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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致電咨詢特惠房價信息
Call for the Move - in Special

SUNBLOSSOM LOUISVILLE

限量全新豪華型
單位~隆重推出!陽花如意公寓

713-981-0137
Work Hours工作時間:
Mon-Fri.  9:00AM-6:00PM
          Sat.10:00AM-5:00PM

9201 Clarewood Drive Houston, TX 77036
◆ 黃金地段中國城中心，舉步直達商場、超市、銀行及
    多元文化社區。

◆ 步行可達中、小學，2號公車站直達醫療中心。

◆ 寬敞的一、二居室及獨立式Townhouse戶型。

◆ 新裝修房間，鋪設新地磚，木地板。

◆ 24小時全方位的專業管理和維修服務。

◆ 國語，英語，越語及廣東話全方位服務。

◆ 辦公室內免費聯網（WIFI）。

方太复活节特惠

 门店电话：281-201-8186

地址：3510 Hwy 6, Sugar Land, 

TX 77478（近99大华）

购方太，有惊喜

方太官方微信号 方太官方网站

本地高級珠寶店，專門定制設計珠寶。

●為您創造夢想中獨特的珠寶首飾！

●休斯頓最好的價格、最佳鑽石選擇！ 
（GIA和EGL認證鑽石）

●我們購買古董與高質量珠寶。

地址: 9889 Bellaire Blvd. Ste. E219B, Houston, TX. 77036
 (面對百利大道)

Bellaire Jewelry 百利珠寶

G03-BELLAIRE JEWELRY百C珠寶_C1357_4

電話: 713-636-2780 (英文)

韓國館 Hankook Kwan韓國館 Hankook Kwan

韓國人開的韓國館  正宗 地道 真材實料

happy hour:每周二、三、四下午5點至晚上8點，啤酒半價。

9140 Bellaire Blvd, suiteB, Houston, TX77036

R03-Hankook Kwan 韓國館1234567C_8

10% OFF
3月31日前有效

coupon

346-240-9696

I01-WE WIN唯安保險C7_A1

2
開幕當天還有精美

禮物送出喔！

2
開幕當天還有精美

禮物送出喔！

位於 Memorial City Mall ( Outside of Apple Store and Tumi)

慶首家 OSIM3月30、31日盛大開幕

Coupon Valid Through 4 /15 / 2018 
Exclusion apply: uLove and 
uDeluxe Massage chair only.

2
開幕當天還有精美

禮物送出喔！

超長的按摩軌道能針對更多的酸痛點按摩完

$200
      off

2
開幕當天還有精美

禮物送出喔！

2
開幕當天還有精美

禮物送出喔！

創新的V形手按摩“抓”走
肌肉深處的酸痛

T04-OSIM 傲勝國際_C5_16

2
開幕當天還有精美

禮物送出喔！

憑此券兌換可以現場折抵$200的折扣 開幕當天 

憑此券也可現場參加抽獎 

我們將送出總價值高達$1290的獎品 還有小禮物免費放送

凡購買uLove白馬王子按摩椅或是

uDeluxe按摩椅的顧客 

本週四 美南周刊
頭版人物介紹預覽

03.29.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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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兆瓊 (C.C. Lee) 先生
世大國際建築事務所負責人
世大國際置業開發公司董事長
萊斯大學風水課程教授
休士頓中華總商會會長 (2012-2014)
美國建築院校評鑑委員會委員 (2008-2012)
獲休市長特納宣布 2018 年 2 月 16 日為 C.C. Lee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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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省理工大學研究團隊近日公開了他們研發的首款可長時間在水中自主遊動的機器魚SoFi
在斐濟進行水下測試。SoFi大部分部件是3D打印的，尾部柔性塑料和矽膠制成，配合魚鰭，可
模仿真實魚類的遊動動作，以重量艙和”浮力控制單元“來實現上浮和下潛，在任天堂控制器和
聲學通信系統引導下，它可在水下超過50英尺的地方遊動40分鐘左右。SoFi可更好地接近海洋
生物且不造成幹擾，或將成為海洋研究的新工具。

警察持防彈盾牌為新人保駕警察持防彈盾牌為新人保駕
新郎曾意外槍擊新娘頭部新郎曾意外槍擊新娘頭部

土耳其安塔利亞土耳其安塔利亞，，警官警官 CerenCeren
EkiciEkici和和Taha Yasin GulTaha Yasin Gul舉行婚禮舉行婚禮。。在在
1010個月前的壹次行動中個月前的壹次行動中，，Taha YasTaha Yas--
inin GulGul 不慎開槍擊中不慎開槍擊中 Ceren EkiciCeren Ekici 的的
頭部頭部，，所幸沒有造成生命危險所幸沒有造成生命危險。。他們他們
的婚禮由警局同事操辦的婚禮由警局同事操辦，，同事們舉著同事們舉著
防彈盾牌防彈盾牌，，護送這對新人走向禮臺護送這對新人走向禮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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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和實體經濟如何深度融合？
發展瓶頸亟待突破

