28日天氣仍然欠佳，無甚
作用，惟明白天氣因素避無可避。
他認為，撇除天氣因素，銷售成續
欠佳的另一原因是電腦通訊節在暑
假末期舉行，顧客消費力轉弱，加
上今年的整體消費市道較差所致。

■香港文匯報記者莊禮傑

展商：天氣差“加時”亦無用
��
�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殷翔）香港特區行
政長官林鄭月娥考慮啟動升級版“活化工
廈”計劃，美聯物業28日舉行記者招待會表
示，贊成政府重啟計劃，認為可將難以消除
的“工廈劏房”納入安全監管、提升空置工
廈使用率及降低市民居住負擔等，達至三
贏。美聯並提出允許符合安全條例的工廈改
為住宅、允許工廈局部活化、簡化政府審批
程序放寬門檻等系列建議。

美聯工商行政總黃漢成表示，政府於
2010年至2016年啟動活化工廈計劃以來，6
年間共接獲248宗單一業主活化或重建工廈
申請，截至本月共有151宗獲批，但已簽立
文件着手進行計劃的僅約100宗，相對香港
約1,400幢工廈，申請率與獲批率明顯偏
低。他表示計劃可令工廈價格與使用率明顯
提升，以釋放緊缺的房屋資源。

黃漢成分析指出，從前的活化工廈計劃
存在審批程序繁複、活化成本過高以至業主
幾乎無利可圖等諸多弊端，“從前每宗活化
申請需經規劃署、消防處、屋宇署等眾多部
門層層申批，補地價、地積比等均有嚴格規
定，而活化或重建工廈又需要耗費大量成

本，相信這是之前活化計劃效果欠佳的主要
原因。”

黃漢成強調，工廈無疑是適合居住的地
方，無論承重性、走火通道、樓宇安全均超
過普通住宅，“當然採光和通風性比住宅設
計差，但相對於現在的天台屋、唐樓劏房
等，居住環境和安全性無疑要優越得多。”
他表示，目前工廈活化欠佳不是因為工廈本
身不適合居住，而是申批設計阻礙重重，以
至存在大量非法使用狀況，欠缺安全監管，
潛藏安全隱患。

建議允單層業主個別申活化
針對舊計劃的不足之處，美聯提出更適

應市場需求的新建議。首先是允許單層業主
個別申請活化，只要符合消防安全規定，收
取較便宜的補價費用後，應允許個別業主將
工廈單層改裝為住宅；甚至可考慮免補地價
讓業主將工廈單位活化為住宅，但規定只能
出租給草根階層，相信能釋放不少工廈資
源，緩解草根階層高昂居住成本。

黃漢成又建議在符合消防安全規定下，
允許全層單住活化為寫字樓用途，毋須全幢

一齊申請，“全港工廈65%是分散業權，允
許分層活化將大大提升活化效率。”第三是
建議擴大工廈用途定義，工廈條例規定只能
用於生產和製造，令目前許多租用工廈的創
意產業、教會和教育機構等實際上是非法使
用，應將這些用途納入工廈用途之內，以便
消除不少工廈單位存在的“地下使用”狀
態，便於消防和安全監管，消除安全隱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香港房委會
資助房屋小組30日開會，討論重建黃大仙美
東邨及石硤尾白田邨的部分樓宇。房屋委員
會資助房屋小組主席黃遠輝28日在一個電台
節目上表示，涉及美東邨重建的美東樓及美
寶樓，樓齡分別為43年及34年，兩幢樓宇有
650個單位，按現時較高的地積比，重建後將
有1,900個單位，具重建效益，相信可加快公
屋輪候家庭上樓。

美東樓及美寶樓的樓齡並非全港公屋之
中最長。被問到為何決定重建該兩座樓宇

時，黃遠輝表示，決定重建公屋屋邨時須考
慮多個原則，包括結構安全、維修效益及同
區有否安置居民的重置資源等。該兩座樓宇
附近正正有地方安置受影響的居民。

他舉例指出，樓齡較高的香港仔華富
邨，則難以在區內找到合適地方。他並指，
今次重建計劃中，兩個屋邨合共有632戶家
庭受影響戶，如選擇遷往安泰邨可於2020年
入伙，相信屆時會對公屋輪候冊有輕微影
響。

另外，市建局廉租旺角豉油街14個安置

單位予社會服務聯會提供過渡性房屋，社聯
邀請機構營辦原定28日截止，現決定押後申
請期限至下月13日，入伙期亦需要順延至12
月，承租期則維持兩年至2019年底。

社聯解釋，有意申請合辦的機構希望更
多時間準備資金，在獲市建局同意下，決定
延長申請期。

標書要求申請的機構需要營運全部14個
單位，但可透過合辦模式營運。

市建局早前以應課差餉租值的50%租金
租予社聯經營過渡房屋，租約期為2年。

美東樓美寶樓具重建效益

■■美聯物業提出升級版美聯物業提出升級版““活化工廈活化工廈””建議建議，，
左起左起：：陳偉志陳偉志、、黃漢成黃漢成、、鄒永堅鄒永堅。。

香港文匯報記者殷翔香港文匯報記者殷翔攝攝

■■今年電腦通訊節中今年電腦通訊節中，，電競產品銷量錄得達電競產品銷量錄得達
4040%%的升幅的升幅。。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攝攝

