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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國際電視STV 15.3台將於下周二（2月6
日）晚間7時30分播出「光鹽健康園地」邀請
美國「愛視眼科」陳卓醫師及孫明霞醫師主講
「秋冬季節防乾眼」﹐敬請各界準時收看﹐該節
目並在Lsahouston-You tube 網上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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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美國模式”經濟？看看哈丁和柯立芝總統

【美中頭條編譯報導/ 鄧潤京】（白宮官網
2 月 1 日訊）- - - 就在川普(Donald J. Trump)
就任總統一年之後，美國收獲了總統所說的
“美國模式”經濟的好處。

川普總統在周二晚上的國情咨文演講中說:
“今晚在家的每個公民，這是你們的時代。”

這種樂觀和信心已經傳遍全國。超過250家公司
已經宣布了獎金、加薪、更高的退休計劃供款
，或其它對他們的公司業務或員工的投資。

川普總統在星期二的演講中分享了這些成
功的故事。不到24小時後，他在橢圓形辦公室
會見了7位美國工人，討論稅收改革如何使他們

的公司受益。
川普總統本周對美國人說: “從下個月開始

，數以百萬計的美國人將有更多的稅後工資。
”“更多”。

川普總統的國情咨文演講的一個關鍵主題
是，需要解決美國基礎設施不斷惡化的狀況。

川普總統對美國人民說:
“在我們重建工業的同時
，也是時候重建我們搖搖
欲墜的基礎設施。”

他提出了一系列措施，
其中包括:
1. 在未來10年裏，至少創
造1.5萬億美元的基礎設施
投資。
2. 在監管和許可證頒發過
程中消除不必要的冗余和
低效。
3. 授權州和地方當局根據
社區的需要優先安排基礎
設施項目。
4. 拿出四分之一的聯邦資
金來解決農村地區的基礎
設施需求。

川普總統告訴國會: “我要求兩黨共同努力
，給予我們的經濟需要和我們人民應得的安全
、快速、可靠和現代化的基礎設施。”

川普：首重美國模式經濟
強大經濟造就強大國家

重建基礎設施以及把美國放在首位的措施將有助於美國的國民經濟重建基礎設施以及把美國放在首位的措施將有助於美國的國民經濟。。((取自取自CNN)CNN)

美國百萬美元現鈔上的哈丁總統頭像美國百萬美元現鈔上的哈丁總統頭像

第一夫人梅拉尼婭第一夫人梅拉尼婭••川普在國情咨文發表的現場川普在國情咨文發表的現場。。(Andrea Hanks/(Andrea Hanks/白白
宮攝影記者宮攝影記者))

【美中頭條編譯報導/ 鄧潤京】（美國新聞和政治caffeinat-
edthoughts2017-6-29訊）

川普(Donald J. Trump) 總統的經濟政策，雖然看似與今天的
共和黨和保守派格格不入，但卻根植於共和黨和保守派的傳統。
在密歇根州的經濟政策演講中，川普總統主張需要重振美國制造
業，他呼籲建立一個“新的經濟模式——美國模式”。在他的多
次演講中，川普總統經常回憶起歷任總統的經濟民族主義，比如
亞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 。作為總統, 川普表示: “我們
那些偉大的總統, 從華盛頓到傑斐遜、傑克遜、林肯, 都明白一個
偉大的國家必須保護其制造業，必須保護自己抵抗來自外部的攻

擊。”
美國總統川普的美國經濟政策模式不

一定是新政策或新思想，而是重新發現
老的共和黨傳統。 帕特裏克.布坎南
（Patrick J. Buchanan）寫道：“共和黨
人從全球主義走向經濟民族主義，總統
川普並沒有寫出新的福音書。 他正在
帶領一個迷失的政黨，遠離現代主義的
異端 - ---回到舊時代的宗教。“

特別是在二戰之前，共和黨的總統政
府採取的是一種基於類似川普總統思想
的經濟方法。 川普總統可以向威廉.麥
金利（William McKinley），沃倫.哈丁

（Warren G. Harding）和卡爾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等過
去的共和黨總統尋求指導，作為遵循“美國模式” 經濟學的榜
樣。 也許川普總統最好的例子就是總統沃倫.G.哈丁（Warren G.
Harding）和卡爾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

沃倫.哈丁(Warren G. Harding) 總統接手的國民經濟正遭受著
經濟蕭條、高失業率、高稅率和巨額國債的困擾。哈丁總統的措
施是削減稅收，減少開支，並開始償還國債。卡爾文.柯立芝總
統繼續哈丁的經濟政策。柯立芝總統認為，最好的經濟政策是建
立在平衡的預算、控制開支和降低稅率的基礎上的。他還支持穩

健的貨幣政策。也許最具爭議的是，柯立芝支持對移民和保護性
關稅的限制。

這十年開始於蕭條，到1923年，由於哈丁和柯立芝的政策
，國民經濟蓬勃發展。無線電和汽車等行業發展迅猛。考慮到哈
丁和柯立芝政府的經濟影響，帕特裏克.布坎南(Patrick J. Bu-
chanan) 寫道: “當哈丁就職時，失業率為12%。當卡爾文.柯立芝
(Calvin Coolidge) 離開時，失業率為3%。”在興旺的20年代，制
造業產出增長了64%。從1923年到1927年，美國的年增長率為
7%。在十年內，美國生產了世界上42%的商品。

獨立研究所(Independent Institute)和平與自由中心(Center of
Peace and Liberty)高級研究員伊萬.蘭德(Ivan Eland)寫道，川普總
統在制定財政政策時，應以沃倫.哈丁(Warren G. Harding) 和卡爾
文.柯立芝 (Calvin Coolidge) 總統為榜樣。川普和共和黨應該采用
沃倫.哈德---卡爾文.柯立芝(Warren Harding-Calvin Coolidge)的
減稅政策。這些總統信奉穩健、老式的開支削減，從而使他們能
夠同時削減稅收，同時減少第一次世界大戰遺留下來的大量國家
債務。

對於一個健全的經濟體來說，最好的解決辦法就是從歷史和
憲法中汲取智慧。政策制定者可以從強硬的經濟藍圖中學到很多
東西。當然，美國不能回到20世紀20年代，甚至20世紀50年代
，但這並不意味著川普總統不能利用這些原則和政策，為所有美
國人創造一個經濟增長和就業機會的新時代。

帕特里克帕特里克••布坎南布坎南(Patrick J. Buchanan)(Patrick J. Buchanan) 是尼克松政是尼克松政
府時代在白宮裏為數不多的誠實人之一府時代在白宮裏為數不多的誠實人之一。。 視頻截屏視頻截屏
：：川普總統和最新爭議川普總統和最新爭議。。

李強民總領事出席李強民總領事出席20182018休斯頓春節聯歡晚宴休斯頓春節聯歡晚宴
美國國會議員美國國會議員Al GreenAl Green到場致賀辭到場致賀辭

(泉深／圖文)由美國梁氏文化交流基金會、
北美台灣鄉親聯誼會休斯敦分會、德州中國和
平統一促進會、美中友好促進會、中國聯合校
友會，全美華人協會舉行的2018休斯頓春節聯
歡晚宴暨 “兩岸三地一家親” 春節聯歡晚會於
1 月 28 日晚 7 時珍寶樓海鮮酒家（Ocean Palace
）隆重舉行。中華人民共和國駐休斯頓總領事
館李強民總領事、美國國會議員Al Green、美國
國會議員Pete Olson的亞裔代表張晶晶、德州審
計官Glenn Hagar、福遍郡郡長Robert E. Herbert
、哈瑞斯郡第二民事法庭張文華大法官、德州
州議員吳元之等與來自兩岸三地的600余名華僑
華人相聚一堂，恭祝農歷新年狗年的到來。

中華人民共和國駐休斯頓總領事館李強民總
領事首先向兩岸三地的華僑華人同胞致以親切
的問候和節日的祝願。他說： “農歷戊戌年春
節臨近，大休斯頓地區洋溢著越來越濃厚的新
春氛圍。今天的聯歡晚宴，是休斯頓華人歡度
中國年的聚會，是兩岸一家親的聚會。我首先
代表中國駐休斯頓總領事館，向各位僑胞致以
最誠摯的問候和最美好的祝願，祝大家新春大
吉！” “今天在座的，有來自休斯頓各社團、
各行業的華僑華人朋友。這一年，休斯頓廣大
僑胞懷著對祖籍國的熱愛和對美好生活的向往
，開展了許多有意義也非常重要的活動，令我

印象深刻。我們發揚中國人團結互助的精神，
同心協力應對“哈維”颶風，展開互助互救，
讓我們看到危難之際我們華僑華人共渡難關的
可貴品格。我期待大家把這種品格發揚光大。
” “展望新的一年，我們對中國的發展充滿信
心，對中美關系總體穩定發展充滿信心，對大
休斯頓地區華人社區不斷走向繁榮和諧的新高
度充滿信心。祝各位僑領事業興隆、闔家幸福
，祝各社團會務興旺，祝所有僑胞新的一年再
創輝煌！”

德州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名譽會長梁成運指
出，此次的晚宴就是“兩岸三地一家親”，為

來自兩岸三地的海內外華僑華人提供一個慶春
節、吃年飯、看演出、抽大獎的聯誼大聚會，
希望兩岸三地的僑胞能夠團結一致，凝聚力量
，共同反“台獨”，攜手捍衛來之不易的和平
果實。美國國會議員 Al Green、美國國會議員
Pete Olson 的亞裔代表張晶晶、德州審計官
Glenn Hagar、福遍郡郡長Robert E. Herbert、哈
瑞斯郡第二民事法庭大法官張文華、德州州議
員吳元之等也紛紛致賀辭並向晚宴主辦方發來
賀狀。

