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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國地產

E-mail: chentoby@ymail.com

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 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
E-mail: gracewang71@yahoo.com

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 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
R01-TOP USA-TOBY  富國地產_C57_8

稀少8號高速旁商業用地出售，地點極佳，
適合開發酒店丶Shopping Center丶公寓樓丶
廠房warehouse 或storage，如有需要, 亦可
協助提供建設工程公司，保證開發後有高回報，
机会難得，勿失良机！
> 5.37 ACRES, 位於BELTWAY 8 & S GESSNER，
僅售$1,780,000. 意者請電洽Toby 或Grace，
非誠勿擾。

Toby Chen
Broker / 企管碩士
德州 /加州地產經紀人

國、台、英語

Grace Wang
工商管理碩士
房地產經紀人

54 Sugar Creek Center Blvd., #300 Sugar Land, TX 77478
買的稱心，賣的放心，售屋高價又快速

值得您依賴的房地產投資專家

專精:房屋 商業 公寓 土地開發 物業管理 

AW Real Estate Group, LLC

德州共贏房地產

anna.wang@awreg.com
WeChat: w923374519w

713-979-8242713-979-8242

R01-STOA共贏房地產_C1234567_4

Stoa Intl. Realty

6001 Savoy Drive, Suite 120, Houston, TX, 77036

ANNA WANG
president/owner專業商業地產

商業  購物中心 / 倉庫 / 公寓/土地、農場 /
        酒店 / 辦公樓 / 餐館等生意買賣、
        投資、招租管理
          住宅  新舊房屋買賣 / 投資 / 出租管理
          

（中央社）美國 「紐約時報」和 「紐約客」週刊（The New Yorker）因揭發製片人
溫斯坦（Harvey Weinstein）對女性行為不端，今天贏得普立茲公共服務獎。

這個獎項頒給以記者坎特（Jodi Kantor）為首的紐時團隊以及紐約客撰稿人法羅
（Ronan Farrow），由於他們的爆炸性報導，扳倒了好萊塢大亨溫斯坦，也帶動了對其
他權勢人物的接二連三指控，同時催生了社群媒體的 「我也是」（#MeToo）運動，形

成一道文化分水嶺。
路透社的報導因揭發菲律賓總統杜特蒂與警方暗殺隊之間的關係，而獲得普立茲國

際報導獎；並因拍攝洛興雅難民危機，而獲普立茲特寫攝影獎。
紐時和 「華盛頓郵報」因報導俄羅斯涉嫌介入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的調查工作，而

一同獲得國內報導獎。

普立茲獎揭曉普立茲獎揭曉 紐時華郵路透等上榜紐時華郵路透等上榜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美南國際
電視STV15.3為方便觀眾收看，持續關注本台
，現在觀眾只要掃描報上的二維碼，就可連
結 到 美 南 國 際 電 視 ， 直 接 在 手 機 上 觀 看
STV15.3，輕鬆獲取美南電視節目以及各類國
際、社區重大資訊。另外，如需開車時收聽
廣播，請連接到車載音響設備(數據機/藍芽設
備)，效果更佳。

美南國際電視STV15.3全球直播
掃二維碼24小時手機收看

紐約時報團隊贏得紐約時報團隊贏得20182018年普立茲獎年普立茲獎。。((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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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道）當地時間4 月 16
日上午11點左右，尼日利亞首都阿
布賈市中心爆發騷亂。當地警方使
用催淚瓦斯，驅趕位於阿布賈希爾
頓 酒 店 旁 團 結 公 園 （UNITY
FOUNDATION）裡的示威人群，
隨後與示威人群爆發衝突。衝突中
有槍聲傳出，目前具體傷亡情況不
明。

團結公園是阿布賈一處公共集
會的場地，來自穆斯林什葉派的信
眾，近期在該地頻繁發起抗議示威
，要求尼日利亞政府釋放其宗教領
袖 易 卜 拉 欣. 扎 克 扎 齊 （Ibrahim
El-Zakzaky )。

易卜拉欣.扎克扎齊是尼日利亞
甚葉派穆斯林組織“尼日利亞伊斯
蘭運動”（IMN）創始人，該組織

宣稱有數百萬信徒。
2015年12月，“尼日利亞伊斯

蘭運動”與尼日利亞政府軍爆發幾
次沖突，並在當月的“扎里亞衝突
”中易卜拉欣.扎克扎齊被捕，其信
眾一直呼籲尼日利亞政府將其釋放
，他們譴責政府在兩年的時間裡未
經合法審判對易卜拉欣.扎克扎齊實
施關押。

（綜合報道）4月14日2時28
分，俄羅斯衛星網在美英法三國發
動對敘利亞的空襲前數小時發出了
這樣一則報導，英國駐伊拉克部隊
前指揮官、退役將軍喬納森.肖在接
受英國天空新聞網的直播連線時表
示，敘利亞政府沒有製造杜馬化武
襲擊的動機。

然後呢？直播連線就被掐了
……

有熱心的網友將這段英國天空
新聞網的視頻片段發佈在了社交媒
體YouTube上，分享的標題是：請
在被刪除前轉發！

幸好，視頻還沒被刪除，也幸
好，視頻已經被環環掌握。下面讓
我們回顧一下這個尷尬的瞬間。

在視頻片段中，女主持人一開
始就對俄羅斯進行了指責：“我們
知道，無論是俄羅斯外交部長拉夫
羅夫，還是俄羅斯的外交官們都在
阻撓英國開展任何形式的行動。”

然而，喬納森.肖卻給出了這位
主持人似乎不太喜歡的“答案”。
他說：“我認為，我們忽視了一些
東西，是什麼動機能讓敘利亞政府
在這樣的時刻、這樣的地方發動一
次化武襲擊？你們知道的，敘利亞

人畢竟要贏了！”
肖接著說：“有個美國將軍在

美國國會說過一句話，‘阿薩德贏
得了這場戰爭，我們需要接受’。
”
他 還提到，美國總統特朗普在推
特中說很快將取得戰勝恐怖組織
“伊斯蘭國”的勝利，接下來美國
將從敘利亞撤軍。