近日，百度與中國長城宣布協力構

建國內首家“軟硬創”三位壹體人工智

能平臺，為傳統智慧城市提供壹攬子解

決方案，促進行業轉型升級。

此前，在騰訊AI Lab（人工智能實

驗室）第二屆學術論壇上，騰訊發布其

在人工智能方面的三大戰略方向：打造

通用AI（人工智能）之路；成立機器人

實驗室；聚焦“AI+醫療”戰略，探索落

地場景……

從連續兩次寫入政府工作報告，到

業內積極部署推進智能產業，“人工智

能”無疑已經成為當下熱門話題。我們

將迎來怎樣的智能生活，人工智能和實

體經濟如何深度融合，哪些發展瓶頸亟

待突破，都值得思考。

“人工智能讓城市變得更聰明”
阿裏巴巴的人工智能設計師“魯班”，

去年雙11購物節期間，針對不同消費者

自主設計了4.1億張商品海報。

京東配送機器人，會自行拐彎，規避

路障，禮讓行人，壹切操作自動完成。

小偷打碎玻璃時，智能攝像機就能

自動拍下小偷照片，並傳送到用戶手機，

為破案提供重要證據。

患者做完心電圖，智能系統直接給

出初步分析報告，同時提醒需要註意的

數值事項，輔助醫生做診斷。

……

發展智能產業，拓展智能生活，政府

工作報告描繪的藍圖正在逐步成為現實。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人工智能技

術迅猛發展，獲得重要進展的人工智能

應用，都是與對應行業、產品或服務相

結合的，服務用戶、服務大眾是技術發

展的必然結果。從長期看，人工智能作

為未來提高生產力的關鍵技術，其發展

會是壹個螺旋上升的過程。”360集團董

事長兼首席執行官周鴻祎表示。

“從基礎的預約掛號、獲取檢查結

果，到手術機器人、遠程智能診治等新

手段的運用，人工智能技術正逐漸運用

在醫療行業方方面面。”北京大學黨委

副書記、醫學部黨委書記劉玉村指出，

人工智能技術壹定程度上改善了群眾的

看病就醫環境，給患者帶來便利的同時

也提高了就醫效率，緩解了公共資源的

壓力。

“如今，居民電梯也有了‘黑匣子’，

事故率下降了50%。”中新天津生態城管

理委員會副主任羅家均告訴記者，生態

城美林園小區目前安裝了54臺智慧電梯，

用戶掃描電梯轎廂二維碼，就能了解電梯

維保信息；電梯“黑匣子”實現全天候

運行監控，乘梯人壹旦被困，可立即通

過4G高清攝像頭與救援人員對話。

“人工智能技術的飛速發展，讓城

市變得更聰明”，羅家均深有感觸，

“收垃圾、預約家庭醫生、掌握區內交

通狀況、遠程控制智能家電……生態城

的居民通過網站和手機APP，足不出戶便

可享受30項社區智慧生活服務；智慧網

廳、智慧大廳也實現了互聯網和電子政

府的融合。”

“新技術也在創造新的就業崗位”
火災現場，消防員的“逆火而行”

令人動容。危險的作業壹線，能否不用

人工？答案是，行！

“中信重工的特種消防機器人可實

現準確到位，代替消防救援人員實施無

人滅火。”中信重工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俞章法自豪地說。

“人工智能的生命在於應用。”俞

章法說，通過運用“機器逆學習算法”，中

信重工還研制了防爆輪式巡檢機器人、

國內首臺鐵路列檢機器人、綜合管廊機

器人、水下機器人、水泥碼垛機器人、

高壓水射流機器人……2017年中信重工

機器人及智能裝備產業板塊營業額突破

10億元人民幣，真正實現了“傳統動能+

新動能”雙輪驅動。

會包邊，能上件，會焊接，能塗膠……

在東風柳汽柳東乘用車基地，壹排橘黃

色的“機械手”自動運轉，沖壓、焊接、塗

裝、總裝四大工藝及配套設施，全部實

現了機器人自動化作業。

“目前柳州市工業機器人存量近

4000臺，並以每年1000臺的增量遞增。”

廣西柳州市市長吳煒說，2017年引導社

會固定資產在工業機器人方面投資3.6億

元，為企業降低成本30%，節約人工

40%，提高效率30%。

借助人工智能技術，不僅在工業

上實現了“黑燈工廠”，農業也能自

動化。

“這條生產線，由全自動播種

線、補苗設備、移栽機、跳移機、

噴灌機等組成，實現了種苗全自動快

速繁育，大幅提升了生產效率。”談

起自家的“植物工廠”，內蒙古蒙草

生態環境（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長王召明臉上寫滿了興奮。

“發展智慧農業，需要構建大數據

平臺。”王召明建議國家出臺政策，支

持有能力的農業企業構建生態大數據平

臺，運用衛星遙感、大數據、人工智能

等技術，集成水、土、空氣、微生物等

多種數據。“該澆多少水、該施什麽肥，讓

農民壹目了然，再運用互聯網實現壹鍵

操作。”

智能制造、機器人、高檔數控機床

和其他新興技術的興起，會不會造成失

業問題？

“新技術在沖擊傳統就業的同時，

也在創造新的就業崗位。”中華全國總

工會研究室主任呂國泉表示，技術革新

將倒逼產業結構調整，創造新型就業機

會。他建議抓住機遇，把促進“創業式

就業”與發展“三新”更好結合起來，

發展就業新形態，形成經濟發展和擴大

就業的聯動效應。

“缺少重大原創成果困擾行業發展”
當前，我國的人工智能產業成績喜

人，但也存在著諸多發展難題和障礙，

亟待破解。

業內人士紛紛表示，缺少重大原創

成果、缺乏系統的超前研發布局、人工

智能尖端人才遠遠不能滿足需求、政策

法規和標準體系欠缺，是困擾我國人工

智能發展的難題，時代在呼喚體制機制

改革創新。

“政策與技術進步是否匹配，壹定

程度上決定了產業創新速度和競爭力。

”百度公司董事長李彥宏建議國家出臺

政策，鼓勵企業打造高水平人工智能開

放平臺；加快研究自動駕駛運營政策，

盡快明確自動駕駛汽車運營的資質要

求；提高自動駕駛領域網絡安全和風險

防範意識；推進智能化道路基礎設施規

劃建設，打造支持自動駕駛汽車的新型

城市交通環境。

“目前的硬件特別是移動端或者物

聯網設備，很難滿足人工智能算法需

求，需進壹步優化算法；當前人工智能

技術的理論仍然不太完備，需要繼續加

強基礎理論研究。”周鴻祎表示。

“人才是第壹資源，要吸引和培養

人工智能高端人才和創新創業人才，支

持壹批領軍人才和青年拔尖人才成長。”