京美德克影視基金組委會與休斯頓國際電影
節組委會在晚會期間宣布全面合作事宜，並邀
請休斯頓各界人士出席2018年休斯頓國際電影
節新聞發布會。休斯頓國際電影節主席 Todd
Hunter 和 京 美 德 克 影 視 基 金 董 事 長 勞 治 翔
（Kenny Lao）及他們的電影節團隊上台恭賀華
僑華人新春大吉，祖國繁榮富強。

聯歡晚會由馬健、劉金璐、陸峻、姜晗主持
，大休斯頓各界文藝團體和文藝愛好者表演了
豐富多彩的文藝節目。來自台灣鄉親聯誼會的
歌手演唱《燒肉粽》， 歌曲描述台灣戰後經濟
蕭條，通貨膨脹率和失業率均創下新高，一位
離開學校的青年，因為找不到工作，且沒有足
夠的資金做生意，不得已暫時沿街兜售肉粽。
歌詞充分反應出了當時民眾艱困的生活處境，
讓華僑華人聯想到戰爭給中國人民帶來災難。
在新年來臨之際，兩岸和平發展得民心、順潮
流、開新局。一曲《燒肉粽》廣受大眾好評，
把聯歡晚會推向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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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號的休斯頓子弟李思佳贏得十號的休斯頓子弟李思佳贏得
《《20182018國際中華小姐競選國際中華小姐競選》》后冠后冠

(本報記者韋霓休斯頓報導) 好消息，剛剛
於2月3日在香港舉行的2018年國際中華小姐
競選，16位來自全球的中華佳麗角逐后冠，最
後由十號的休斯頓子弟李思佳勝選，消息傳來
，思佳的父母親友們極為興奮開心，本報也特
別與讀者們分享這個喜訊。
《2018國際中華小姐競選》是每年一度的選美
界盛事，今年是在2月3日於香港將軍澳電視
城舉行，翡翠台並於當晚做現場直播。

這十六位佳麗分別是：1號佛山佳麗李思
佳、2號夏威夷佳麗楊筑晶、3號香港佳麗雷
莊兒、4號吉隆坡佳麗鄭亦庭、5號老撾佳麗
王妮芬、6號洛杉磯佳麗劉思延、7號馬尼拉
佳麗吳雪蓮、8號墨爾本佳麗史孟冰、9號蒙
特利爾佳麗周卓妍、10號紐約佳麗李思佳、11
號三藩市佳麗高詠堃、12號新加坡佳麗蔡美琪
、13號悉尼佳麗孟鈺、14號大溪地鐘梓甜、15
號多倫多佳麗蔡菀庭、16號溫哥華佳麗伍殷嬅
。

有意思的是，一號佳麗與十號佳麗居然同
名同姓，都叫李思佳。
這些來自世界各地的中華美女們，接受司儀麥

美恩、Patrick Sir 與袁文傑的競選考驗，並穿
著不同的民族服飾、以及瑰麗的晚裝登台亮相
，讓她們展現各自的美態。同時，才藝表演、
機智問答等，都是選美重要的環節，十號的李
思佳在每個環節都表現出色，可圈可點。在才
藝表演部分，思佳展現的是中國舞，以一襲紫
色舞衣在舞台上翩翩起舞，輕盈曼妙，博得極
大的好評。

李思佳在 2014 年年僅 18 歲時，就獲得
「休斯頓華埠小姐」選美冠軍，在 2015 年又

榮獲 「全美華埠小姐」選美冠軍。2017年八月
，思佳再贏得 「2017美國華裔小姐競選」並取
得此次《2018 國
際中華小姐競選
》的參賽權，幾
乎可說是選美界
的常勝軍。
恭喜思佳，我們
為你感到驕傲!也
願你在未來人生
的路途上，走出
自己的輝煌!!

狂賀! 休斯頓子弟李思佳才貌超群
贏得2018年國際中華小姐冠軍

(本報記者韋霓報導) 為協助小型企業成長，知名的高盛集團
(Goldman Sachs)於 HCC 的密蘇里校園推動 10,000 小型企業計劃
，若您是小型企業的業主，將有機會申請並參加該計畫，讓您的
企業提升到另一個新的水平。通過申請的人，三個月課程將完全
免費，由高盛基金會資助。

此計劃將於5月在休斯頓社區大學西南學院的密蘇里校區啟
動，這個涵蓋全美的計劃始於2011年，經由HCC、休斯頓市政
府、與高盛集團的合作夥伴關係而開啟。 通過企業教育和商業
顧問的運用，為小型企業提供成長和可持續的發展策略。 這個
為期三個月的課程將讓參與者獲得實用的技能，例如商業談判如

何才能成功、如何行銷、和如何管理等，學習這些技能，將可立
即運用在自己所經營的企業之上。

高盛集團10,000小型企業計畫的執行長Cathy Landry在HCC
表示：這個計畫幫助企業超越初創階段，邁向成長，業主將學到
許多寶貴的內容。不少業主以日常的實際操作為主軸，而這個計
劃將幫助業主退後一步，制定公司成長的策略，而非僅僅是維持
經營而已。“

參與者在HCC學習商業課程的時間為期13週，大約100個
小時。 從2011年以來，HCC的高盛計劃已經有552名小型企業
業主畢業。 這些畢業生來自40多個行業，包括信息技術、製造
業、和飯店旅館業。

畢業生將獲得高盛畢業證書、以及HCC企業學院進修教育
的畢業證書。畢業生完成課程之後，便可以在自己的企業實際運
用所學，邁向更遠大的未來，並成為休斯頓和全美國高盛10,000
小型企業校友網絡的成員，為彼此提供開展業務的充足機會。

為了被遴選進入此計畫，參與者必須符合四個標準：一、必
須是公司擁有者、或共同擁有者；二、公司在最近一個財政年度
的營業額必須至少達到15萬美元；三、必須至少有四名員工，
包括計劃參與者；四、公司業務至少已經運作兩年。

高盛 10,000 小型企業的拓展總監 Liz Lara-Carreno 表示:

“85％的校友互相交流，彼此成為生意夥伴，展示了課堂上所創
建的同儕網絡的力量。”有學生畢業之後，數年之間，自己的企
業達到百分之四百的成長。

高盛10,000小型企業計畫每年有三期，分別於春季、夏季、
和秋季，在不同的HCC校園舉辦。參加的學生不須交學費，由
高盛基金會資助。

目前，夏季班正在接受報名中，學期時間是5月16日至8月
中旬，地點在HCC密蘇里校區，有意參加的業主請把握申請時
間。 申請截止日期為 2 月 15 日(星期四)。申請請至 hccs.edu/
hcc-in-the-community/10ksb/，或致電713.718.8348。

高盛集團高盛集團1010,,000000小型企業計劃於小型企業計劃於HCCHCC校園啟動校園啟動
三個月課程協助小型企業主成長三個月課程協助小型企業主成長 不需學費不需學費

1515位來自全球的中華佳麗們位來自全球的中華佳麗們

思佳以一襲紫色舞衣在舞台上翩翩起舞思佳以一襲紫色舞衣在舞台上翩翩起舞，，輕盈曼妙輕盈曼妙，，
博得極大的好評博得極大的好評

美南江蘇總會與恆豐銀行聯合舉辦健康講座美南江蘇總會與恆豐銀行聯合舉辦健康講座
中醫針灸師盧林主講中醫針灸師盧林主講 「「 阿爾茨海默氏症和皮克病阿爾茨海默氏症和皮克病」」

汝楨藝苑汝楨藝苑··言雪芬戲曲之家言雪芬戲曲之家
((三月十日三月十日演出敬老粵劇粵曲演出敬老粵劇粵曲))

（ 休士頓 / 秦鴻鈞報導 ） 美國期中選舉，將於
今年三月六日舉行黨內初選。2 月20 日至3 月2
日為提前投票日。為了使今年首次有投票權的公
民可順利投票，可順利投票，請事先作選民登記

，明天（ 2 月 5 日 ） 截止，請至社區各圖書館
索取選民登記紙，只需一分鐘即可填寫完畢。或
上網VOTETEXAS.GOV 點擊＂Register to Vote
" 即可辦理。

大鵬聯誼會新春餐敘
二月廿五日舉行

新投票族別忘了作選民登記 明天（2 月 5 日 ） 是截止日

(本報訊) 空軍大鵬聯誼會春節餐敘，將在
二月廿五日中午假中國熊餐廳舉行，歡迎會員
及其親朋好友一起前來共渡中國年。

大鵬聯誼會今年春節餐會舉行地點，在鄰

近糖城附近五十九號公旁的中國熊餐廳舉行，
該餐廳為自助 餐式餐飲，聯誼會將使用餐廳內
宴會廳，場地寬敞，可以談天、唱歌、表演且
不受打擾。

餐費會員十元，非會員十五元，會中有抽
獎助興。二月廿五日十一時半報到， 十二時正
式開始。

參加者 請與本會理事金俊家連繫，電話

713-723-1312, juliachew2011@hotmail.com。
餐廳地址為：中國 熊餐廳12755 SW Free-

way, Stafford, TX 77477, 281 240-8383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盧林中醫針灸師
於一月廿日上午在美南江蘇總會與恆豐銀行聯
合舉辦的講座中講 「阿爾茨海默氏症和皮克病
」，這兩種病的症象相似，只是後者的發病年
齡多數在六十歲以前，女性多於男性。皮克病
主要在額葉和顳葉的萎縮。顳上尤其明顯，故
又稱＂葉性萎縮＂。在顯微鏡下見神經元消失
，神經膠質細胞增生。