當肖要繼續說下去的時候，主
持人突然打斷，說：“對不起，我
們感到很遺憾，大家等了這麼久，
但我們必須中斷節目。非常遺憾。
”

（綜合報導）日本外務省官方網
站最近修改了對韓國的表述，刪除了
“共享戰略利益的最重要的鄰國”的
表述。韓媒分析稱，此次日本外務省
的做法或是由於兩國間因“慰安婦”
問題發生摩擦的結果。

2015年12月28日，韓國前外長尹
炳世和日本前外相岸田文雄圍繞“慰
安婦”問題解決對策進行會談

海外網 4 月 16 日電日本外務省官
方網站最近修改了對韓國的表述，刪
除了“共享戰略利益的最重要的鄰國
”的表述。韓媒分析稱，此次日本外
務省的做法或是由於兩國間因“慰安

婦”問題發生摩擦的結果。
據韓國《東亞日報》報導，日本

外務省最近在網站主頁上對日韓兩國
關係進行了文字上的更改，對韓國的
表述無特別的修飾語，而是更改為
“即使日韓兩國之間面臨難題，最重
要的還是面向未來在各領域推進合作
。”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今年的施政
演講中，提及韓國時沒有使用“最重
要的鄰國”的表述。分析認為，此次
日本外務省的做法是同安倍的施政演
講保持一致。也有報導稱，2017 年末
，文在寅政權將 2015 年日韓簽訂的

《慰安婦協議》認定為“錯誤”，此
次日本外務省的做法，或是兩國間因
此事發生摩擦的結果。

事實上，日本外務省曾多次修改
對韓國的表述。據此前報導，2015年3
月2日，日本外務省官方網站修改了對
韓國的表述，去掉了“日韓持有相同
價值觀和利益”等文字。 2016 年 3 月
20 日，日本外務省在外務省網站主頁
上對韓國的表述從“最重要的鄰國”
改為“共享戰略利益的最重要的鄰國
”。

他剛要講出敘利亞化武襲擊真相他剛要講出敘利亞化武襲擊真相 電視台趕緊把直播掐了電視台趕緊把直播掐了

尼日利亞首都阿布賈爆發騷亂尼日利亞首都阿布賈爆發騷亂 有槍聲傳出有槍聲傳出

對韓國不滿對韓國不滿？？日外務省網站刪除日外務省網站刪除““最重要鄰國最重要鄰國””表述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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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不會袖手旁觀，我們必須支持在委內瑞
拉的兄弟姐妹。”據墨西哥《千年報》14日報導，第八屆美洲國
家首腦會議(美洲峰會)當天在秘魯首都利馬閉幕，代替特朗普參
加本次峰會的美國副總統彭斯發表演講稱，委內瑞拉正成為一個
“獨裁國家”，各國都應該行動起來孤立馬杜羅。雖然彭斯的號
召得到不少國家響應，但與會的33個拉美國家中，最終只有不
到一半簽署了“利馬集團”針對委內瑞拉的聯合聲明。輿論認為
，在本次峰會上，有關緩解委內瑞拉人道主義危機的努力並未有
什麼進展，而峰會最明顯的成果——關於反對腐敗的協議能否給
美洲國家帶來切實改變，也令人生疑，再加上美洲地區兩位重要
領導人——美國總統特朗普和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的缺席，美洲
峰會的影響力可以說在逐漸式微。

據路透社15日報導，本屆美洲峰會的一個重要議題，就是
美洲各國是否該繼續孤立馬杜羅政權下的委內瑞拉。閉幕式當天
，由14個美洲國家組成的“利馬集團”發表聯合聲明，對大批
民眾逃離委內瑞拉提出警告，呼籲國際組織幫助委內瑞拉鄰國應
對委難民問題，要求馬杜羅政府允許外界為其3000萬民眾提供
人道主義援助。鑑於委內瑞拉將於5月20日舉行大選，聲明還敦
促委內瑞拉釋放政治犯，舉行公正的選舉。報導稱，共有包括美
國在內的16個國家簽署了該聲明，這是美國政府有史以來首次
簽署“利馬”聯合聲明。彭斯14日在談到委內瑞拉問題時表示

，美國不會站在一旁眼睜睜地看著委內瑞拉人民陷入“泥沼”。
他還稱，委內瑞拉下月舉行的大選是“欺騙性的”，不會得到承
認。哥倫比亞、阿根廷和智利等國也緊隨彭斯，呼籲委內瑞拉
“恢復民主”，否則不會承認委內瑞拉大選結果。

除抨擊委內瑞拉外，彭斯當天還“炮轟”古巴。據美國《邁
阿密先驅報》報導，彭斯聲稱古巴是“獨裁”國家，到處宣揚自
己“失敗的意識形態”，對委內瑞拉問題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 “就在我們說話的當下，他們還在教唆委內瑞拉搞腐敗獨裁
。”此番言論遭到古巴外長羅德里格斯的“回懟”。羅德里格斯
在會場上拒絕接受彭斯“對委內瑞拉的侮辱性言論”，稱美國是
窮兵黷武的種族主義國家，並表示若美國真的關心古巴人民的人
權和自由意願，就應該取消對古巴的經濟封鎖，而不是進行破壞
。羅德里格斯還說，馬杜羅被排除在本屆峰會外，是“全美洲的
恥辱”。

玻利維亞總統莫拉萊斯也對委內瑞拉予以聲援。他譴責美國
單方面對委內瑞拉的威脅，表示“我們這個地區不是任何人的後
院”。莫拉萊斯稱，美洲峰會是西半球最重要的領導人會晤，美
洲國家組織必須加以界定，是一體化組織，還是孤立他人的工具
;是尊重各國主權，還是新殖民主義的傀儡。而受到隔空指責的
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則用“完全失敗”來形容本屆峰會。他表示
，在峰會上發言的一些國家領導人，是反人民的，是“向帝國主