商務部電子商務和信息化司司長騫芳莉

建議，支持加強人工智能相關學科專業

建設，引導培養產業發展急需的技能型

人才。

“要形成人工智能產業發展的科研

‘生態圈’，發揮整體競爭優勢。”中

科院合肥物質科學研究院先進制造技術

研究所所長王容川建議，通過發展聯

盟、聯合等方式，對現有從事人工智能

研究的機構進行整合，並配套相關的整

體研究規則。同時進壹步促進大數據融

合，打破信息壁壘，讓各有側重、單打

獨鬥，轉變為科學布局、互為支撐、發

揮合力。

“對於因人工智能產業發展可能帶

來的改變，立法上要有充分考慮。”王

容川建議開展人工智能相關政策和法律

法規研究，推動行業合理開放數據。充

分考慮社會倫理問題，比如明確機器人

有無社會屬性、無人駕駛汽車交通事故

的責任主體認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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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日

前，歐元區領導人

舉行峰會，著手繼

續推進改革，旨在

強化歐元區抵禦經

濟危機的能力，再

度承諾完成銀行業

聯盟並成立壹支紓

困基金。此前由於

德國新政府壹直遲

遲未能組建，此事

拖延了好幾個月。

歐元集團主席

森特諾稱此次會議為

”階段性”峰會，歐元

區19國領導人在會

上雖未作出任何決

定，但承諾最遲在6

月拿出具體方案。

德國總理默克

爾在峰會後與法國總

理馬克龍聯合舉行的記者會上表示，

新壹屆德國政府組建完成後，德法兩

國將牽頭使這些改革問題具體化。

“很明顯，在銀行業聯盟這壹

問題上，我們需要取得進展，非常

迅速的進展，以便掃清道路，”默

克爾說。她補充道，歐元區也需要

實現資本市場同盟，並在歐元區

的”結構方面”作出改變。

“德法兩國已於上周開始此

項工作。雙方將在4月舉行會晤，5

月同各國部長開會，隨後在6月

取得壹致立場，”她說。

她表示，針對將歐洲穩定機

制（ESM）轉型為壹支歐洲貨幣

基金，並使之在政府被迫求援時

對主權債重組發揮作用，德法兩

國已經有了壹些設想。

包括德國在內的壹些國家，希

望壹旦要求紓困就自動啟動重組，

但其他國家則希望謹慎行事。“我認

為我們進展良好，”默克爾說。

至於銀行聯業盟計劃的最後壹項

要素—泛歐元區存款擔保機制—各國政

府對實施的方式和時間仍意見分歧。

許多歐元區國家堅持銀行業必

須先降低其在民間和政府債務的曝

險，才能啟動該項存款擔保計劃。

但在如何衡量風險是否已大幅下降

的問題上，各國尚未形成共識。

“我們討論的許多主題是有

爭議性的，比如歐元區的財政能力，

但我認為可以找到解決方法，”歐

洲理事會主席圖斯克說。

“6月時我們將有具體決定，

並且提供未來發展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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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將丹尼港將丹尼（（白衫白衫））遭對手遭對手
攔截攔截。。 足總圖片足總圖片

中國排協官網日前公佈了中
國女排第二批集訓球員名單，加
上此前發佈的第一期名單和留洋
的朱婷，多達31人進入國家集
訓隊。今年世錦賽與亞運會、瑞
士精英賽和亞洲盃的比賽時間接
近，中國隊極有可能效仿四年
前，兵分兩路出戰不同賽事。

兩期名單涵蓋了中國絕大部
分優秀選手。既有張常寧、袁心
玥等里約周期的主將，也有上賽
季嶄露頭角的王媛媛、高意等年
輕國手，還有李盈瑩、胡銘媛等
聯賽搶眼的新生力量。另外，北
航大學生球員任凱懿、已經27
歲的上海主攻張軼嬋、新生代二
傳孟豆和孫海平也都進入集訓名
單。
不過，集訓隊仍包括多名

“老將”，除隊長朱婷外，12
名里約奧運冠軍中有9人入選新
一屆國家隊，僅已退役的魏秋
月、惠若琪和有傷在身的徐雲麗
3人缺席。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吳安儀再膺星中之星
七奪國際大賽冠軍 世界排名升第一

粵港澳大灣區足球聯賽啟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在大灣
區發展步伐帶動下，一項民間主辦的“粵
港澳大灣區足球冠軍聯賽”27日午在香
港舉行啟動禮。廣東省粵港澳合作促進會
主任白玲，廣東民間足球促進會創始人容
志行，香港足總副主席、公民主席貝鈞
奇，香港足總董事霍啟山與廣州、佛山、
香港、澳門、惠州等九個城市民間足球隊
代表出席。賽事下半年展開，明年3月誕
生冠軍球隊，賽事採取主客制，球員均是
業餘愛好者。

中四生奪越野跑青年組冠軍
Bonaq

ua C3 fit動
感亞洲越野
跑步系列賽
揭幕戰日前
在淺水灣開
跑，賽事設
有9公里及
14公里賽程。其中，9公里賽事的男女子
冠軍分別為澳洲籍華裔跑手黎百濤及蘇格
蘭女將Alice Macleod。而14公里組別就
由來自英國的Ryan Whelan奪得總冠軍，
納米比亞跑手Stephanie Roland則摘下女
子桂冠。另外，年僅17歲的香港中四學
生陳梓軒（上圖）以1小時33分59秒獲
得14公里組男子青年組冠軍。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球迷隨隊赴朝球迷隨隊赴朝，，為港隊打氣加油為港隊打氣加油。。 足總圖片足總圖片