其次，要了解海默氏症須解除兩個誤區：1
，此病非老年性專屬，年輕人，中年人均可得

。2，此病不只是神經功能的退化，是整
個神經中樞結構的退變，是其死亡的主要
原因。

第三，中醫沒有這兩種病名，根據症
象，是屬於中醫肝病範疇，因肝陰，肝血
常為不足，這是肝的陰陽，呈血失調的病
機特點。肝的陰陽，及血失調，常與情志
、精神受刺激有關，使人情緒抑鬱不暢，
可能是本病的病因。中醫認為，五臟與情
志的關係是： 怒傷肝，喜傷心，憂傷肺
，思傷脾，恐傷腎。我們看到海默氏病的
整個演變過程與五臟的病理傳變表現有關
。海默氏症開始時情緒改變就是喜怒憂思
悲恐驚七種情緒。變化易健忘尤其記憶力

的減退明顯，睡不好覺，失眠，甚至不能眠，
血壓升高，以後往往轉為憂鬱，神志不清，臥
床不起，死亡。整個過程都與肝的血失調密切
。

現代病理學檢查：1，從整體觀，整個腦實
質均退變、萎縮、回改變明顯，阱變寬，腦宦
擴大，回變狹窄，額葉和顳葉明顯，均有澱粉
轉變，腦實質變薄，半透明，用福爾馬林固定
後如同撤了氣的皮球。2，從組織學檢查： 在顯
微鏡下可見皮質神經元脫失，膠質細胞增生，

神 經 纖 維 脫
鞘 。 在 胞 漿
內 有 神 經 原
纖 維 纏 結 ，
海 馬 錐 體 細
胞 出 現 顆 粒
空 泡 ， 血 管
壁 有 澱 粉 樣
蛋白沈積。3
， 分 子 生 物
學 檢 查 ， 認
為 與 神 經 遞
質 的 合 成 酶
活 性 降 低 有
關 。 主 要 是
膽 鹼 乙 酰 轉
為 酶
（CHAT )和
乙 酰 膽 鹼 合
成酶（CHA ) 缺陷。這與疾病的嚴重程度相闢
。其他還有甲腎上脈素能，五羥色胺酸能遞質
缺陷，這些改變與神經原脫失有闢，最後導致
認知和行為異常。

盧林中醫針灸師表示： 海默氏病，病程一

般在5~10 年，西醫無特效治療，中醫中藥有一
定的療效，針灸效果較好，中藥針灸綜合治療
效果更好，尤其對早期病患，治療效果是好的
， 勿 失 良 機 。 盧 林 中 醫 針 灸 師 電 話 ：
713-774-5558

圖為盧林中醫師圖為盧林中醫師（（ 前立者前立者）） 在講座上回答觀眾提問在講座上回答觀眾提問
。（。（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盧林中醫針灸師圖為盧林中醫針灸師（（ 左二左二 ）） 與主辦方與主辦方 「「美南江蘇總會美南江蘇總會」」 代表陳鐵梅等人代表陳鐵梅等人（（ 右右
二二，，右一右一），）， 「「恆豐銀行恆豐銀行」」 副總栽徐朗副總栽徐朗（（ 左一左一 ））等人合影等人合影。（。（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 本報訊） 汝楨藝苑·言雪芬戲曲之
家·主辦：

一年一度的敬老節目·於三月十日星
期六·下午二時正·在曉士頓中國人活
動中心演出.是不收入場費的.主要為娛樂
各界的長者·並對中國之傳统藝術有所傳
承·亦藉此推廣粵劇曲藝·希望各界社會
賢達·

有心人士·能鼎力幫忙·共襄善舉。

如欲索取當天的入埸券·請各長者們向
所屬自己的長者中心登記·因座位有限·
只許一人一票·先到先得。

登記日期：(2月5日至2月14日)·
如沒有參加任何中心的長者朋友們

可致電查詢登記取票·
電話: 昌小姐713-259-1170

葉小姐832-613-2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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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戰紀念碑 & 朝鮮戰爭老兵紀念碑
越戰紀念碑和朝鮮戰爭老兵紀念碑分

別位於林肯紀念堂的左右前方，之所以將
這兩處景點共同介紹，是因為它們均有著
相似的意義，且可以合併參觀，令遊客深
深感受到首都的肅穆氛圍。

越戰紀念碑由華裔建築設計師林徽因
的侄女林瓔設計，是一座全長500英尺的V
字型黑色花崗岩碑石，仿若是地球因為戰
爭留下了這個不能癒合的傷痕。紀念碑上
按照陣亡日期的順序，刻有全部58267名
在越南戰爭中陣亡或失蹤軍人的姓名，寓
意深遠。紀念碑的兩側還分別有一組越戰
的男兵雕像和女兵雕像。

直到今時今日，美國還有很多越戰老
兵每年會來到這裡悼念，同時進行各類反
戰活動，甚至每天都有祭奠者在牆邊來表
達他們對逝去親人的哀思。

朝鮮戰爭老兵紀念碑與越戰紀念碑不
同，當屬紀念園。雖然看起來更為零散，
沒有越戰紀念碑那樣巍峨，但事實上對於

遊客來說，它似乎更具備參觀價
值。

整個紀念園由三部分構成，第
一部分是19個與真人相仿的美軍
雕像群，這些雕像個個頭戴鋼盔，

手持各種武器裝備，成散兵線隊形搜索行
進，就好
像一群正
在戰爭中
的士兵一
樣，仿佛
讓人看到
了一副戰
爭畫面，
非常直觀
具有震撼
力；第二
部分是印
有 38 個美國士兵映射的黑色花崗岩紀念
牆，牆面用噴砂方式蝕刻出38個美國士兵
的臉部映射，代表著朝鮮戰爭所在的北緯
38 度線，紀念牆的盡頭還鐫刻著一行大
字：Freedom is not Free，引人深思；第三
部分是一組置於地面的紀念石碑，分別篆
刻了對朝鮮戰爭老兵的紀念文字和越戰介
紹及傷亡情況。

TIPS：
每天全天9:30-22:00兩處紀念碑前都

會有工作人員看守，並提供講解和問答服
務；

參觀紀念碑要嚴肅禮貌，不要在紀念
碑前大聲喧嘩，特別是當看到有人前來悼
念時，應靜靜地欣賞；

還有一點小編雖然未曾親臨，卻是見
多位網友提示，參觀朝鮮戰爭紀念碑最好

不要在晚上，因為會有聚光燈從士兵雕像
的腳下照亮士兵的面孔，恐怕倒是紀念園
中的氣氛會有點兒詭異，膽小的你要不要
試試呢？

配圖：紀念碑1、2 來源：網路圖片
華盛頓國家藝術館雕刻園

很多華府的朋友都
喜歡親切地將這裡簡稱
為“雕塑公園”，而且
它的地理位置也相當可
人，就與國家藝術館相
連，幾乎所有遊客都會
有意或無意地從公園前
路過，想來是一處人人
都會參觀到的景點。

這所雕塑園內的雕
塑以現代風格為主，比
較突出的有巨型鐵樹、

立體房屋、空間金字塔、沉思的兔子等
等，比起博物館，這裡因為處於室外，整
體環境更為輕鬆，雕塑園有兩處大門，完
全免費參觀。

另外還值得一提的是，在雕塑園和國
家檔案館中間，還有一處噴泉水池，是遊
客們歇腳放鬆的好去處。噴泉旁還有咖啡
廳，您完全可以在這裡解決午
餐。在夏季，很多遊客都願意坐
在噴泉池邊將腳放入水池中，能
夠瞬間涼爽下來；而冬季，噴泉
池會變成溜冰場，晚上則更為熱
鬧，遊客只要租用溜冰鞋就可以
下場盡情遊玩。

配圖：雕塑園1、2 來源：
網路圖片

聯合車站
嚴格來講，聯合車站不應算

作為一處景點，但它卻得到了很
多前來華盛頓旅遊的人士們的青
睞，除了作為華盛頓特區最為重
要的交通樞紐，承載了鐵路、陸
路兩大條交通線路的轉乘工作
外，聯合車站不論是從建築風格
還是內部功用，都的確是一個旅
遊好去處。

聯合車站最早於1907年開始
啟用，後來經過了一系列整修，
甚至停運，直到1988年才如現在
這般重新開放。它的建築設計風
格比較古典，靈感來源於凱旋
門，採用了拱頂的內部空間，正

面更是氣派，三座拱形大門共長 600 英
尺，建築石材均採用大理石、白色花崗岩
等，被認為是美國古典建築中的典範，也
是華盛頓特區最為繁忙的地方之一。

而最為遊客們所津津樂道的是，聯合
車站內部根本就是一個購物中心，彙集了
超過130家的世界知名品牌商鋪，珠寶、
服飾、音樂、圖書、箱包、乃至家居用品
應有盡有，還有人潮洶湧的大型美食廣
場，各類美國小吃不僅味道正宗，價格還
非常實惠。

聯合車站位於一個 5 條路交匯的路
口，大門前現在建起了交通環島，環島廣
場上還有雕塑，道路旁還設有美國各州州
旗，每天都有很多遊客在這裡拍照留念。

TIPS：
在車站內參觀當然是全部免費的啦，

建議大家可以等一天的遊覽快結束時，傍
晚十分來這裡吃飯和休息，順便逛逛商
場，真可謂悠閒自在！

聯合車站是美國鐵路Amtrak的總部所
在地，如果你想體驗一下坐著火車遊美
國，不妨登錄http://www.amtrak.com官網
購買車票，通常都會有優惠價哦~
配圖：聯合車站1、2 來源：網路圖片