義卑躬屈膝的”。
事實上，像馬杜羅一樣認為本屆美洲峰會“失敗”的人不在

少數。曾協助組織了1994年首屆美洲峰會的布魯金斯學院高級
研究員理查德.芬伯格就說，“我沒有看到任何進展”。美國
《華盛頓郵報》稱，今年的美洲峰會是迄今為止參與人數最少的
一屆會議。除因敘利亞疑似化武問題取消了拉美首訪的特朗普和
被拒絕參會的馬杜羅外，一些表示聲援馬杜羅的國家領導人也沒
能來到利馬。而本次會議的主題雖然設置為“民主治理與反腐敗
”，還通過了《利馬承諾》，期望美洲地區各國團結一致，採取
具體反腐敗措施，但實際上不少與會的國家領導人都面臨濫用資
金、妨礙司法公正或者收受賄賂的指控。一些分析人士甚至質疑
，該承諾到底會給美洲地區帶來多少實際改變。

另據彭博社15日報導，彭斯和加拿大總理特魯多都表示，
北美自貿協定(NAFTA)將在幾個星期後舉行再次磋商。特魯多稱
，加美墨三方都認識到重新磋商面臨的時間點問題：墨西哥馬上
要舉行大選，美國中期選舉也即將來臨。這意味著未來幾周成功
推進自貿協定重新磋商面臨壓力。彭斯還透露，他與墨西哥總統
涅托會晤時沒有談及邊界牆的出資問題。此外，彭斯宣布，美國
計劃舉辦下一屆美洲峰會。

韓航空“霸道千金”被停職 網友：國際恥辱！

“孤立委內瑞拉”令美洲峰會分裂 古巴外長力挺馬杜羅回懟美國

（綜合報導)在日本安倍政府
面臨信任危機的情況下，日本各
大媒體已經開始就下一屆首相人
選展開民調了。

根據日本電視台（NNN）4
月15日公佈的最新輿論調查顯示
，多數日本國民眾希望36歲的年
輕政治家小泉進次郎接替安倍晉
三，成為日本下屆首相。

此前，根據日本電視台週日
15日發布的一條民意調查數據顯
示，目前安倍政府的支持率已經

下降至 26.7%，為 2012 年以來最
低。小泉純一郎表示，“情況已
經越來越危急，在6月20日新一
輪議會會議結束之後，安倍可能
辭職。”

1981年出生的小泉進次郎是
日本前首相小泉純一郎的第二個
兒子。他曾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
留學，畢業後進入美國的政策智
囊機構——國際戰略問題研究所
當研究員。回國之後，擔任了父
親的秘書。在小泉純一郎宣布引

退之後，他繼承了父親的票倉一
舉當選為眾議院議員。

至今還是未結婚的小泉進次
郎，在日本國民當中具有較高的
親和力和知名度。他曾經擔任過
執政的日本自民黨的青年局長，
也擔任過內閣府政務官，以乾練
和言行公正而贏得日本國民的讚
譽。目前擔任自民黨副幹事長，
一向被日本國民認為是未來日本
首相的最佳人選之一。

共同社14、15兩日實施的日

本全國電話輿論調查結果與日本
電視提案的調查稍有出入。共同
社的調查中，關於 9 月的自民黨
總裁選舉，對於誰適合擔任下一
任總裁的設問，選擇前幹事長石
破茂的受訪者最多，佔 26.6%。
隨後依次為首席副幹事長小泉進
次郎 25.2%，首相安倍晉三排第
三18.3%。

（綜合報導）據韓聯社16日報導，日前深陷“潑水門”的
大韓航空會長趙亮鎬的次女、大韓航空高管趙顯旼當天被停職。
趙顯旼的姐姐和哥哥過去也曾被爆出醜聞，韓國媒體將這家人稱
為“怪獸家族”，該國網民表示趙家人“是國際恥辱”。

35歲的趙顯旼負責大韓航空的廣告和乘客營銷業務。上個月
，趙顯旼被指向一家廣告公司的員工大吼大叫，並把水潑到那名
員工臉上，而原因只是該員工在相關廣告會議上，未能就有關大
韓航空英國廣告的提問做出準確回答。

事件被曝光後，趙顯旼“緊急休假”，飛往越南避風頭。大

韓航空稱，趙顯旼“只是把水杯丟到地上”。趙顯旼也在個人社
交媒體賬號發文道歉。 《韓國先驅報》稱，大韓航空聲譽因此
備受打擊，16日該公司股票一度下跌4%，此前一個交易日更是
下跌6%。警方目前正在調查趙顯旼的行為是否構成暴力和業務
妨礙行為罪。 《韓國時報》稱，大韓航空三個工會以及一些政
界人士要求趙顯旼辭職。韓國總統府網站上也出現大量“國民請
願”書，要求趙顯旼退出經營一線，並要求其所在航空公司禁用
“大韓”商標，這一請願書已徵集到數万個簽名。

趙氏兄妹並非第一次被爆出醜聞。趙顯旼的姐姐趙顯娥2014

年乘飛機從美國回首爾時，因為空乘人員沒有為她把堅果倒在碟
子里而勃然大怒。她當時拿起服務手冊攻擊空乘人員，還要求飛
機退回登機口，以便把機長趕下飛機，空姐及機長甚至被迫下跪
道歉。趙顯旼的哥哥趙源泰被指1999年捲入一場肇事逃逸案，
次年又開車撞擊一名警察，2005年因行車糾紛向77歲老人動粗
。韓國民眾對趙家人十分厭惡，表示“他們讓國家丟臉，是國際
恥辱”

日媒民調日媒民調：：3636歲的日本前首相小泉純一郎之子成首相熱門人選歲的日本前首相小泉純一郎之子成首相熱門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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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國際海事組織（IMO）在