■■張常寧再次入選張常寧再次入選
國家隊國家隊。。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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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sung 2017年度
香港傑出運動員各獎項
香港最具體育精神運動員

˙劉徐徐（武術）

香港最具潛質運動員

˙楊倩玉（單車）

˙佘繕妡（劍擊）

˙陳健樂（游泳）

˙楊千締（武術）

˙魏瑋恩（滑浪風帆）

香港傑出青少年運動員

˙麥卓穎（滑浪風帆）

˙Nicholas Bezy（帆船）

˙楊子瑩（武術）

˙梁仲仁（智障人士體育）

˙卡比多羅比（桌球）

˙陳彥霏（劍擊）

香港最佳運動隊伍

˙香港男子板球隊

香港最佳運動組合

˙胡兆康、麥卓賢、曾德軒（保齡球）

香港傑出運動員

˙吳安儀（桌球）

˙黃鎮廷（乒乓球）

˙李慧詩（單車）

˙何詩蓓（游泳）

˙張家朗（劍擊）

˙吳玫薈（智障人士體育-乒乓球）

˙余翠怡（輪椅劍擊）

˙何健欣（武術）

星中之星香港傑出運動員大獎

˙吳安儀（桌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
南）香港足球代表隊未能創造傳
奇，在27日的亞洲盃外圍賽B組最
後一場小組賽，作客平壤以0：2吞
下朝鮮兩蛋，無緣明年的決賽周。
50名香港球迷前往打氣，32,000名
現場觀眾也為兩隊加油給予支持。

港隊今場首發陣容為：艾力
士、佐迪、麥基，中場羅拔圖、梁
振邦及徐德帥，守將丹尼、羅素、
艾里奧、徐宏傑及門將葉鴻輝。開
賽8分鐘內港隊成功兩護空門。但
18分鐘，朝鮮球員鄭日冠禁區頂遠
射建功，朝鮮隊領先1：0。6分鐘
後，朝鮮隊左路傳中，朴光龍遠柱
後上高人一等頂成2：0。

下半場，港隊調入林嘉緯，以
改善輸送。56分鐘開出角球，令朝
鮮混亂中解圍不遠，港隊後上怒射
遭朝鮮門將沒收。這也是港隊最有
威脅的射門。58分鐘，港隊手榴彈
投入禁區，朝鮮解圍，唐建文禁區
外窩利起腳可惜高出。港隊雖於末
段以黃威換入艾力士，惜已難挽敗
局，無奈地以0：2輸波離場。

亞外賽B組，朝鮮隊6戰11分
排第2，與榜首的黎巴嫩晉級2019年

亞洲盃決賽周；香港隊6戰得5分排
名小組第3，無緣出線。港隊曾在50
年前（1968年）晉級亞洲盃決賽周。
賽後，港足主帥廖俊輝指出，

香港球員無論在身材、踢法、速度
還是力量上都不及對手，下半場港
隊作出調動加上主隊踢得較防守，
港隊雖未能反勝創造傳奇但仍踢出
香港精神。

■■麥卓穎麥卓穎（（左四左四））連續兩年獲得香港傑出青少年運動員獎連續兩年獲得香港傑出青少年運動員獎。。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 攝攝

■■張家朗張家朗（（左起左起））與余翠怡與余翠怡、、李慧詩李慧詩、、
吳安儀吳安儀、、何健欣及黃鎮廷合影何健欣及黃鎮廷合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 攝攝

■■跳高女神楊文蔚有無資格跳高女神楊文蔚有無資格
拿最佳衣獎拿最佳衣獎？？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 攝攝

■■吳安儀勇奪星中之星大獎吳安儀勇奪星中之星大獎。。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

吳安儀三年兩奪“星中之星”！

2017年成績驕人的“桌球天后”吳

安儀以大熱門的姿態奪得“星中之

星”香港傑出運動員大獎，這亦是

她第二度獲得該項殊榮，這位世界

“一姐”認為自己尚有進步空間，

希望在男子桌球界闖出一片天。

今屆香港傑出運動員選舉“八傑”中有
三名新面孔，何詩蓓、吳玫薈及何健

欣均是首度入選成為傑出運動員，至於最為
矚目的“星中之星”大獎則由吳安儀力壓李
慧詩奪得。吳安儀於2017年狀態大勇，七
奪國際大賽冠軍成績驕人，而世界排名亦於
今年躍升至第一位，這位27歲的桌球好手
表示她的成就屬於整個團隊：“教練、隊
友、體院及家人都給予我無限支持，讓我可
無後顧之憂地專注訓練及比賽，這獎項是屬
於我整個團隊，還有要多謝前輩們的付出，
令我們這些後輩有資源去訓練。”

盼在男子桌球界有突破
在女子桌球界已贏盡所有，不過吳安儀

表示自己遠未滿足：“我很幸運，我的工作
就是我的興趣，最辛苦就是之前因為生病要
留在家中無法訓練，上年一直到處比賽看到
有很多實力不俗的年輕球員，在桌球上我還
有很多東西需要學習，從沒想過要退役。”
吳安儀還希望未來可在男子桌球比賽中

作出突破：“之前在世錦賽外圍賽面對男球
手只贏過一場，我覺得自己可以做得更好，
希望今年可以多贏一場，有多一倍的進
步。”
而李慧詩則藉當選“八傑”的機會向即

將退役的隊友孟昭娟發表感言，她表示和孟
昭娟合作時贏了國家隊，令她覺得自己有能
力戰勝世界列強：“孟昭娟就算退役了也永
遠是我心中一位傑出運動員，祝福她在新的
挑戰中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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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將丹尼港將丹尼（（白衫白衫））遭對手遭對手
攔截攔截。。 足總圖片足總圖片