還在因去年的大雪而心有餘
悸嗎？或許今年早春二月的溫暖
早已掃卻了您心中的陰霾吧！相
信華府的朋友最近都共同感受到
了一件事，那就是天氣實在是太
暖和了，二月卻好似五月，連潮
汐湖畔的櫻花恐怕都要再一次提
前盛開。

根據氣象部門的資料顯示，
在 2 月 23 日，華盛頓特區的最高
氣溫已經達到了75華氏度，而歷
史上這一天最高氣溫的記錄也不
過是 78 華氏度，該記錄保持在

1985 年。在 2 月份中，華府已經
有至少四天的氣溫超過了70華氏
度，而這種溫暖天氣還將持續一
周左右。這是氣象部分統計的自
1870年以來華府經歷的最暖和的
二月。

如果再這樣暖和下去，很多
人猜測原本應該在三月下旬盛開
的櫻花或許又將迎來提早綻放，
今年的櫻花節或許將提前至三月
中旬。

配圖：華府春天 來源：網路
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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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出行，向來是廣受關注，而其中入住
的酒店更是會經過層層工作人員的精挑細選，當
然，再加上總統或總統一家的喜好和品味，能夠令
總統下榻的酒店自然便成為許多有身份有地位的人
士共同追捧的所在。近日，由酒店評價網站 Oyster
所做的一項“十大美國總統最愛酒店”就為我們揭
示了這一謎底，而幸運的是，華盛頓特區有兩家酒
店都榜上有名。

根據榜單顯示，華盛頓特區威拉德洲際酒店
（The Willard InterContinental, Washington, D.C.） 因
為靠近白宮和國家廣場的優越地理位置，以及可以

追溯到 1816 年的傲人歷史，成為受到多名美國總統
青睞的豪華酒店代表，甚至林肯都是這家酒店的常
客。

而另一家入選的酒店為華盛頓特區的海爾亞當
斯酒店（The Hay-Adams），這家酒店建立於 1927
年，曾是林肯的私人秘書和後任美國國務卿約翰·海
爾和亨利·亞當斯的自家花園，並且因接待過奧巴馬
而在2009年一舉出名。

而在榜單上其它一些酒店還包括：三藩市皇宮
酒店（Palace Hotel, San Francisco）、

夏威夷卡哈拉酒店及度假村（The Kahala Hotel
& Resort, Hawaii）、三藩市費爾蒙酒店（The Fair-
mont San Francisco）、科羅拉多州布朗宮酒店和水
療中心（The Brown Palace Hotel and Spa）、亞利桑
那鳳凰城巴爾的摩酒店（Arizona Biltmore, A Wal-
dorf Astoria Hotel, Phoenix）、 紐約華爾道夫酒店
（The Waldorf Astoria, New York City）、洛杉磯比
佛 利 希 爾 頓 酒 店 （The Beverly Hilton, Los Ange-
les）、波士頓費爾蒙科普利廣場酒店（The Fair-
mont Copley Plaza, Boston）以及芝加哥黑石文藝復
興酒店（The Blackstone, A Renaissance Hotel, Chica-
go）。

配圖：酒店 來源：網路圖片

趣味排行：十大美國總統最愛酒店，華盛頓特區占二 華府早春二月有點兒華府早春二月有點兒華府早春二月有點兒華府早春二月有點兒華府早春二月有點兒華府早春二月有點兒華府早春二月有點兒華府早春二月有點兒華府早春二月有點兒華府早春二月有點兒華府早春二月有點兒華府早春二月有點兒華府早春二月有點兒華府早春二月有點兒華府早春二月有點兒華府早春二月有點兒華府早春二月有點兒華府早春二月有點兒華府早春二月有點兒華府早春二月有點兒華府早春二月有點兒華府早春二月有點兒華府早春二月有點兒華府早春二月有點兒華府早春二月有點兒華府早春二月有點兒華府早春二月有點兒華府早春二月有點兒華府早春二月有點兒華府早春二月有點兒華府早春二月有點兒“““““““““““““““““““““““““““““““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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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野花牌綠蜂膠巴西野花牌綠蜂膠 讓放化療患者讓放化療患者““攻守兼備攻守兼備””

17年年中，一段關於外科手術機器人的視
頻在國內的網絡上熱傳，一臺叫“達芬奇”的
外科機器人，非常精準、迅速地剝開了葡萄皮
，並將葡萄皮又縫在了葡萄上。於是，手術機
器人開始走入民眾視野，但事實上，這在醫療
界，尤其是外科學界早已並不是什麽新鮮事了
。

其實早在2000年，這臺由於美國視覺公司
(intuitive surgical)制造的“達芬奇”機器人，就
已獲得了美國FDA批準，正式進入外科治療領
域，現已發展到第四代XI，廣泛運用於普通外
科，泌尿外科，心血管科，婦科等各類手術。
數據顯示，截止到17年10月，“達芬奇”機器
人在美國的裝機量達到2770臺，中國於2008
年在北京301醫院率先引入“達芬奇”機器人
，到今天中國大陸僅裝機62臺，只配備於少數
區域性綜合醫院。範縝醫生表示，由於美國
“達芬奇”機器人起步較早，且有著多年的實
踐經驗，在他工作的兩個醫院（West Houston
Medical Center and Memorial Hermann Me-
morial City Hospital）內，“達芬奇”機器人手
術已成為諸如疝氣，前列腺癌等多種疾病的常
規手術方法。

做為代表當今手術機器人最高水平的“達

芬奇”機器人，嚴格來說，只是一個操作平臺
，整臺手術還是由主刀醫生來完成，但並非每
個外科醫生都能操作，必須經過嚴格訓練才可
以正式持證上崗。“達芬奇”主要由3個部分
組成：1.醫生操作控制臺；2.三維影像平臺；3.
機械臂，攝像臂和手術器械組成移動平臺。在
手術中，外科醫生遠離手術臺，坐在操作控制
臺中，雙手握住手柄，同步控制患者體內的機
械臂手術器械進行手術。攝像臂提供的成像是
手術視野放大了15-20倍的全3D成像，有別於
腹腔鏡或內鏡的2D平面，使得原來的人眼盲區
問題，視覺受限問題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對外
科醫生手術時位置的判斷起到重要作用。機械
臂是具有7個自由度，±720°的內手腕（EN-
DO WRIST），擁有比真人手腕更加靈活的操
作，智能糾錯系統則消除了外科醫生手的生理
性震動，這種震動是由手部血管的搏動而引發
，哪怕是頂級的外科醫生也存在。范縝醫生概
括道，“達芬奇”機器人是結合了人手的靈巧
性和腔鏡的微創性，能在狹小的空間內穩定的
操作，突破人為操作的局限，加強了操作的精
確性。他認為，機器人一定是未來微創外科的
發展方向。

對於患者而言，“達芬奇”機器人帶來的

好處顯而易見，諸如創傷更小，出血更少，恢
復更快。范縝醫生舉例，在治療腹股溝疝氣的
過程中，若采用傳統手術，由於腹股溝區解剖
結構層次復雜，血管神經多，使得術中暴露病
竈困難，開口大，出血多，術後並發癥多，疼
痛較為明顯，往往需要2-3天的住院時間。若
通過“達芬奇“機器人來治療疝氣，三維成像
使得術野更加清晰，減少了不必要的副損傷，
手術操作更加精準，術中幾乎不出血，術後疼
痛不明顯，手術後當天即可回家，在後續的隨
訪中，患者恢復良好，疝氣復發率非常低，很
大程度的提高了醫療質量。

事實上，對於機器人的普及，從患者的角
度來說，尤其是國人，必然會擔心安全問題，
畢竟是機器直接進入身體。范縝醫生表示，這
種擔心更多見於剛從國內到美國的患者，他完
全理解這種擔心，也總是耐心得給患者講解，
加強他們對“達芬奇”機器人的認知。范縝醫
生說，“也正是他們，在術後對達芬奇機器人
嘖嘖稱贊，豎起大拇指”。現在，范縝生每周
都排滿了多臺“達芬奇”機器人手術，尤其在
疝氣治療方面，多年的機器人實踐操作經驗，
讓他成為了這個領域內為數不多的專家。范縝
醫生同時也希望加強科普宣傳，讓更多患者享

受到“達芬奇”機器人帶來的福利。
范縝醫生目前有兩個診所，具體地址是：

(1) 中 國 城 ： 9440 Bellaire Blvd, Suite 205,
Houston, TX 77036; (2) 8號公路和10號公路交
匯處：1140 Business Center Drive, Suite 403,
Houston, TX 77043。撥打電話713-935-9758
轉0號線人工服務進行預約。

讓放化療患者“攻守兼備”
目前，放射治療及化學治療仍然是醫生們治療
癌癥的主要方法。放療及化療在殺死癌細胞的
同時也會將正常細胞殺死，還能導致胃腸功能
紊亂、骨髓抑制等毒副反應，尤其是破壞了人
體免疫系統，嚴重時可導致併發感染和人體機
能衰竭而死亡。

1．野花牌(Apiario Silvestre)綠蜂膠“攻守
兼備”，顯著增強放化療的療效：科學家們研
究發現綠蜂膠這一“大自然通過蜜蜂賜予人類
最寶貴的天然之物”，使化療對肝癌（癌中之
王）的療效增加了近23％，其他腫瘤如肺癌、
子宮癌、白血病、胰腺癌、腎癌、結腸癌、胃
癌、前列腺、膀胱癌、乳腺癌、鼻咽癌等療效
增加6－20％，并發現綠蜂膠通過多種方式起到
化療增加作用，包括直接殺傷癌細胞、誘導癌
細胞雕亡、免疫殲滅癌細胞等。為了提高放射
治療對惡性腫瘤的療效，醫學家們將綠蜂膠結
合到放射治療中，結果取得了和化療治療一樣