倫敦簽署了海運減排協議，也就是說和

2008年相比，到2050年把海運二氧化碳

排放量減少50%。這是航運業首次為氣

候變暖制定碳排放目標。

據報道，倫敦大學能源專家史密

斯表示，這將是航運減排目標的基礎。

英國交通部長Nusrat Ghani 贊揚了減排

目標。他表示，航運業將朝著零碳目

標邁進。

在壹份聲明中，國際海事組織表

示，到2050年，與2008年相比，總排放

量每年減少50%，並將逐步朝著零碳目

標邁進。

報道稱，美國和沙特阿拉伯曾經反

對減排目標文本。但國際海事組織並沒

有指明哪些國家沒有簽署海運減排目標

協議。

國際海事組織未能就五年溫室氣體

減排戰略達成協議，包括任何形式的脫

碳目標。

據悉，大多數成員國支持其中壹

項建議，即相較於 2008 年，規定到

2030年，每壹運輸單位的

二 氧 化 碳 排 放 量 減 少

40% ， 到 2050 年 減 少

70%。同時，到2050年，

與2008年相比，總排放量

每年減少50%，並將逐步

朝著零碳目標邁進。

巴西和巴拿馬表示不

認可大多數人的呼籲，堅

持認為壹個決定的產生要

基於共識，並需要提前提

交基礎文件。

國際海事組織秘書長

此前在會上警告稱：“應該在本周決定

折中方案，而不是通過海洋環境保護委

員會的協議。”

壹直在研究航運業溫室氣體排放

預測模型的倫敦大學學院的特裏斯坦•

史密斯嚴厲抨擊了新聞發布會期間發

布的內容，認為缺乏追求。“即使

是 40%至 70%的減碳提案也未達到巴

黎協定的目標，而且這是相對於全球

貿易增長的預期，且實際基於2008年排

放數據。”