中國排協官網日前公佈了中
國女排第二批集訓球員名單，加
上此前發佈的第一期名單和留洋
的朱婷，多達31人進入國家集
訓隊。今年世錦賽與亞運會、瑞
士精英賽和亞洲盃的比賽時間接
近，中國隊極有可能效仿四年
前，兵分兩路出戰不同賽事。

兩期名單涵蓋了中國絕大部
分優秀選手。既有張常寧、袁心
玥等里約周期的主將，也有上賽
季嶄露頭角的王媛媛、高意等年
輕國手，還有李盈瑩、胡銘媛等
聯賽搶眼的新生力量。另外，北
航大學生球員任凱懿、已經27
歲的上海主攻張軼嬋、新生代二
傳孟豆和孫海平也都進入集訓名
單。

不過，集訓隊仍包括多名
“老將”，除隊長朱婷外，12
名里約奧運冠軍中有9人入選新
一屆國家隊，僅已退役的魏秋
月、惠若琪和有傷在身的徐雲麗
3人缺席。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吳安儀再膺星中之星
七奪國際大賽冠軍 世界排名升第一

粵港澳大灣區足球聯賽啟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在大灣
區發展步伐帶動下，一項民間主辦的“粵
港澳大灣區足球冠軍聯賽”27日午在香
港舉行啟動禮。廣東省粵港澳合作促進會
主任白玲，廣東民間足球促進會創始人容
志行，香港足總副主席、公民主席貝鈞
奇，香港足總董事霍啟山與廣州、佛山、
香港、澳門、惠州等九個城市民間足球隊
代表出席。賽事下半年展開，明年3月誕
生冠軍球隊，賽事採取主客制，球員均是
業餘愛好者。

中四生奪越野跑青年組冠軍
Bonaq

ua C3 fit動
感亞洲越野
跑步系列賽
揭幕戰日前
在淺水灣開
跑，賽事設
有9公里及
14公里賽程。其中，9公里賽事的男女子
冠軍分別為澳洲籍華裔跑手黎百濤及蘇格
蘭女將Alice Macleod。而14公里組別就
由來自英國的Ryan Whelan奪得總冠軍，
納米比亞跑手Stephanie Roland則摘下女
子桂冠。另外，年僅17歲的香港中四學
生陳梓軒（上圖）以1小時33分59秒獲
得14公里組男子青年組冠軍。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球迷隨隊赴朝球迷隨隊赴朝，，為港隊打氣加油為港隊打氣加油。。 足總圖片足總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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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sung 2017年度
香港傑出運動員各獎項
香港最具體育精神運動員

˙劉徐徐（武術）

香港最具潛質運動員

˙楊倩玉（單車）

˙佘繕妡（劍擊）

˙陳健樂（游泳）

˙楊千締（武術）

˙魏瑋恩（滑浪風帆）

香港傑出青少年運動員

˙麥卓穎（滑浪風帆）

˙Nicholas Bezy（帆船）

˙楊子瑩（武術）

˙梁仲仁（智障人士體育）

˙卡比多羅比（桌球）

˙陳彥霏（劍擊）

香港最佳運動隊伍

˙香港男子板球隊

香港最佳運動組合

˙胡兆康、麥卓賢、曾德軒（保齡球）

香港傑出運動員

˙吳安儀（桌球）

˙黃鎮廷（乒乓球）

˙李慧詩（單車）

˙何詩蓓（游泳）

˙張家朗（劍擊）

˙吳玫薈（智障人士體育-乒乓球）

˙余翠怡（輪椅劍擊）

˙何健欣（武術）

星中之星香港傑出運動員大獎

˙吳安儀（桌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
南）香港足球代表隊未能創造傳
奇，在27日的亞洲盃外圍賽B組最
後一場小組賽，作客平壤以0：2吞
下朝鮮兩蛋，無緣明年的決賽周。
50名香港球迷前往打氣，32,000名
現場觀眾也為兩隊加油給予支持。

港隊今場首發陣容為：艾力
士、佐迪、麥基，中場羅拔圖、梁
振邦及徐德帥，守將丹尼、羅素、
艾里奧、徐宏傑及門將葉鴻輝。開
賽8分鐘內港隊成功兩護空門。但
18分鐘，朝鮮球員鄭日冠禁區頂遠
射建功，朝鮮隊領先1：0。6分鐘
後，朝鮮隊左路傳中，朴光龍遠柱
後上高人一等頂成2：0。

下半場，港隊調入林嘉緯，以
改善輸送。56分鐘開出角球，令朝
鮮混亂中解圍不遠，港隊後上怒射
遭朝鮮門將沒收。這也是港隊最有
威脅的射門。58分鐘，港隊手榴彈
投入禁區，朝鮮解圍，唐建文禁區
外窩利起腳可惜高出。港隊雖於末
段以黃威換入艾力士，惜已難挽敗
局，無奈地以0：2輸波離場。

亞外賽B組，朝鮮隊6戰11分
排第2，與榜首的黎巴嫩晉級2019年

亞洲盃決賽周；香港隊6戰得5分排
名小組第3，無緣出線。港隊曾在50
年前（1968年）晉級亞洲盃決賽周。

賽後，港足主帥廖俊輝指出，
香港球員無論在身材、踢法、速度
還是力量上都不及對手，下半場港
隊作出調動加上主隊踢得較防守，
港隊雖未能反勝創造傳奇但仍踢出
香港精神。

■■麥卓穎麥卓穎（（左四左四））連續兩年獲得香港傑出青少年運動員獎連續兩年獲得香港傑出青少年運動員獎。。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 攝攝

■■張家朗張家朗（（左起左起））與余翠怡與余翠怡、、李慧詩李慧詩、、
吳安儀吳安儀、、何健欣及黃鎮廷合影何健欣及黃鎮廷合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 攝攝

■■跳高女神楊文蔚有無資格跳高女神楊文蔚有無資格
拿最佳衣獎拿最佳衣獎？？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 攝攝