的結果，它顯著提高了鼻咽癌、肺癌、乳腺癌
等的療效，平均提高10-30％，并證實綠蜂膠
是一種放療增敏劑。

2．野花牌(Apiario Silvestre)綠蜂膠提高白
細胞、增強免疫力，輔助病人渡過難關：白細
胞減退、免疫力低下是放化療病人的難關。根
據最新研究發現，綠蜂膠有效保護白細胞、增
強免疫力。如巴西和美國報道綠蜂膠用於白血
病輔助化療，升高白細胞達83％；中國和日本
等報道綠蜂膠輔助肺癌放療，降低白細胞減少
癥發生率達90％以上。

3．有效防治感染，野花牌(Apiario Silves-
tre)綠蜂膠無與倫比的天然多效抗生素：放化療
在殺傷癌細胞的同時大量殺傷人體正常細胞，
尤其是白細胞、免疫細胞等，造成約50％以上
的病人并發肺炎、口腔炎、膀胱炎、腸炎等。
綠蜂膠富含大量天然抗細菌、抗病毒、抗真菌
的物質。一種物質同時對多種致病體有極好的
作用，且不會造成人體菌群失調（一種合成抗
生素引起的嚴重并發癥）。

4．野花牌(Apiario Silvestre)綠蜂膠抗氧化
清除自由基，促進受損組織修復：科學家研究
發現綠蜂膠具有抗氧化清除自由基，促進組織
修復，能有效防治放化療造成的口腔粘膜炎、
放射性腸炎、肺炎、肝功能受損、骨髓細胞減
少等不良反應。

5．野花牌(Apiario Silvestre)綠蜂膠提高食
欲、增加體重：放化療病人往往飽受嘔心嘔吐
、食欲不振、消瘦乏力的煎熬。綠蜂膠富含多
種必需氨基酸和蛋白質、維他命、活性酶、豐
富的微量元素，能顯著提高食欲、增強體力、
增加體重，被譽為“放化療最好的輔助天然之
品”。

加拿大天然品認證NPN#80006418·美國
FDA食品藥品監管局註冊#10328566522

野花牌綠蜂膠(Apiario Silvestre)北美亞太區
總代理

加拿大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7130 Warden Ave., Suite 406 Markham, ON

L3R 1S2, Canada 北 美 免 費 長 途:
1-866-690-4888 Email： service@royalnatu-
ral.ca 訂購網站：www.royalnatural.ca 歡迎訪
問，祝您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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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方拒批航企加班欠親情

楊楚楓楊楚楓

年近歲晚，突然聽到台灣當局以大陸廈
門航空、東方航空使用 M503 航線及其
連接線為由，拒絕批准兩航空公司共一
百七十六班春節加班計劃，廈門航空、
東方航空昨日發表聲明，呼籲台方勿拿
民眾權益作為籌碼。

廈門航空表示，春節日益臨近，為了
讓目前預訂和計劃預定的旅客，盡快提
前調整計劃，避免再次給兩岸同胞春運
期間返鄉和出行造成困難，廈航無法持
續等待台灣有關部門的答覆，將被迫取
消七十班春節加班機。

為了盡量減少航班取消對旅客造成的
不利影響，廈航將為上萬名已預定機票
的旅客，提供免費退票和改期服務，全
力做好服務保障工作。對於航班取消給
旅客造成的不便，廈航深表歉意。

廈航在聲明中說，此次台灣方面無視
兩岸人民往來需求，拿民眾權益作為籌
碼，拒不批覆春節加班計劃，導致數萬
名台商春節無法舒心回家。這種背離人
心為難台胞的做法，嚴重傷害兩岸人民
的感情，廈航對此表示強烈不滿與譴責
。

東方航空公司也發表聲明稱，東航為
滿足春運期間兩岸旅客往來需求安排的
一百○六班（往返二百一十二班）加班
航班，遭到台灣有關部門拒絕核准。春

運在即，為避免對兩岸旅客，特別是返
鄉過節台胞造成更嚴重的、無法挽回的
損失，東航不得不被迫取消加班航班。

為盡量減少不利影響，東航為已預定
相關航班的旅客，提供免費退票和改期
等服務，盡力做好後續服務保障。據了
解，預定機票的旅客中，包括台商、遊
客、學生等。

東航表示，東航始終堅持以最高的安
全標準運營，不存在所謂“安全問題”
。東航公司強烈呼籲台灣有關方面，關
切兩岸同胞福祉、正視兩岸旅客正常往
來交流需求，盡快回到服務兩岸民生、
推動行業發展的正確軌道上來。

一月三十日，台灣中華優質旅遊發
展協會理事長李奇嶽受訪時指出，本來
，根據島內旅遊業界的反映，今年新春
檔期的大陸旅客，出現難得的回升跡象
，近期，台灣旅行社每日排隊送件的陸
客的總量，已有所回升，去到每日平均
約一萬一千至一萬二千件（人次），已
經是自去年至今以來，人數最好的美妙
時刻。

李奇嶽指出：台灣旅遊業界原先樂觀
預期，今年新春大陸旅客的總數，應該
會較去年出現的來得多，且有所增長。
如今台灣當局的出台阻撓、不核准大陸
航空公司加班疏運旅客，導致兩陸航企
公司，不得不取消合共一百七十六班兩
岸春節的加班機的申請，除了數以萬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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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台灣過年的正常生活受到影響之外，
大陸旅客於新春期間赴台觀光的旅遊活
動，也可能受到衝擊，他對此表示強烈
的不滿。

台灣苗栗觀光協會理事長江德利指出
，本來每年正月二月的新春長假，中台
兩岸航空班機班，需求是很大、機位亦
十分緊張，如今兩陸航企被迫取消春節
增加班機，影響必定更大，如此一來，
他更憂慮今年 2018 年的中台兩岸關係
，會更加惡化，更加讓人擔心。

他認為台灣當局今天是錯估形勢，甚
至不惜利用台商作為壓力，但結果最終
還是犧牲了台商利益，讓台商和家屬，
不能順利回台灣過年。台商加上家屬，
變成台灣當局向對岸的中國大陸政府施
壓的祭品，一介平民的台商，反彈也無
用，真的是無可奈何也。

江德利又指出，自民進黨上台至今，
沒有一項施政是考慮到人民的生活和台
灣經濟發展。民進黨考慮的只是鬥爭，
如何跟國民黨鬥、如何跟大陸鬥。這顯
現是不可行的。

“報復”大陸月初開通 M503 航路
，可惜受影響的卻是約五萬人次想回台
灣過年的台灣旅客。昨日東航和廈航發
文譴責台灣當局，拒批春節包機，嚴重
背離人道需求。

台灣當局日前突然下令“暫不核准”

部分大陸航空公司兩岸春節加班航班。
昨日，東航和廈航先後發佈了關於被迫
取消二○一八年兩岸春運加班計劃的聲
明。東航表示，為滿足春運期間兩岸旅
客往來需求，事先己安排的一百○六班
春運加班航班，但卻遭到台灣民航主管
機構的拒絕核准。春運在即，為避免對
兩岸旅客、特別是返鄉過節台胞造成更
嚴重、無法挽回的損失，東方航空公司
不得不被迫取消春運加班航班。並對台
灣有關方面罔顧民意、一意孤行，表示
強烈不滿和譴責。

另外一家廈門航空公司表示，隨着二
○一八年春節日益臨近，作為一家負責
任的航空公司，為了讓目前預訂和計劃
預訂的旅客，可以盡快提前調整計劃，
避免再次給兩岸同胞春運期間返鄉和出
行造成困難，廈航無法持續等待台灣有
關部門的答覆，將被迫取消七十班春節
加班機。廈航對此次台灣方面無視兩岸
人民往來需求，拿民眾權益作為籌碼，
拒不批覆春節加班計劃，導致數萬名台
商春節無法舒心回家，這種背離人心、
為難台胞的做法，嚴重傷害兩岸人民的
感情，廈航對此表示強烈不滿與譴責。

誏我們回頭看看中台歷史： 三十年前
， 台灣的民進黨，是推動外省老兵回大
陸探親的重要力量，想不到三十年後的
今天，民進黨卻成為阻礙台商回鄉的人
造藩籬。眾所周知，兩岸春節增加班機
，是兩岸民航多年來服務大陸台商的共
同做法，今年春節，仍是一以貫之，今
次台灣民航主管機構，硬要把批准大陸

空企公司於春節期間增加班機，疏運台
灣旅客，與上月初中國大陸政府私下開
通M503 航線扯上關係，似是有些過份
。且不說 M503 航線是國際民航組織正
式批准的國際航線，更不論 M503 是為
緩解大陸沿海航線繁忙而開通，台灣當
局卻罔顧國際民航組織決定，拿大陸台
商來“祭旗”，損害台商利益，最終只
是苦了那些在外打拼的台商台幹台生台
家屬們回家歡渡佳節的最大利益。

其實以蔡英文為首的民進黨當局，應
該心知肚明，做成今天兩岸政府處於低
潮狀態的最根本因素，是台灣新的執政
團隊，放棄已有 廿六年歷史 「九二共識
」及 「一中各表」。他們又怎麼可能不
知道這一切的原因，還是在於他們上台
後單方面破壞了兩岸和平發展的政治基
礎——九二共識？兩岸曾在二○一五年
國民黨執政時期溝通過 M503 航線，如
今再度商談根本就無必要；況且，那時
兩岸有着“九二共識”的共同政治基礎
。如今兩岸在沒有“九二共識”的情況
下，在台灣當局沒有承認“兩岸同屬一
個中國”的情況下，兩岸怎麼可能再有
任何的溝通與協商？