史密斯認為，根據巴黎協定的目

標，是把全球平均氣溫較工業化前水

平控制在2攝氏度內，70%的效率提升將

擡高航運業的減排貢獻，到2050年，需

從目前的2%提升到25%。

到2050年，提議的50%年削減量也

不足以維持1.5攝氏度的增長。史密斯宣

稱，有證據表明，到2050年完全脫碳是

實現這壹目標的必要條件。

為減少海運溫室氣體排放
國際海事組織簽署協議

敘利亞問題再添硝煙
亂局能否通過外交途徑化解？

美英法三國以“敘利亞政府使用化

學武器”為由對敘實施“精確打擊”，

亂局中的敘利亞問題再添硝煙。美英首

腦此次因襲敘繞過國會成“箭靶”，敘

局勢將如何破解？

美方宣稱“大功告成”
俄指責違反國際法
美國軍方稱，對敘利亞的攻擊，總

計發射105枚導彈，全部成功命中目標，敘

方宣稱成功阻截當中71枚。日前，美國

國防部展示衛星圖片，對比打擊目標前

後情況，證明“行動成功”，形容令敘

化武發展“倒退多年”。

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社交網站上說，

美國、英國和法國“完美地執行”了針

對敘利亞的軍事打擊。特朗普感謝英法

盟友，並說這次襲擊已經“大功告成”。

同日，美國駐聯合國代表黑莉在聯

合國引述特朗普的話說：“如果敘利亞

政權再次使用毒氣，美國已將子彈上

膛。”黑莉還在接受美媒采訪時表示，

美國將對俄羅斯實施新制裁，將涉及那

些向敘利亞提供技術，“與使用化學武

器有關”的公司。

在敘遭受空襲後，安理會應俄要求

就敘局勢舉行緊急會議，但未能通過由

俄起草的、旨在譴責對敘利亞進行軍事

打擊的決議草案。俄常駐聯合國代表涅

邊賈指責這次軍事行動是“國際舞臺上

的流氓行為”，將使敘利亞人道主義局

勢進壹步惡化。俄羅斯總統普京發表聲

明稱，此舉違反了聯合國憲章和國際

法，俄對此予以最強烈譴責。

據專家認為，敘利亞化武事件引發

了國際社會近年來最激烈的博弈，主要

反映了美俄之間的不信任和利益沖突加

劇。在普京高票連任總統、擬延續和加

強國家利益和世界影響力之時，美政府

面臨中期選舉，特朗普或把敘化武危機

作為壹個轉嫁壓力的平臺。

美英首腦繞國會襲敘成箭靶
美英國對敘發動壹次精準攻擊後，宣

稱軍事行動合理和成功，但未能平息政治

爭議。美國民主黨參議員凱恩批評特朗普

繞過國會決定動武，是“非法”和魯莽之

舉，認為是開啟了壹個危險的先例。

多名民主黨黨員質疑特朗普沒有

清晰的對敘策略和目標，加州眾議員斯

沃韋爾表示，去年特朗普同樣繞過國會

攻敘，沒帶來任何改變，這是因為美國

沒有策略及未能與中東各國合作化解敘

國局勢。

英國在野黨也批首相特蕾莎未獲國

會同意就授權軍事行動，只是在尾隨美

國行事，損害英國國際地位。在此次英

國向敘作出導彈攻擊後，英政府發聲明

為決策辯護，聲稱是在特殊情況裏、在

國際法許可下行動。特蕾莎也表示軍事

行動是正確和合法，16日她將在國會發

表演說，並接受議員質詢。

另壹方面，法國總統馬克龍面對的

阻力相對較小，最大反對聲音來自極端

政治派系。極左政黨“不屈法國”黨魁

認為美國“冒險”不負責任地加劇局勢

緊張；極右“國民陣線”黨魁勒龐認為

法國應成為維持國際秩序及和平的力量。

美俄在敘“擦槍走火”風險增？
或用外交途徑化解敘危機
美英法對敘展開空襲後數小時，在

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提出新的決議草案，

要求聯合國調查敘境內的化學武器襲擊

事件。外媒稱，此舉顯示西方國家在經

過壹夜的軍事行動後，有意重新通過外

交途徑解決敘利亞危機。

據悉，美英法三國在安理會提出的新聯

合決議草案中，呼籲安全無阻礙地對敘實施

人道救援、落實2月通過但尚未執行的停火

協議，並強制要求敘政府參與聯合國主導的

和平談判。美英法也要求對敘利亞化武襲擊

事件展開獨立調查，以查明肇事者。

此決議草案預計在16日進行討論，

西方外交人士表示，目前尚不清楚安理

會是否會就草案進行投票，但他們宣稱

已做好談判的準備，並將竭力讓俄羅斯

參與。俄已在安理會使用12次的否決權，

阻止該組織對其盟友敘利亞采取行動。

再撥100億歐元
法國政府將建修社會福利住房

綜合報導 法國領土和諧部長屬下國務秘書德諾曼迪宣布：國家信

托局（CDC）在“住房行動”機構協助下，將向社會福利住房管理機構

提供新的壹筆100億歐元資金，用來建造和翻修社會福利住房。

法新社報道，德諾曼迪在CNews新聞電視臺演播室宣布：“國家信托局

將提供100億歐元支持社會福利住房建設，信托局局長將提供細節說明。”

國務秘書說：“這是我們的承諾，向建造更多社會福利住房與進行翻

修工程的機構提供資金”。這些機構2018年被砍掉了17億歐元的預算。

德諾曼迪隨後向法新社解釋：“這些新的資源的組成方式為：40億歐元的

固定利率貸款，20億歐元由住房行動機構出資並由地方行政單位擔保的

長期貸款（被認為幾乎就是自有資金），30億歐元的國庫資助以及10億

歐元的投資。”除了這些資金外，此前社會福利住房管理機構為現行建

造住房計劃而向國家信托局簽借的貸款的“還款期也延長了”。

政府公布《住房發展與數字設施配置法》草案(ELAN)的內容，預定

對廉租屋業界進行大規模的改革。

為了減少運作花費，擁有至少1.5萬套住房的社會福利住房管理公

司或機構，在2021年以前必須組成壹個聯合團體。目前集合在社會福利

住房聯合會（USH）中的社會福利住房管理機構總共有723家，這些機

構4日當天與國家當局簽署了壹項協議。

這套法案預定在社會福利住房分配作業中加大透明度，也在房源管

理上加強住戶的流動（更換）率。德諾曼迪說：“目前的流動率非

常弱，只有9%，而空出來的社會福利住房套數只有6%。”

法案規定：廉租屋住房分配委員會每6年對現住房客的情況重新評估。

如果房客的收入超過廉租屋入住收入上限，將支付“超額租金”。也將向家

庭人口少而住房面積太大的住戶建議換房。根據自願原則更換。

德諾曼迪指出：新的法案預定於“5月底”提交國民議會審議，政

府希望從“秋季起開始實行”。

調查：過半受訪者
對巴黎大區仍缺乏安全感

綜合報導 法國巴黎大區規劃與發展研究所公布調查，2017年巴黎

大區在民眾心中的不安全感降至2001年以來最低。這項調查由巴黎大區

出資進行，每兩年進行壹次。在此次受訪調查中，過半的人表示有不安

全感。

在受訪的10500名居民中，50.6%的人表示有不安全感，相比2015年

的57.5%出現較大降幅；47.8%的居民表示自己曾遇到暴力或偷竊事件，

這壹數字比2015年也出現4%的回落。

這項調查還提到了公共交通方面的治安狀況，約51.4%的女性對出

現在公共交通內的暴力或盜竊事件表示擔憂，男性的這壹數字則為

23.3%，其中地區快車網（RER）為最缺乏安全感的交通工具，地鐵、火

車和公交緊隨其後，有軌電車（Tramway）則是受訪者心目中最有安全

感的公共交通工具。

負責安全事務的巴黎大區副主席Frédéric Péchenard表示，雖然整個

地區安全趨勢總體向好，但在他看來總體數據依然在高位運行，政府方

面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還用玩具小黃鴨陪孩子洗澡？研究稱其含大量細菌
綜合報導 近日，美國和

瑞士科學家研究發現，許多

孩子洗澡時玩的黃色橡膠小

鴨及其他軟性塑料玩具，是

細菌滋生的溫床。科學家檢

測出，黃色小鴨每平方公分

有7500萬個細菌，小鴨肚子

裏也暗藏各種細菌和黴菌。

據報道，日前，瑞士聯

邦水科學與技術研究所、蘇

黎世聯邦理工學院、美國伊

利諾大學在科學期刊上，發

表了常見橡膠小鴨的研究。

科學家發現，微生物生長不

僅受塑料材料影響，也受洗

澡者行為影響。

研究指出，每5個橡膠鴨

中有4個在擠壓時，會釋出含

有“潛在致病細菌”的混濁

液體，包含軍團菌、綠膿桿

菌等醫院內常見感染病菌。

科學家們發現，橡膠小鴨

內外皆測出驚人的大量細菌，

每平方公分細菌數量約有7500

萬個。他們提到，自來水本身

不會促進細菌數量增加，但質

量較差塑料玩具中的聚合物，

可提供細菌所需養分；而人體

排出的汗水、尿液，還有澡盆

中的肥皂、廢水，也提供細菌

生長所需微生物及氮、磷養分。

研究人員表示，雖然壹

定數量細菌可增強兒童免疫

系統，但也可能導致兒童眼、

耳、腸胃道感染。因為兒童

常在洗澡時，將接觸過塑料

玩具的水噴向臉上。有瑞士

科學家建議，若黃色小鴨能

用更好質量聚合物制作，可

防止細菌、真菌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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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特朗普想秀肌肉 卻給蘇聯舊軍備打了廣告

（綜合報導）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日前發表聲明說，由
於疑似受到沙門氏菌污染，美國一家企業自願召回2．07億枚
雞蛋。截至本月13日，全美已報告至少22例因食用該農場雞
蛋患病的病例。這是2010年以來美國最大規模雞蛋召回事件。

美藥管局的聲明說，這家企業名為“玫瑰英畝農場”，疑
似受污染的雞蛋由該企業旗下位於北卡羅來納州海德縣一家養
雞場生產。這批雞蛋已通過零售渠道或餐廳被銷往科羅拉多州