■■吳安儀勇奪星中之星大獎吳安儀勇奪星中之星大獎。。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

吳安儀三年兩奪“星中之星”！

2017年成績驕人的“桌球天后”吳

安儀以大熱門的姿態奪得“星中之

星”香港傑出運動員大獎，這亦是

她第二度獲得該項殊榮，這位世界

“一姐”認為自己尚有進步空間，

希望在男子桌球界闖出一片天。

今屆香港傑出運動員選舉“八傑”中有
三名新面孔，何詩蓓、吳玫薈及何健

欣均是首度入選成為傑出運動員，至於最為
矚目的“星中之星”大獎則由吳安儀力壓李
慧詩奪得。吳安儀於2017年狀態大勇，七
奪國際大賽冠軍成績驕人，而世界排名亦於
今年躍升至第一位，這位27歲的桌球好手
表示她的成就屬於整個團隊：“教練、隊
友、體院及家人都給予我無限支持，讓我可
無後顧之憂地專注訓練及比賽，這獎項是屬
於我整個團隊，還有要多謝前輩們的付出，
令我們這些後輩有資源去訓練。”

盼在男子桌球界有突破
在女子桌球界已贏盡所有，不過吳安儀

表示自己遠未滿足：“我很幸運，我的工作
就是我的興趣，最辛苦就是之前因為生病要
留在家中無法訓練，上年一直到處比賽看到
有很多實力不俗的年輕球員，在桌球上我還
有很多東西需要學習，從沒想過要退役。”

吳安儀還希望未來可在男子桌球比賽中
作出突破：“之前在世錦賽外圍賽面對男球
手只贏過一場，我覺得自己可以做得更好，
希望今年可以多贏一場，有多一倍的進
步。”

而李慧詩則藉當選“八傑”的機會向即
將退役的隊友孟昭娟發表感言，她表示和孟
昭娟合作時贏了國家隊，令她覺得自己有能
力戰勝世界列強：“孟昭娟就算退役了也永
遠是我心中一位傑出運動員，祝福她在新的
挑戰中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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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時間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SUN.

26 27 28 29 30 31 1

00:00-00:30
地理•中國 (重播)

00:30-01:00
明星加油站(重播) 

01:00-01:30

01:30-02:00

動物傳奇(重播) 
(English)

Story China 
故事在中國(重播)

防務新觀察 (重播) 中國大舞臺 (重播)

02:00-02:30

02:30-03:00

03:00-03:30
地理•中國 (重播)

03:30-04:00
司馬白話(重播)

04:00-04:30

04:30-05:00

05:00-05:30
空姐新發現(重播

)

05:30-06:00

Story China 
故事在中國(重播

)
中國大舞臺 (重播)

06:00-06:30

06:30-07:00

07:00-07:30

07:30-08:00
健身舞起來（重播

）
08:00-08:30

08:30-09:00

09:00-09:30

09:30-10:00

Story China 
故事在中國(首播)

快樂童年(重播) 中國大舞臺 (首播)
地理•中國 

(首播)

10:00-10:30 粵語天地 (重播) 明星加油站(首播) 洋言洋語(重播) 空姐新發現(首播)

10:30-11:00
11:00-11:30

11:30-12:00

12:00-12:30

12:30-13:00
空姐新發現(重播

)

13:00-13:30
美食鳳味 (重播)

13:30-14:00 生活 (重播)
動物傳奇(首播) 

(English)
14:00-14:30

14:30-15:00

15:00-15:30
洋言洋語(首播) 粵語天地(首播)

15:30-16:00

地理•中國 
(重播)

中華文化遺產 
(首播)

16:00-16:30

16:30-17:00

17:00-17:30

中華文化遺產 
(重播)

地理•中國 (重播)
幸福來敲門 

(首播1)
幸福來敲門 

(首播2)
司馬白話 (首播)

17:30-18:00

18:00-18:30
18:30-19:00

19:00-19:30 健身舞起來（首

19:30-20:00
美食鳳味 生活(首播) 防務新觀察  (首播)

20:00-20:30 生活 (重播) 快樂童年(首播)
20:30-21:00

21:00-21:30

21:30-22:00

22:00-22:30
司馬白話(重播)

22:30-23:00
明星加油站 (重播)

23:00-23:30

23:30-00:00

幸福來敲門 
(重播1)

幸福來敲門(重播2)
電視台保留變更節目權利，以實際播出為準。 Updated as: 3/22/2018

Southern Television 15.3             2018年3月份 電視頻道節目表

中國文藝 (重播) 美南新聞 / 台灣新聞 /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生活魔法師 (首播)

少年中國 (重播)
味道(重播)

經典電影(重播) 中國功夫(首播) 

經典電影(重播)
今日關注(重播)

中國功夫(重播) 

English 900 (首播) 

特別呈現 (重播) 電視劇《人到四十》（重播）（English Subtitles）
武林風 (重播)

電視劇《大瓷商》（重播） （English Subtitles）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台灣新聞 美南新聞 / 台灣新聞 /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台灣新聞 

防務新觀察 
(重播) 海峽兩岸(重播)

電影藏密（重播）
謝謝我的家  

(重播)
健康之路 (重播)

男左女右 (首播)
檔案（首播）

經典電影(首播)文明之旅  (重播)
電影藏密（首播

）
今日關注(首播)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台灣新聞 

美南新聞 / 台灣新聞 /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台灣新聞 

謝謝我的家 (首播)
台灣心動線 

(重播)
爸媽囧很大 (重播)

城市一對一（重播
）

文人政事(重播) Howdy 
Philippines!  