要 根治的方式十分簡單，台灣當局必
須確實承認“九二共識”、並且馬上在
台灣寶島內，停止“去中國化”的滅祖
滅宗無理措施。蔡英文當局必須尊重兩
岸人員往來和台胞台商春節返鄉需求，
尊重兩岸就春節加班達成的共識，務實
思考如何促進兩岸人民往來，勿擋台商
回鄉的熱切行動。

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
娥日前出席行政會議前
，回應香港有合法會參
選人被取消資格時表示
，非常重視市民選舉及
被選權，但權利要依法
享有，《立法會條例》
經已要求候選人擁護
《基本法》，效忠香港
特區，人大常委會的釋

法亦清楚講明，這不單限於宣誓內容，
亦是參選要求。她說，選舉主任並非基
於參選人的政治聯繫，而不讓他們參加
選舉，但如果有某種政治意識形態，有
事實根據是違反基本法，不符合一國兩
制精神，包括鼓吹港獨及自治是一個選
擇方案，便是不符合法律要求。

不過，香港眾志常委周庭被取消參
選資格後，立刻有30位法律界選委發表
聯合聲明，對決定表示遺憾，認為參選
權是受《基本法》及《人權法》保障，
而以政治聯繫及意見作為剝奪參選的理
由，是不合理、不合法及違憲。

此一事件，迅速引起國際社會關注
，歐盟認為，香港選舉主任因周庭的政
治聯繫，而禁止她參選，並獲特區政府

支持，認為這個決定，或會貶損香港作
為自由開放社會的國際聲譽；聲明指保
障公民及政治權利，是 「一國兩制」的
核心，歐盟對此表示支持，若因參選人
的政治理念，而禁止其參選，有違《公
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香港
人權法案》亦確保該公約適用於香港。

另外，英國首相文翠珊訪問中國 3
日，前港督彭定康去信首相府，要求她
此行應向中方表達對香港現時政治情況
的關注，並向中方堅持《中英聯合聲明
》及 「一國兩制」原則效力仍在。中國
外交部發言人在北京重申，香港事務純
屬中國內政，中方堅決反對外國政府或
個人，干預香港事務。

此外，港大民意研究計劃公布最新
調查，林鄭月娥的評分為54.4分，較兩
周前下跌4.3分，其支持率為45%，反對
率 41%，民望淨值為正4 個百分點，急
跌11個百分點，不論評分和民望淨值，
均為出任特首以來新低，顯然是深受今
次參選人被取消資格所影響。

特首林鄭月娥反駁有關說法，直指
外國機構不完全掌握香港的憲制地位，
強調參選要求包括擁護《基本法》，若
鼓吹 「港獨」或 「自治」，亦不符法律

要
求
。
林

鄭月娥重申並非因政治聯繫而剝奪市民
的參選權，強調一切是依法辦事，而最
終由選舉主任作出決定。

她指《立法會條例》規定，參選人
須簽署擁護《基本法》及效忠特區的聲
明，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第104條
的解釋，亦清晰說明有關要求，強調上
述兩項不單是宣誓要求，亦是參選要求
， 「(若參選人)不能符合擁護《基本法
》同埋效忠特區，佢就冇參選資格。」
她又說，若某種政治意識型態，有明顯
事實根據是違反《基本法》、不符 「一
國兩制」的精神， 「更嚴重係鼓吹港獨
或自治，或者係港獨同地方自治係一個
可以選擇嘅方案，呢個就唔能夠符合法
律要求。」

至於歐盟及人權組織等認為DQ事
件影響香港形象，林太不點名指外國機
構及政客對香港情況及憲制地位不完全
掌握，希望他們多了解香港的憲制狀況
及法律制度，她並指上任半年已6次外
訪，每次都會向當地政要及國際機構講
解香港情況，會繼續解說工作。特區政
府亦不點名回應歐盟聲明，指外國機構
及人士不應以任何形式干預香港內部事
務。

對於歐盟發表聲明，指周庭因其政
治聯繫被選舉主任取消參選立法會補選
資格，有可能削弱香港作為一個自由開
放社會的國際聲譽。我有這種感覺：

保障香港的公民和政治權利，是歐
盟支持落實 「一國兩制」包含的重要原
則。參選人因其政治理念被禁止參選，
違反適用於香港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
利國際公約》。

早前英國組織 「香港觀察」發表報
告，對香港的法治情況有可能轉差表示
關注，被特首林鄭月娥嚴詞斥責為干預
中國和香港事務。按同一邏輯，今次歐
盟這份聲明也有 「干預」之嫌。不過，
歐盟是代表多個歐洲國家的官方機構，
亦是香港僅次於內地和美國的貿易、投
資和金融夥伴，而她的意見在國際上有
重大影響力。因此，特首林鄭月娥的回
應客氣得多。她指不少參選人士都有政
治聯繫，反問特區政府怎會以政治聯繫
不讓某些人參選？她續稱，如果某一種
政治意識形態是違反《基本法》和不符
合 「一國兩制」的精神，更是鼓吹港獨
或自治，或認為港獨或自治是其中一個
可以選擇的方案，這就不符合法律要求
的參選資格。

上述回應令人費解。首先，沒有事
實顯示周庭個人提出過甚麼港獨或自治
的主張或選擇。她被DQ是因為她 「在
某個政治組織(眾志)扮演一個重要角色

或身份」(引述林鄭月娥的說法)，而眾
志倡議的主張(例如民主自決、自治選擇
方案)不符合參選資格。這不正是歐盟指
的政治聯繫嗎？有些參選人的政治聯繫(
例如民建聯或民主黨)無損其參選資格，
不等於政府放過眾志這個政治聯繫。事
實上，按之前林鄭月娥的解釋，將來所
有在眾志有 「重要角色或身份」的參選
人都會被DQ，即使她或他像周庭般公
開反對港獨。假如未來情況不是這樣，
政府有需要澄清。

香港作為一個自由開放社會享有的
國際聲譽，不是空有其表的虛名，而是
包含實質的經濟利益。我不相信林鄭特
首上述回應能說服歐盟，令她收回或修
改聲明。DQ周庭可能是政治需要，但
這不等於毋須付出損害香港國際聲譽的
代價。

我總是覺得：即使容取周庭參選，
她也未必一定受廣大選民歡迎而當選。
又即使她入選，可以在合法會有所作為
，也不必怕她區區一個女流，可以掀起
翻江巨浪，作出對中央政府 「不敬不尊
」的舉動。香港特區政府要有容人的政
治雅量，不要事事 「船頭怕鬼、船尾怕
賊」。更不要造出一些中央政府尚未有
表示 「東不許、西驚嚇」的措施，而自
行自作主張，徒令香港市民有所誤解的
感覺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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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參選人被取消資格有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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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休士頓生命河靈糧堂大休士頓生命河靈糧堂」」 五週年堂慶特邀台北五週年堂慶特邀台北
靈糧堂靈糧堂 李月華牧師李月華牧師 前來分享前來分享 55 場精彩信息場精彩信息

教友們聽教友們聽取李月華牧師取李月華牧師 五場信息五場信息、、 祭壇的對齊祭壇的對齊、、
時間的對齊時間的對齊、、 根源的對齊根源的對齊、、 盟約的對齊盟約的對齊、、57785778 進進
新門新門

李月華牧師信息充滿啓示性的恩膏五場信息李月華牧師信息充滿啓示性的恩膏五場信息、、場場場場
精彩精彩！！

位於糖城大休士頓生命河靈糧位於糖城大休士頓生命河靈糧

本報記者 秦鴻鈞攝

中央警察大學到城中休大研中央警察大學到城中休大研習習「「百優計百優計劃劃」」結業式結業式

該校教授在儀式上收到學員代表該校教授在儀式上收到學員代表（（右一右一））及及（（ 左三左三
）） 贈送他們的學員自製的感謝卡贈送他們的學員自製的感謝卡。。

學員們向教授領取結業證書學員們向教授領取結業證書。。

中央警察大學遊學團代表中央警察大學遊學團代表（（ 右一右一、、右二右二）） 及教授施志鴻及教授施志鴻（（左一左一
））在結業式上向休大校方代表表示感謝並合影在結業式上向休大校方代表表示感謝並合影。。

「「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代表代表 「「新聞組新聞組」」
組長施建志在結業式上致詞組長施建志在結業式上致詞。。

中央警察大學的兩位教授施志鴻中央警察大學的兩位教授施志鴻（（右右 ）、）、林世昌林世昌
（（ 左左））贈送學員們合照紀念給休士頓市警察學院贈送學員們合照紀念給休士頓市警察學院

Sergeant Bennie Escamilla (Sergeant Bennie Escamilla ( 中中 ）。）。

「「百優計劃百優計劃 」」 的創始人休大王曉明教授的創始人休大王曉明教授（（前排中前排中））
主持結業式主持結業式。。

中央警察大學的兩位教授施志鴻中央警察大學的兩位教授施志鴻（（左一左一）、）、林世昌林世昌（（
右二右二））在儀式上出示紀念品在儀式上出示紀念品。（。（右一右一））為休大為休大 「「百百

優計劃優計劃 」」 創始人王曉明教授創始人王曉明教授。。

全體四十名學員在結業式後在禮堂門外合影留念全體四十名學員在結業式後在禮堂門外合影留念。。



BB1010綜合經濟

新聞圖片

星期日 2018年2月4日 Sunday, February 4, 2018

中國核電發展處機遇期
未來20年發電量占比或翻兩番

“發展不平衡，但市場還很大。”