、佛羅里達州、新澤西州、紐約州、賓夕法尼亞州等地。
目前涉事農場尚未就事件發出進一步聲明。
沙門氏菌是一種常見食品污染源，可引發急性腸胃炎。患

者感染病菌後會出現發熱、腹瀉、嘔吐、腹痛等症狀，病情往
往持續4至7天，嚴重時會死亡。 5歲以下兒童、65歲以上老
人或免疫力有缺陷者更易受感染。

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數據顯示，近年來每年沙門氏菌

在全美引起約120萬人患病，450人死亡。 2010年8月，美國
艾奧瓦州的兩家農場先後召回總數超過5億枚可能含有沙門氏
菌的雞蛋，當時受污染的雞蛋導致全美1600餘人患病。

據介紹，含有沙門氏菌的雞蛋之所以會導緻美國很多人患
病，是因為很多美國人喜歡生食或吃半熟的雞蛋，還有一些人
接觸含菌雞蛋的蛋殼後沒有立刻洗手，導致病從口入。

（綜合報導）據福克斯新聞4月16日報導
，距離紐約房地產繼承人羅伯特.德斯特在洛
杉磯槍殺了他最好的朋友已經過去了三年多的
時間，德斯特被大家稱為"怪人"。

新的聽證會將於當地時間16日進行，如果
檢方能夠在聽證會上拿出合理的理由，德斯特
將會被送上法庭。德斯特被控殺死了蘇珊.伯
曼，目的是封她的口，因為伯曼知道這位千萬
富翁第一任妻子死因的有關情況。

75歲的德斯特拒不認罪，在HBO的一部
紀錄片和已經舉行的一系列庭審中，所有關於
他的公開報導都表明，洛杉磯高等法院的法官
很可能會下令繼續審理此案。

在過去一年裡，檢察官開始記錄年紀較大
的證人的證詞，如果進行庭審，這些證人可能
因年紀太大無法出庭。
他的一位密友內森.查文也與伯曼關係密切，
他作證說，德斯特基本上已經承認殺了她，德
斯特說：“不是她死就是我亡，我別無選擇

。 ”
查文和伯曼的其他朋友說，伯曼告訴他們

，德斯特殺了他的第一任妻子凱薩琳。凱薩琳
於1982在紐約郊區失踪，至今未被找到。

伯曼是一位作家，也是一位拉斯維加斯黑
幫成員的女兒。她說，她幫助德斯特掩蓋行踪
，並告訴過一位朋友，如果她出了什麼事，德
斯特就是罪魁禍首。

HBO的紀錄片《厄運：羅伯特.德斯特的
生死存亡》中，人們聽到德斯特在現場麥克風
前自言自語：“你被抓住了！我到底做了什麼
？當然是把他們都殺了。“

然而，關鍵是是陪審團在此次聽證會上能
否獲得相關證據。

洛約拉法學院(Loyola Law School)教授斯
坦利.戈德曼表示：“在本案中，各種證據問
題都將是一場戰鬥。”德斯特的辯護團隊沒有
回复尋求置評的消息，他們已經或預計將否認
所有與他有關的證據，包括伯曼朋友的各種道

聽途說。
地方檢察官約翰.萊文說，德斯特殺了伯

曼是為了阻止她把凱瑟琳.德斯特的死訊告訴
警方。

檢察官萊文說：“他試圖阻止陪審團向她
了解關於他殺害妻子的言論，這是36年來被告
試圖逃避所犯下滔天罪行的責任的最新案件。
”

萊文說，謀殺伯曼是為了掩蓋他妻子的死
亡。萊文打算拿出證據來證明德斯特曾毆打妻
子，他試圖威脅並控制她，而且家庭暴力很有
可能升級。

戈德曼教授表示，法官必須評估證據的相
關性，是否允許道聽途說的話作為證據，以及
證詞是否可能導致對德斯特造成偏見。

“他受到審判不是因為殺害妻子的這樁案
件，”戈德曼說。 “但這是故事的一部分。
如果沒有這樁謀殺案，我們就不知道整個故事
的動機。法官會讓檢察官去深挖他到底有沒有

做這些事情嗎？“
例如，目前還不確定法官是否會允許將這

一證據呈到法庭上，即在伯曼被殺九個月後，
德斯特在德克薩斯州加爾維斯頓槍殺並肢解了
71歲的鄰居莫里斯.布萊克。

在重新展開對凱瑟琳.德斯特失踪案的調
查後，德斯特搬到德州，偽裝成一個啞巴女人
，以躲避調查人員想要和他談話的事情。在證
明他出於自衛殺了鄰居布萊克之後，他被判無
罪。

德斯特是在2015伯曼謀殺案中被捕的，就
在HBO紀錄片最後一集播出之前，有人聽到
他在洗手間裡咕噥著關於殺人的事。

在檢察官萊文長達三個小時的審訊中，他
承認自己逃跑這一事實。

根據採訪的文字記錄，德斯特說，“我是
世界上最糟糕的逃犯。

（綜合報導）4月16日電當地時間14日凌晨，美
軍聯合英法兩國對敘利亞實施了“精準打擊”，美國
國防部隨後表示此次行動“彈無虛發”，而俄羅斯國
防部則堅稱攔截了103枚導彈中的71枚。俄羅斯議員
16日稱，特朗普想秀肌肉，卻意外給蘇聯70年代的老
舊軍備打了廣告。

據俄羅斯衛星通訊社報導，敘利亞總統巴沙爾.阿
薩德與俄議員會晤時曾表示，敘武裝力量用七十年代
的蘇聯導彈擊退了美國導彈。對此，俄羅斯國家杜馬
“公正俄羅斯”黨團領導人謝爾蓋.米羅諾夫16日表示
，美對敘打擊給老舊的蘇聯防空系統打了廣告。