(首播)
電視劇《人到四十》（首播）（English Subtitles） 特別呈現 (首播)

卡通片《鞠萍姐姐講故事》 (首播)

特別呈現 (重播) 綠水青山看中國 
(重播)

武林風  (重播)
中國民歌大會第一

季  (重播)
武林風 (首播)

中國民歌大會第
一季 (首播)

真情部落格(首播）

中國文藝 (重播)

美南新聞 / 台灣新聞 /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台灣新聞 

Howdy Philippines!  
(重播)

爸媽囧很大 城市一對一 文人政事 台灣心動線

綠水青山看中國 
(首播)電視劇《大瓷商》 （首播）（English Subtitles） 中國文藝 (首播)

海峽兩岸(首播)
味道(首播) 謝謝我的家  (重播)

健康之路  (首播)
真情部落格 

(重播）
檔案（重播） 文明之旅  (首播)

美南新聞 / 台灣新聞 /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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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美南電視介紹

【VOA】隨著人們對關稅上調而可能引發
美中貿易戰的擔心有所減弱，美國股市周一
大幅上漲。
受到密切關注的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在早盤
交易中上漲超過1.5個百分點，其他指數也
大幅上漲。此前，亞洲股市漲跌互見，而歐
洲股指下跌。
川普上周宣布要對價值600億美元的中國輸
美產品提高關稅，爭取把美國去年與中國的
3750億美元的貿易逆差減少一千億美元，
北京則立即表示要對美國商品提高關稅。這
個消息導致全球股市大跌。
但周一有跡象表明全球兩大經濟體之間的緊

張局勢趨於緩和。
白宮貿易顧問彼得•納瓦羅告訴
CNBC，美國財長斯蒂文•
努欽和貿易代表羅伯特•萊
特希澤在與中國官員討論兩
國之間的貿易問題。努欽告
訴美國福克斯新聞，他“謹
慎地希望”能夠達成協議，
以阻止中國對價值500億美
元的美國出口征收關稅。
川普政府要求中國降低美國
汽車出口關稅，並向美國金
融服務公司開放市場。 據彭博新聞
社報道，努欽給中國副總理劉鶴打

電話，祝賀他被任命為中國負責經濟政策的
副總理，兩位官員還討論了如何以兩國都同
意的方式來解決貿易不平衡問題。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表示，中國願意與
美國官員會晤解決兩國貿易問題，但中國外
交部敦促美國“停止在關稅問題上的經濟恐
嚇”。
川普總統避免提及關稅糾紛和上周的股價大
幅下跌，但他強調美國經濟表現良好。
“經濟看起來非常好，”他在推特上評論說
。 “我們已經有多年沒有看到這些數字了
，公司的潛在實力可能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好
。”

《美國之音》 全美重點要聞整理

美中貿易戰之憂減弱 
雙方正討論 美股上漲  

節目介紹：
《動物傳奇》是央視綜藝頻道的一檔大型電視節目，原為《動物狂歡節》。節目講述
了地球演化最早時期生命的形成，揭示動物出現後一次又一次昌盛和滅絕的原因，涉
及地球誕生、生命誕生以及這段漫長歷史時期中早期生命、節肢類、爬行類史前動物
和早期脊椎動物的演變與發展軌跡。

播出時間：
周日中午1時30分至2時，周二凌晨1時30分至2時重播，敬請準時收看。

《動物傳奇》
野生動物演變記錄片  探尋生命軌跡

▲ 節目內容。
▲ 節目內容。

   圖：德國司法部長卡萊琳娜•巴利談論Facebook用戶個人資料外泄問題（2018年3月22日）。

【VOA】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周一表示正在
調查社交媒體巨頭臉書(Facebook)的隱私控
制措施，報告稱英國投票人研究機構劍橋分析
公司獲取了數千萬Facebook用戶的個人數據
。
這個消費者保護機構的公告致使Facebook的
股價又下跌了2％，臉書的股票上周暴跌14％
，該公司的市值減少了900億美元。
聯邦貿易委員會通常不會公布對某個機構進行
調查的消息，但美國上周對此已有大量報道，
該機構因此出面證實了這次調查。
消費者保護部門的代理負責人湯姆帕爾說：“
聯邦貿易委員會堅定全面地致力於使用其所有
工具來保護消費者的隱私，其中最重要的工具
是對未能履行其隱私承諾的公司采取執法行動
，包括不遵守美國 - 歐洲聯合隱私協議，或
者參與不正當行為，給消費者造成嚴重傷害，
違反美國消費者保護條款。”
在有人揭露劍橋分析公司從英國研究人員亞歷

山大•科根獲取大量Facebook用戶信息之後
，Facebook保護用戶隱私的做法在大西洋兩
岸都受到質疑，科根被Facebook授權收集數
據，作為學術研究的一部分。
科根開發了一個應用程序，讓27萬Facebook
用戶提供有關他們自己的信息。總而言之，由
於這27萬用戶都有其廣泛鏈接，可能有多達
五千萬用戶的個人信息被泄露。
英國已開始對劍橋分析公司進行調查，並從其
倫敦總部拿走數據。
德國司法部長卡萊琳娜•巴利星期一與臉書官
員會面後呼籲對Facebook等公司進行更嚴格
的監管和更嚴厲的處罰。
她說，“Facebook承認有濫用和過度行為，
並且說已經采取措施，確保不再發生，但承諾
是不夠的，未來我們將不得不更嚴格地管理
Facebook這樣的公司。”
臉書周一表示仍然“堅定地致力於”保護人們
的信息，並且會回答聯邦貿易委員會的問題。

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調查臉書公司

圖：交易員於2018年3月26日在紐約證券交易所工作。美國股市周一早盤大幅上漲。  

精彩
節目介紹 KVVV

（ 休士頓 / 秦鴻鈞報導 ）國立成功大學休士頓校友會將於
今年五月十二日，在休士頓舉行五十週年慶暨交接典禮，當天下
午還將舉辦盛大的專題講座，由台灣專程前來的嘉賓主講。該校
友會主席葉宏志，執行主席趙婉兒於日前聯名寫信給所有贊助單
位及校友們如下：
尊敬的贊助單位, 及校友們