世界核能協會中國區總監Francois Morin

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如此形容當前全球

核電的市場格局。

這也是近日GNIS·核能投資論壇上，

與會者的壹致共識。在他們看來，中國

核電發展仍處於戰略機遇期，未來20

年發電量占比或翻兩番。當前也是

“走出去”提速的好時機，而首先要

解決的障礙是融資問題，目前首個

“吃螃蟹”的民企已經出現。

中國核電仍處重要戰略機遇期
從1954年蘇聯第壹臺民用核電開始，

發達國家的核電得到快速發展，特別是

六七十年代，但隨後美國三哩島和蘇聯

切爾諾貝利兩起核事故減緩了世界核電

發展的腳步。而隨著石油攀上每桶壹百

多美元的高峰，核電發展再次復蘇。不

過2011年日本福島核電站泄漏事件又讓

陰影重現，以德國、瑞士等為代表的壹

些國家和地區決定放棄核電。

在英國曼徹斯特大學核能工程系

博士楊漢新看來，棄核背後不僅是安

全性的考慮，還有能源需求放緩、可

再生能源沖擊等諸多因素。事實上，

現在許多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需要

大量電力，對發展核能較為迫切。

數據顯示，目前全球31個國家有

448臺核電機組在運，總裝機容量4億

千瓦，占全世界發電量的10%左右，

高峰時曾達到16%。同時，截至2017

年7月1日，正在建設、擬建的核電機

組分別為59臺、160臺，市場規模接

近1.2萬億美元。

Francois Morin用壹張彩圖做了更為

詳細的分析和說明。從中可以看到，全球

有45個國家正在積極考慮開發核能項

目，例如阿根廷、白俄羅斯、孟加拉國、

中國、巴西、芬蘭、匈牙利、印度、伊

朗、巴基斯坦、羅馬尼亞、英國、俄羅

斯、斯洛伐克、阿聯酋、土耳其等。預計

到2050年，全球將新增1000GW核電裝

機容量，能夠占到總發電量的25%。

中國被認為將是重要力量之壹。

根據《中國電力發展“十三五”規劃》

的要求，2020年全國核電裝機將達到

5800萬千瓦，在建規模3000萬千瓦以

上。數據顯示，截至2017年11月，中

國（不包括臺灣地區）已經投入商業

運行的核電機組37臺，在建核電機組

19臺。核電裝機容量位列世界第四，

發電量超過日本，進入全球前三名，

在建核電機組連續多年世界第壹。

過去的壹年，中國《核安全法》正

式出臺、《保障核電安全消納暫行辦

法》下發、示範快堆工程土建開工，而

不及預期的是，年初計劃開工的8臺機

組最終仍靜待核準，三門AP1000首堆

未能如期投產，甚至未完成裝料節點。

中國核能行業協會專家委員會副

主任徐玉明認為，中國核電發展仍處

於戰略機遇期。他分析稱，核電是目

前唯壹可以大規模代替煤炭、為電網

提供穩定可靠電力的能源，在中國綠

色低碳能源體系建設中不可或缺，而

且當前核電裝機及發電量比例很低，

有足夠的發展空間。預計2030年中國

核電裝機容量可達100GW至120GW，

核電發電量占比達到8%左右。2040年

以後，中國核電裝機容量將達到

150GW，發電量占比接近目前11%的

世界平均值，比現在翻兩番。

不過，不容忽視的是，中國核電

發展也面臨許多挑戰，包括安全、經

濟性、自主創新、公眾的理解和支持

等。第三代核電建設普遍出現工期延

誤、建造成本增加問題，而且經濟和

電力供求關系進入新常態，競價上網、

限制上網電量等措施降低了核電設備

利用小時數。

落子壹帶壹路“走出去”提速
與國內市場的“平靜”相比，中

國核電“走出去”卻是火熱很多，以

“華龍壹號”為主打的自主研發核電

技術已成為國家高層積極向海外推廣

的國家名片。

2017年11月21日，中核集團簽下

了“華龍壹號”海外第三臺機組合同，

而此前“華龍壹號”海外首堆——巴

基斯坦卡拉奇核電K2項目已完成穹頂

吊裝，進入設備安裝。同年11月16日，

中國廣核集團華龍壹號英國通用設計

審查正式進入第二階段，采用華龍壹

號技術建設的英國布拉德韋爾B項目

也進入廠址勘查階段。

據了解，中廣核已與捷克、肯尼亞、

泰國等20余個國家的對口企業或政府主

管部門簽署核電合作諒解備忘錄或合作

意向書。中核也斬獲頗豐，與阿根廷、

埃及、沙特、伊朗等多個國家取得了核

能市場開發的實質進展。

徐玉明表示，中國已經建成了完

整配套的核電工業體系，核電主要設

備制造能力位居全球第壹，核電建造

能力世界第壹，而國際上有著發展核

電的巨大需求，這是中國核電“走出

去”非常好的機遇。

楊漢新也認為，與國外的核電發

展有所隔斷不同，中國核電這三十年

來是壹個持續發展的過程，經驗積累

非常豐富，出海有著技術、資金、成

本、工期、政策等多方面的優勢。

在FrancoisMorin看來，中國核能

走出去的步伐不能放緩，“壹帶壹路”

沿線國家是應該努力發掘的市場。同

時，在西歐、美國、日本等壹些國家

和地區有壹些老化的電廠要淘汰，壹

些新的反應堆要建立，中國是有機會

和實力去開發這塊市場的。

根據國際原子能機構統計，到

2020年全球將新建約130臺核電機組，

到2030年前這壹數字將達到約300臺。

“壹帶壹路”沿線國家和周邊國家將

占到新建機組數的約80%。

破解融資障礙民企首個吃螃蟹
值得註意的是，盡管核電項目擁

有長期穩定的投資回報，但核電項目

在落地過程中，具有技術含量高、資

本投入大和投資回報時間長的特點。

“當前推動核能最大的障礙是，如何

將其與全過程的綠色金融結合起來。

”商務部原副部長、中國國際經濟交

流中心副理事長魏建國稱。

據徐玉明介紹，當前中國整個核電

產業鏈中，設備環節有民營企業參與，

但核電廠還沒有，主要是以中核、中廣

核和國家核電三巨頭為主。而在海外投

資並購方面，中國企業參與核電項目投

資較晚，資金來源也以政策性金融機構

為主，缺乏相關民資的身影。

2017年10月成立的海核能源有限

公司（下稱“海核能源”）要做首個

“吃螃蟹”的民企，董事長邱臻認為，

身處全新能源時代，僅靠政府基礎建

設預算，完全無法覆蓋全部核能新項

目融資和舊設備升級的需要，為核能

項目提供融資工具，填補自由市場的

空缺尤為重要。

因此，海核能源的定位是全球核

能金融服務商，致力於提供核電能源

項目投資和融資整體解決方案，專註

於為世界能源項目提供資本市場的系

統服務。據了解，2017年11月27日，

海核能源在倫敦成立分公司，啟動全

球核電投資計劃，目前正在英國洽談

壹個小型堆項目。未來還會選擇在法

國、南非和韓國開分支機構。

綜合報導 美媒稱，根據中

國美國商會最新的年度調查，

盡管中美貿易緊張關系加劇，

但相比壹年前，美國企業對中

國的商業前景更加樂觀。

據報道，這份對411家企業

的調查從去年10月23日開始至

11月26日，其間包括美國總統

唐納德·特朗普訪華。調查發現，

46%的企業相信未來三年中國政

府會致力於進壹步放開外國投資，

這壹比例高於去年的34%。

參與調查工作的美國貝恩公

司合夥人斯蒂芬· 石說，在中國

日益擴大的消費經濟創造機會

之際，這種樂觀的論調反映出

“2017年中國許多行業和許多

企業出現了強勁增長”。

報道稱，調查顯示，64%

的商會企業在2017年出現了收

入增長，高於去年的 58%和

2015年的55%。利潤率也在攀

升，近四分之三的受訪者稱他

們盈利——是三年來的最高比

例。展望未來壹年，四分之三

的受訪者表示，盡管增速低於十年前，但他們

來年仍計劃增加在中國的投資。

調查還顯示，59%的企業將中國列為全球

投資計劃首選前三位國家之壹，高於去年的

56%；78%的受訪者表示良好的中美關系對企

業增長極其或非常重要，高於去年的72%。

最後壹點與高通公司總裁克裏斯蒂亞諾·

阿蒙上周在北京發表的看法壹致，因為他明白

中國對這家美國半導體企業的重要性。

阿蒙說：“我相信，中美企業之間的商業關

系和商業接觸是兩國關系中最大的穩定力量。”

另報道，中國美國商會稱，美國企業對未

來幾年中國進壹步對外商投資開放更有信心，

但也有壹些企業表示受到不公平待遇。

報道表示，美國商會調查報告稱，對中國

經濟可持續增長前景的看法“大致正面”。而

要減少中美兩國之間的貿易摩擦，需要“不論

股東是什麽國籍，公平地執行法律和規定”，

以及開放的投資環境。

對此，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在記者會上回

應表示，已經註意到相關報道，美國企業對未來幾

年中國進壹步對外商投資開放更有信心，更多企業

在擴大對華投資，他們對未來美中關系改善持積極

態度，這樣的看法是客觀和符合事實的。

華春瑩說，我們將壹如既往地歡迎各國企業

來華投資興業，並繼續為他們營造更加公平、更

為透明、更可預期的投資營商環境。我們希望，

其他國家同樣能為中國企業赴他們國家投資興業

提供公平、公正、透明和可預期的營商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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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近日，，壹位日本鏟屎官將貓主子烤火的照片傳到網上後漲粉壹位日本鏟屎官將貓主子烤火的照片傳到網上後漲粉
無數無數。。這只懂得照顧自己的喵星人名叫這只懂得照顧自己的喵星人名叫BusaoBusao，，已經是壹只九歲已經是壹只九歲
的的““老貓老貓””了了，，它和主人它和主人Ryuji TanRyuji Tan居住在日本茨城居住在日本茨城。。