米羅諾夫稱：“全世界都看到了美國軍事實力的
不足，特朗普想秀肌肉，結果卻為老舊的蘇聯防空系
統和俄羅斯防空工業新產品打了廣告。”米羅諾夫認
為，美國導彈根本就不是那麼“智能”，不足以保證

攻破俄羅斯的防空盾牌。
特朗普當地時間13日晚宣布，已下令美軍聯合英

法對敘利亞政府軍事設施進行“精準打擊”，以作為
對敘利亞“化武襲擊”的回應。隨後，敘利亞首都大
馬士革傳來數次爆炸聲，並燃起煙霧。敘武裝部隊總
司令部14日證實此事，並稱當天凌晨，美英法對敘利
亞“發起侵略”，向首都大馬士革及其以外地區多個
目標發射約110枚導彈。

與此同時，俄羅斯方面進行了強硬表態。俄羅斯
杜馬官員表示，俄方對美英法三國發動的軍事打擊表
示強烈反對，這不僅嚴重違反國際準則，而且是對一
個主權國家赤裸裸的侵犯，直接威脅到了俄羅斯安全
。俄羅斯作為一個核大國，不會坐視不管；俄羅斯外
長拉夫羅夫表示，敘利亞在有希望獲得和平未來的時
刻遭到了襲擊。

（綜合報導）近年來，政治極化已成為美國國內的一大趨
勢，民主黨和共和黨之間隔閡漸深。但近日，共和黨的一名重
要富豪“金主”卻決定，在11月的中期選舉中支持民主黨候選
人。他的資金來源之一是去年共和黨稅改讓他得到的額外收入
。

據《波士頓環球報》4月15日報導，波士頓對沖基金“包
普斯特集團”（Baupost Group）首席執行官科拉曼（Seth
Klarman）批評共和黨未能製約美國總統特朗普的行為，認為
民主黨必須在今年的中期選舉中至少在參眾兩院之一贏得多數

黨地位，這樣是“對國家有利”。此前，科拉
曼曾斥巨資支持共和黨候選人。

他對該報發表聲明稱，目前國會中的共和
黨人未能向特朗普問責，拋棄了他們傳統的信
仰和價值觀。因此今年他將支持民主黨人參選
。

這名身價被估算在15億美元的富豪，將動
用稅改讓他得到的額外資金，來回擊特朗普政
府的政策缺陷，因為他本來就“既不需要也不
想要減稅”。他支持的民主黨人將要角逐56個
眾議院席位和22個參議院席位，其中包括民主
黨在參議院的一號人物舒默（Chuck Schumer）
和眾議院情報委員會的民主黨議員席夫（Adam
Sciff）。

他還向一系列非營利性組織捐了近200萬美
元，這些組織支持的議題有：控槍、環保、加
強法治等，民主黨宣稱這些議題在特朗普時代
遭受了攻擊。

科拉曼本人並不是共和黨人，登記的政治
派別是“獨立派”。但他支持小政府、擴軍，在近年來都與共
和黨一致。此前，他在奧巴馬時期給共和黨候選人及政治委員
會捐了700多萬美元，並一度被視為新英格蘭地區對共和黨最
慷慨的捐款人。

他在2016年共和黨初選中曾給時任新澤西州州長克里斯蒂
（Chris Christie）及參議員盧比奧（Marco Rubio）捐出數十萬
美元的巨資。

但在特朗普贏得共和黨初選後，他改換陣營，給民主黨候

選人希拉里捐出了5400美元，這是聯邦法律規定的最大捐款額
度。

2017年，他繼續轉變方向，在地方選舉中支持了多名民主
黨人，還給民主黨國會競選委員會捐了3.4萬美元。不過，這
和他此前對共和黨的捐款仍然相形見絀，在2016年，他曾捐了
近20萬美元給共和黨全國競選委員會，沒有捐一分錢給相應的
民主黨委員會。

與其說他的轉變是因為支持民主黨政策，不如說是為了製
約特朗普。他在2017年年終寫給投資者的信中說：“執政不是
個玩笑或者鬧劇，顯然也不是一出真人秀。悲劇的是，特朗普
沒有顯示出多少美國總統所需要的人格素質，也沒有養成這些
素質的能力或興趣。”

《波士頓環球報》報導稱，許多傳統的保守派捐款人都已
經私下表達了對特朗普及其執政方向的不滿，但大都沒有公開
表露這些想法，也沒有改變他們的捐款模式。有些捐款人仍想
在一些小問題上繼續與特朗普政府合作，以免引起與特朗普的
對立。如支持共和黨極右勢力的科赫兄弟偶爾會在特定議題上
發聲批評特朗普，但目前還在給那些支持特朗普的共和黨候選
人捐款。

但隨著特朗普越發孤立而難以預測，捐款人“叛變”的想
法也越發明顯。不支持特朗普的一名佛羅里達共和黨人威爾遜
（Rick Wilson）說，這些捐款人大都是財政保守主義者，但他
們看到特朗普唯一的成果只是“每天瘋狂的推特發帖”，捐款
人群體中對特朗普的輕蔑態度漸長。

《波士頓環球報》表示，在看到更多公開的捐款數據前，
還不清楚科拉曼的轉變是否只代表了少數人的決定，還是會成
為一種更大的趨勢。

因不滿特朗普因不滿特朗普，，共和黨富豪捐款人用稅改省下的錢助民主黨參選共和黨富豪捐款人用稅改省下的錢助民主黨參選

紐約千萬富豪殺好友封口紐約千萬富豪殺好友封口，，失踪前妻或已遇害失踪前妻或已遇害

疑受沙門氏菌污染疑受沙門氏菌污染 美國一企業自願召回美國一企業自願召回22億枚雞蛋億枚雞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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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中餐館在印度各地日益增多，以