時光荏苒，如白駒過隙，轉眼間國立成功大學休士頓校友會
成立己有半個世紀。我們將於 5月 12 日擴大辦理 50 週年慶祝活
動。我們很榮幸邀請到母校,成大蘇慧貞校長和前內政部部長也
是成大水利系校友李鴻源教授遠道從台灣來參加 我休士頓校友
會 50 週年慶。為慶祝本校友會成立 50 週年 5 月 12 日下午 2:00
至 5:00 時舉辦專題講座、由蘇慧貞校長和李鴻源教授主講。晚
上 6:00 慶祝晚宴將在豪華酒店 Marriott Westchase 舉行,很榮幸邀
請到國際超導體權威朱經武院士為主講人、同時您將享受美味的
食物和充滿樂趣與燦爛的娛興節目。歡迎企業界人士及各僑社朋
友, 提供贊助, 共襄盛舉!

當天下午二時至五時，將在 Houston Marriott Westchase (
2900 Briarpark Dr. Houston TX 77042 ) 舉行講座。將邀請成大校
長蘇慧貞談 「成大發展願景」 及台大教授李鴻源主講： 「由
Harvey 風災談休士頓治水議題」。此講座為免費入場，歡迎各
僑社人士踴躍參加，座位有限，報名請早。

兩位主講人介紹如下：
（一）蘇慧貞成大校長: 台灣首位國立大學女性校長，哈佛

大學公衛學院環境衛生
科學博士. 路易斯安那
州立大學生態生理學碩
士. 國立台灣大學植物
系學士.

聽聽蘇校長她的治
校理念，如何使成大成
為在全世界培育優質公
民之高等教育中具有舉
足輕重的大學。

（二）李鴻源教授
，現任台大教授，成大
水利系校友，歷任台灣
省政府水利處長，台北
縣副縣長，行政院公共
工程委員會主任委員，
內政部部長等.

擁有水利專業和行政經驗的 「台大教授」李鴻源,所到的演
講場場爆滿。

電郵報名Register Email: nckuaah1@ gmail.com ( 請寫姓名，
電話，Email )

William Yeh 281-217-7450 or Alice Hung 713-480-4885
當天晚間六時，在 Houston Marriott Westchase (2900 Briar-

park Dr. Houston ,TX 77042 ) 舉行的成大校友會五十週年慶暨交
接典禮，該校友會邀請到國際超導體權威朱經武院士（Dr. Paul
Chu ) 為主講人。同時出席者將享受美味的食物和充滿樂趣與燦
爛的娛樂節目。歡迎企業界人士及各僑社朋友，提供贊助，共襄
盛舉！

當天有白金席、黄金席、銀金席及個人票：$100，$200，
$60 票務請連絡趙婉兒（Alice Hung ) 713-827-1908 ，E-Mail:
Alice.hung1@hotmail.com

國立成功大學休士頓校友會五十週年慶暨交接典禮
國內外嘉賓雲集，當天下午並舉行多場大型講座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一項由角聲社區中心主辦的 「心理及
家庭」講座，將於四月七日（ 下週六） 上午十時至十二時，在 「
角聲社區中心」 （7001 Corporate Dr. #379. Houston TX 77036 ,
713-270-8660, www.cchchouston.org ) 舉行。主題： 「我如何走出
憂鬱症 四位過來者的見証」，此項講座為免費參加，座位有限，從
速報名。參加者請來電或網上報名，若講座調動或更改方便通知。

網上報名：www.cchchouston.org , 報名：713-270-8660

角聲社區中心主辦
心理及家庭講座美南國建會將於四月七日舉辦春季野餐美南國建會將於四月七日舉辦春季野餐

(本報訊) 美南國建會將於 4 月 7 日星期六中午在 Eldridge
Park Pavilion 舉行春季會員野餐 (11:30 AM 至 2:30 PM). 地址是
2511 Eldridge Rd, Sugar Land, TX 77478. 會員及家屬免費, 貴賓與
家屬免費, 其他酌收$5.00. 報名請通知黃初平 email - chuping-
huang@yahoo.com請註明姓名, email, 電話及參加人數.

活動預告: 美南國建會將於 5月4日星期五舉辦多元化高鋒
會議, 今年的主辦是”通過包涵獲勝” (Winning through inclu-
sion) . 該會將邀請多位 ”多元化” 的專家, 學者, 及各大公司的
主管參加, 及主持研討.

6月9日將舉辦” 科學, 工程與科技大會 (SETS), 今年的主辨
是 ”人工智慧所帶來的產業創新機會”, 最近幾年人工智慧的技
術突飛猛進，而機械學習（Machine Learning）與深入學習

（Deep Learning）是這項突破的核心技術。人工智慧在
未來將帶動許多新的產業. 我們很高興邀請到哈佛教授孔
祥重院士作專題演講, 題目是 “人工智慧, 電子設備和區
塊鏈”（blockchain）.

人工智慧和區塊鏈（blockchain）技術可能會對一般
消費者使用的電子設備產生革命性的影響。在應用深入
學習等先進的人工智慧方法下，電子設備可以執行智慧
型的任務，其成果將超越目前自動化所帶來的影響。隨
著區塊鏈技術的發展，電子設備可以進行分散式對等的
自主服務。區塊鏈第一個應用就是在造成巨大影響的電子貨幣—
比特幣。這些技術有巨大潛力但也有巨大挑戰。本演講將討論這
些領域的機會和限制。

6 月 9 日晚將舉辦美南國建會四十年慶餐會, 會中將褒揚三
位創會的會長: 陳謨星教授, 何益民教授,和杜奎博士.

朱經武院士 成大蘇慧貞校長 台大李鴻源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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