威尼斯水上狂歡節開幕威尼斯水上狂歡節開幕
遊客樂享其中遊客樂享其中

驚險而浪漫驚險而浪漫 美國情侶在美國情侶在120120米高空舉辦婚禮米高空舉辦婚禮

近日近日，，美國新婚夫婦美國新婚夫婦Kimberly WeglinKimberly Weglin和和Ryan JenksRyan Jenks舉辦了壹場舉辦了壹場
與眾不同與眾不同、、令人心跳加速的婚禮令人心跳加速的婚禮。。他們在猶他州他們在猶他州400400英尺英尺（（約約120120米米））
深的峽谷半空深的峽谷半空，，用壹張大網鋪成舞臺用壹張大網鋪成舞臺，，壹場婚禮就這樣上演了壹場婚禮就這樣上演了。。



BB1111體育消息
星期日 2018年2月4日 Sunday, February 4, 2018

美南版■責任編輯：李鴻培 2018年2月5日（星期一）5 文匯體育體育世界

港隊戴盃晉級在望

去年3月，全國冬
季項目備戰2022

年冬奧會跨項跨界選
材動員和座談會在北
京舉行，自此中國運

動員選材打破了項目局限，在全國範圍、
各個項目中尋找優秀人才，增強中國冬季
運動的“硬實力”。
張培萌成為首批試水的人。2017年

天津全運會後，張培萌宣佈退役，在此之
前他已聽說過鋼架雪車，但“沒有想過自
己會練”。從田徑隊退役後，喜歡速度的
張培萌雖然感到身體狀態的下滑，但依舊
在尋找下一個“速度與激情”。

2017年底，張培萌在奧運場館親自
感受到了雪車的魅力。“後來慢慢了解這
個項目需要更多的技術含量並依靠更多的
頭腦，我平時就喜歡賽車、電單車，對這
方面的意識比普通人更強一些，再加上我
奔跑的速度也還可以，上手估計會快一
些。”他說。張培萌從高水準教練那裡得
知雙人雪車需要運動員擁有較大的體重，
身材標準的他最終還是將目標鎖定在了鋼
架雪車上。

冀四年後參加北京冬奧
作為中國短跑運動員，張培萌與隊

友曾打破男子4×100米接力的亞洲紀
錄，並在里約奧運會上有上佳表現，他所
代表的中國男子短跑一度突破不斷，讓中

國人為之熱血不已。如今從田徑場走到冰
雪賽道，人們期待他帶來新的驚喜。“平
昌冬奧會我還參加不了，但參加冬夏兩季
奧運會是我的夢想，如果四年後我能夠參
加北京冬奧會，這也將是我在北京參加的
第二次奧運會，對於我來說也將是歷史性
的一刻。”張培萌說。
其實，擁有這樣不凡改變的並非只

有張培萌一人。即將出征平昌冬奧會的中
國冬奧軍團首次在雪車項目上實現參賽零
的突破，成績正是源於一群和張培萌一樣
來自夏季項目的小伙子。

在1月31日的平昌冬奧會中國代表團
成立儀式上，國家雪車隊隊員邵奕俊在代
表運動員發言時感慨說，雪車隊員的駕駛
技術是用血肉之軀撞出來的。“我來自上
海市田徑隊，原來練習的項目是鉛球。
2015年年底通過跨界跨項選材進了國家雪
車隊。和來自全國十幾位其他項目的隊員
一樣，我對雪車沒有絲毫的了解。”邵奕
俊說。從毫無經驗到首次衝過終點，從比
不過女子選手到在北美和歐洲賽
場上升起五星紅旗，邵奕俊完成

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全國跨項跨界選材開展
如今，全國首批跨項跨界選材項目

已經緊鑼密鼓開展。包括越野滑雪、冰
球、單板滑雪等，而參與選拔的運動員也
來自田徑、單車等多個夏季項目，地域則
橫跨中國東西南北。這被認為是推動中國
冰雪競技運動快速發展的有力措施。
無論是中國冰雪運動的飛速發展，

還是雪車隊戰勝困難的豪邁氣概，都讓張
培萌擁有了再次攀峰的信心。“我其實是
一個坐過山車都會害怕的人，但我覺得會
一點點慢慢適應，因為這個項目畢竟開展
了這麼長時間，別人可以做到，我也可以
做到。”張培萌說。
其實包括張培萌自己都在從無到有

逐漸了解着這個對他很陌生的項目，隨着
中國冰雪運動的不斷發展，他希望通過他
向更多人介紹雪車項目，能夠帶動更多的
人了解冬季項目。 ■新華社

經過一年多的準備，百米飛人

張培萌早前決定轉項鋼架雪車，這一堪稱

冬季運動中F1的項目。如果順利，他也許會出現

在四年後的北京冬奧會上，成為為數不多的冬夏兩季奧

運會參賽者。曾身為中國頂級田徑運動員，張培萌希望

自己的所作所為可以讓更多人了解冬季項目，而這

樣的項目大跨越，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中國

冰雪運動幾年來頗有成就的突破。

百米飛人到冰雪F1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潘志南）戴維斯盃3
日在香港維園中央網球場舉行，主場出戰的港
隊於亞洲/大洋洲區第二組首圈比賽對伊朗，
憑19歲男單一號的王康傑及22歲男單二號的
唐嘉傑，為港隊連取兩分，只要在之後同場進
行的男雙取勝，香港可提早進入次圈。

3日第一場男單由唐嘉傑先上場對伊朗27
歲男單一號卡利丹，唐嘉傑兩局花兩個半鐘以
7:6、6:4勝出。第二場單打，港隊一哥王康傑
輕鬆地以6:2、6:3不足一小時完勝伊朗的賀辛
沙達。王康傑賽後直言：“接下來頭場雙打必
勝無疑，預計可勝伊朗晉級次圈。”去年世大
運男雙銅牌組合黃俊鏗/楊柏朗只要再下一
城，港隊即可打入次圈，否則就要透過第4或
第5場單打分出勝負。

德甲足球聯賽第21輪3日先賽一場，多蒙特作
客聯賽墊底的科隆。新援巴舒亞伊以兩入球一助攻
的夢幻表現幫助“蜜蜂軍”以3：2取勝。

在冬季轉會期最後一天從英超車路士租借而來
的巴舒亞伊出現在多蒙特正選陣容，擔任中鋒以頂
替剛轉會阿仙奴的射手奧巴美揚。第35分鐘，巴舒
亞伊門前接應傳中勁射破網。到62分鐘，這位比利
時年輕前鋒又快速殺上禁區搶射得手再下一城。
科隆下半場兩次扳平，多蒙特憑藉舒賀爾尼接

應巴舒亞伊中場傳球於84分鐘怒射奠勝。多蒙特主
教練史杜加說：“如果今天賽果不好的話，輿論又
會沸沸揚揚，幸運的是沒出現這情況。這場比賽獲
勝讓我們很受用，米斯（巴舒亞伊）的首演當然如
夢幻一般，尤其是在輿論滿天飛的日子之後。”

■新華社

巴舒亞伊首演搶盡“蜂”頭

■鋼架雪車令張培萌再有機會出戰冬奧。新華社

■■20172017年天津全運年天津全運
會後會後，，張培萌張培萌((右右22))
宣佈退役宣佈退役。。 新華社新華社

■■張培萌所代表的中國男子短跑張培萌所代表的中國男子短跑
一度突破不斷一度突破不斷，，讓中國人為之熱讓中國人為之熱
血不已血不已。。 新華社新華社

■■唐嘉傑慶祝贏球唐嘉傑慶祝贏球。。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潘志南潘志南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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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舒亞伊巴舒亞伊
夢幻首演夢幻首演。。

美聯社美聯社

日前，2017-2018中國羽毛球俱樂部
超級聯賽總決賽季軍爭奪賽中，青島仁
洲3:0零封對手奪得季軍。林丹在男單決
賽中以2:0戰勝江蘇小將徐一鳴，打破連
敗困局，他表示狀態還在調整，以便在3
月的全英公開賽有出色表現。
2017年，34歲的林丹曾在全英賽、

中國大師賽闖進四強，在瑞士公開賽和馬
來西亞公開賽奪冠，第七次闖入世錦賽決
賽奪銀，在亞錦賽獲得亞軍，又在全運會
實現了四連冠，“超級丹”一次次用實力
告訴世人英雄未老。
但今年開局連續兩場國際賽事“一

輪遊”狀態低迷，加之中國的羽超聯賽

準決賽敗給小將黃宇翔，又讓人質疑他
的實力是否受到年齡的影響。對此林丹
表示，作為運動員確實沒辦法做到每場
比賽都有十分出色的表現，但自己會盡
量努力去打。“最近會把精力放在三月
份的全英公開賽，之後也會為湯盃、亞
運會等重要比賽把狀態調整好。”林丹

說。
至於，世界羽聯印度公開賽3日在新

德里繼續進行，賽事女單6號種子、港隊
女將張雁宜在4強面對賽事5號種子、美
國球手張蓓雯，最終激戰三局，以21:
14、12:21及19:21不敵對手，無緣女單
決賽。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林丹打破連敗困局 調整狀態備戰全英賽
■林丹在比
賽中回球。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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