■■社會對電競看法有轉變社會對電競看法有轉變，，令電競產業新令電競產業新
客增加客增加。。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攝攝

■新設專售電競產品的“電競街”大
收旺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攝

美南版■責任編輯：趙雪馨 2017年8月29日（星期二）2 中國新聞神州大地

不是在訓練場就是在賽場度過戀愛紀
念日的李先會，是江蘇女子賽艇隊

選手，她的戀人是同隊男子賽艇選手孫
海濤。2011年，李先會和孫海濤分別從
賽艇徐州市隊和蘇州市隊進入江蘇省
隊。朝夕相處之後，“他跟我表白，我
就答應了，我們就這麼在一起了”，李
先會說。

浪漫求婚 見證海誓山盟
與其他戀人不同的是，李先會覺得自

己和男友似乎很少爭吵，“因為都是運動
員，知道訓練本身就很辛苦，所以比較能
相互理解，吵不起來。”兩人雖然去年就
已訂婚，但由於忙於訓練和參加各種比

賽，一直沒有定下婚期。“家裡人都特着
急，我們打算全運會結束後最遲明年就把
婚禮辦了，這次全運會應該是我們婚前最
重要的一次賽事了。”李先會說。
全運賽場不僅是個競技場，還是個

製造浪漫的舞台。也許是激情澎湃的賽
場讓人更勇敢、坦誠，一往無前追求心
中所愛，所以不少運動員希望通過賽場
這個舞台見證海誓山盟。

8月20日，橄欖球賽場。山東隊力
克東道主天津隊奪冠後，山東隊員陳永
強捧着一大束玫瑰出現在女友劉曉曉身
邊，單膝跪地並掏出求婚戒指。劉曉曉
腼腆地伸出手，陳永強將戒指給她戴
上，兩人隨即緊緊擁抱在一起。

全運會不僅是運動員的盛會，也是
義工的盛會。本屆全運會上，共有1.7
萬名義工為賽事提供服務。天津醫學高
等專科學校的學生桂金玉就是其中一
員。當桂金玉報名參加全運會義工時，
他並沒有想到，自己會和一起報名的同
學王冰冰走到一起。

緣起做義工 同窗變情侶
原本只是同系一起上課的同學，現

在成為了互相鼓勵的義工同伴，並將在
全運會上共度牽手後的第一個七夕。桂
金玉說：“這是一次很特別的經歷。不
管義工服務有多辛苦，都是對自己的鍛
煉和對我們的磨煉。”

28日是中國傳統七夕佳節，中國．嘉蔭第六屆
“情定龍鄉 有緣一生”中俄國際集體婚禮暨中俄界江
文化嘉年華活動，在“恐龍之鄉”——黑龍江省伊春
市嘉蔭縣舉行。此次國際婚禮吸引來自中俄兩國的36
對新人參加，其中10對新人來自俄羅斯。婚禮現場，
新人們身着盛裝，立下攜手一生的誓言，並接受了來
自中俄兩國人民的共同祝福。

體驗異國習俗 加深人民情誼
“因為對中國的文化非常喜愛，所以我選擇在中國

舉行婚禮，中國的婚禮驚喜特別多，所以我期待了很
久。”俄羅斯新娘娜麗雅興奮地說，她與丈夫相戀了5
年，一直在尋找一個特別的機會步入婚姻的殿堂，“嘉
蔭的集體婚禮我嚮往了很久，我相信這裡也是我最好的
選擇”。俄羅斯新郎瓦列里表示，中俄本來就是鄰
居，這種國際婚禮讓兩國人民的關係更近。“兩國完
全不同的婚禮習俗讓我覺得非常奇妙。我希望俄羅斯
也能舉辦這樣的活動，讓中國情侶來俄羅斯體驗不一
樣的異國婚禮。”

來自嘉蔭本地的新人于文雪和孫強表示，很多朋

友結婚的時候都選擇了參加國際婚禮，當時就覺得應
該體驗一下。新娘于文雪說，“集體婚禮的氣氛太濃
厚了，俄羅斯人特別開放和活潑，把婚禮的氣氛調動
得特別活躍。大家非常開心，都感覺特別難忘。”

據了解，中俄國際集體婚禮已經成功舉辦了五
屆，嘉蔭見證了數百對新人約定終身，該活動已經成
為了一張獨特的旅遊名片。以婚慶活動為載體，以界
江文化為依託，該活動不僅為中國傳統七夕佳節裝點
上國際元素，還進一步加深了中俄兩國的情誼。

■香港文匯報記者于海江、實習記者吳千
黑龍江嘉蔭報道

36對中俄新人黑龍江喜結連理
西藏阿里，被稱為“世界

屋脊的屋脊”。第二次青藏高
原綜合科考目前正在這裡進
行。七夕之際，科考隊專家、
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副
研究員連新明講述了青藏高原
精靈“情侶”們的“愛情”故
事。

黑頸鶴：直教生死相許
“在天願做比翼鳥，在

地願為連理枝。”
黑頸鶴就是這樣癡情的

鳥兒，能夠為了愛情而至死
不渝。
雌雄黑頸鶴一旦結合，

就會廝守終生，朝夕相伴。
如果其中一位亡故，另一半
要麼憂鬱而死，要麼孤獨終
老，不會再與其他黑頸鶴為

偶。

藏羚羊：我用生命守護你
每到藏羚羊交配的時節，

雄性往往要經過一番殊死搏
鬥，用武力戰勝情敵，才能獲
得與雌性“約會”的機會。只
有藏羚羊中的勇士，才有資格
享受雌性藏羚羊的愛慕和溫
存。公羚羊會竭盡全力保護自
己的伴侶不受其他公羊的侵
犯，甚至不惜用生命維護牠們

之間的“愛情”。

藏原羚：展現給你最好的我
藏原羚“顏值”高、“臀

值”高。奔跑在廣袤藏北高原
的棕色藏原羚，臀部白色的
“心形紋身”格外醒目。戀愛
時節，雄性藏原羚會通過奔跑
追逐，向雌性藏原羚盡情展示
自己優美矯健的身姿，吸引雌
性的注意，繼而博得青睞。

斑頭雁：喪偶後一心育兒
斑頭雁頭上長着“兩道

杠”，被稱為“中隊長”。斑
頭雁對愛侶十分專一，如若喪
偶，牠再也不談感情，不再尋
找配偶，而是把全部精力用於
撫育後代，既當爹又當媽。

■新華社

黑頸鶴藏羚羊斑頭雁 棲息高原情亦癡

全運七夕一相逢全運七夕一相逢
不負賽場不負卿不負賽場不負卿

金風玉露一相逢金風玉露一相逢，，

便勝卻人間無數便勝卻人間無數。。當四當四

年一遇的全運會年一遇的全運會““碰碰

撞撞””傳統七夕傳統七夕，，在賽場在賽場

綻放出了別樣的愛情花綻放出了別樣的愛情花

朵朵。。 ■■新華社新華社

■■在橄欖球賽場在橄欖球賽場，，山東隊員陳永強山東隊員陳永強
日前捧着一大束玫瑰日前捧着一大束玫瑰，，單膝跪地向單膝跪地向
女友劉曉曉求婚女友劉曉曉求婚。。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藏羚羊藏羚羊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3636對中俄新人對中俄新人2828日在黑龍江舉辦集體婚禮日在黑龍江舉辦集體婚禮。。
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吳千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吳千攝攝

■■江蘇賽艇隊選手李先會江蘇賽艇隊選手李先會（（右右））
和孫海濤計劃全運會束後再辦和孫海濤計劃全運會束後再辦

婚禮婚禮。。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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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ar dealership is covered by Hurricane Harvey floodwaters near HoustonA car dealership is covered by Hurricane Harvey floodwaters near Houston

People evacuate by boat from the Hurricane Harvey floodwaters inPeople evacuate by boat from the Hurricane Harvey floodwaters in
HoustonHouston

A truck carrying generators is stuck in Hurricane HarA truck carrying generators is stuck in Hurricane Har--
vey floodwaters near Alvinvey floodwaters near Alvin

A line of ambulances moves toward Hurricane Harvey floodwaters near East ColumbiaA line of ambulances moves toward Hurricane Harvey floodwaters near East Columbia
A cow swims trying to get out of the Hurricane Harvey floodwaters near East CoA cow swims trying to get out of the Hurricane Harvey floodwaters near East Co--
lumbialumbia

A herd of cows stand on high ground to get out of the Hurricane Harvey floodwaters near EastA herd of cows stand on high ground to get out of the Hurricane Harvey floodwaters near East
ColumbiaColumbia

A long line of cars wait to get into the Lakewood church which was desA long line of cars wait to get into the Lakewood church which was des--
ignated as a shelter for Hurricane Harvey victims in Houstonignated as a shelter for Hurricane Harvey victims in Houston

A police officerA police officer
wades throughwades through
the Hurricanethe Hurricane
Harvey floodHarvey flood--
waters in Alvinwaters in Alvin

A family is evacuated by boat from the Hurricane Harvey floodwaA family is evacuated by boat from the Hurricane Harvey floodwa--
ters in Houstonters in Houston People are evacuated by volunteers in waist-deepPeople are evacuated by volunteers in waist-deep

floodwaters from Hurricane Harvey in Houstonfloodwaters from Hurricane Harvey in Houston
A woman is evacuated by airboat from the HurricaneA woman is evacuated by airboat from the Hurricane
Harvey floodwaters in HoustonHarvey floodwaters in Hou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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