滿足印度民眾的“中國胃”。令人意外的是，

部分中餐館的老板是印度人。

筆者近日走訪印度新德裏和海得拉巴等城

市，在馬路邊和小巷子內都能發現中餐館。有

的飲食店檔，賣的未必是中式餐食，卻以Chi-

nese（中國的）命名招攬食客。

兵馬俑、中式洞門、用中文寫著“歡迎光

臨”的迎賓臺、大圓桌、寫著“緣”“情”的

字畫、中式陶瓷調味罐、輪番上桌的中式蒸

籠 ……筆者近日走進壹家名為 MAINLAND

CHINA的餐館，乍壹看，以為回到中國，其實

這是位於印度海得拉巴的中餐館。

約100平方米的餐館內坐滿來自印度、韓國

和美國等地的食客，其中大部分是常客。當天

22時，仍不斷有食客進入，“每天將近有200

人來這裏用餐”。壹位名為庫瑪爾的服務員

稱，食客多數是印度人。

該餐館菜單上有蔬菜炒飯、八寶羹和客家

面等菜式，每份折合人民幣20元至70元不等。

筆者點了砂鍋雞肉與辣味醬油煮魚，上菜後發

現肉類外表都裹上濃稠的醬汁，菜式擺盤也印

度化。用餐時，會有店員為食客分菜。若是中

國人前去用餐，店員會提供筷子。

“我們餐館的老板是地道的印度人，很喜

歡吃中國菜，經常到中國各城市搜索新穎食

材，每隔 4個月就會更新菜單。”海得拉巴

MAINLAND CHINA中餐館商業經理蘇拉塔介

紹，該餐館所在集團的老板來自口味較清新的

加爾各答，中國菜的清淡健康剛好與之契合。

該餐館不僅聘請中國廚師指導印度廚師中

式烹飪，還從中國進口食材，加以印式烹飪改

良。餐館所在集團的旗下也有印度菜餐館，但

是他們大部分生意收入在中餐。

經過25年的發展，MAINLAND CHINA目

前在印度已經擁有45家分店，店址遍布新德

裏、班加羅爾等。蘇拉塔稱，計劃今明兩年內

擴大經營規模並進軍中國市場，首選在中國北

京開設分店，“中國民眾非常好，與他們交談

是愉快的”。

“由於印度菜和中國湖南菜口味相近，因

此湘菜在印度最受追捧。此外印度人近年註重

健康，粵菜也受到歡迎。”蘇拉塔稱，由於中

餐成品時間較快，附近上班族會到店內打包或

者訂餐。

“我平時在家鄉浦那也會光顧中餐館，喜

歡吃宮保肉丁、水煮魚和‘螞蟻上樹’。”希

瑪笑稱，她從家鄉到海得拉巴的路上曾利用美

食軟件尋找附近的中餐館。

來自韓國的鄭振郁受其

印度商業夥伴的邀請到中餐

館用餐，他表示，韓國不少

年輕人喜歡吃中餐，他自己

也曾經到過北京和上海嘗試地道中餐。

“我樂於嘗試不同的菜系，但尤其喜歡中

國菜，粵式炒飯是我的首選。”來自印度海得

拉巴的諾嘉妮稱，她與家人經常驅車約40分鐘

到中餐館享用新菜式。

“當年在孟買開設首家店鋪時，印度只有

很少的中餐館。”蘇拉塔表示，現在的中餐館

遍地開花，“在印度的每壹個地方，中餐都受

到歡迎，我們在印度各地的中餐館連鎖店生意

都不錯”。

約3萬名日本民眾東京集會抗議

要求安倍下臺

綜合報導 約3萬名日本民眾在位於

東京的國會前舉行大規模集會，抗議近期

日本政府被曝光的多項醜聞，要求首相安

倍晉三及其內閣集體辭職。

參加集會的人群擠滿了國會正門附

近及周邊所有道路。據集會組織方介

紹，參加集會人數大約有3萬人。他們

手舉“弄清真相”“安倍下臺”等標語

牌，齊聲高呼“絕不允許公器私用”

“徹底追究篡改文件責任”等口號。

壹位抱著幼子的年輕母親在接受

媒體采訪時表示，政府部門篡改公文，說

明日本已經不能被稱為法治國家。為

了孩子的未來，成年人有責任要求國

家保障國民知情權。

近期，日本政府連續曝出多項醜

聞，安倍內閣支持率持續下跌。時事通

訊社13日公布的民調結果顯示，內閣支

持率為38.4%，不支持率為42.6%。

3月12日，日本財務省承認篡改森

友學園“地價門”相關審批文件，包

括刪除首相夫人安倍昭惠及多位政治

家的名字。4月2日，防衛省突然宣布

找到了曾經聲稱“不存在”的自衛隊

伊拉克行動日誌，被懷疑刻意隱瞞日

誌的存在。4月13日，農林水產大臣齋

藤健證實找到了壹些相關文件，這些

文件增加了安倍為好友“以權謀私”

的嫌疑。

壹中吉合資企業遭縱火
吉總理：嚴懲肇事者
記者從中國駐吉爾吉斯斯

坦大使館獲悉，壹家已停工的

中吉合資黃金冶煉廠遭吉當地

居民縱火，事件造成3名吉當地

警察和1名居民受傷，現場無中

國工人，無中方人員受傷。

中國駐吉大使館敦促吉方
調查真相

該企業位於吉爾吉斯斯坦

賈拉拉巴德州托古茲托羅區，

主營礦石開采和選取。事件發

生後，中國駐吉大使館向吉

外交部提出交涉，敦促吉國

高度重視該事件，采取切實

措施，保護中國公民在吉合

法權益及財產、人身安全，

要求吉方盡快調查事情真相，

嚴懲肇事者。

同時，中國駐吉大使館也

向吉內務部表示了對此事的關

切。中國駐奧什總領館已於12

日趕到涉事企業所在地開展相

關工作。

據中國駐吉大使館消息，

目前已經獲得吉方對此事件的

積極反饋。吉外交部表示，已

經獲悉中國駐吉大使館對事件

的關切，會全力控制事態的發

展，切實保護中國公民在吉國

投資的合法權益。目前，事態

已經得到平息。

中國駐吉使館表示，將繼

續密切關註事件後續調查進

展，盡壹切努力維護在吉中國

投資者的合法權益。

吉國政要：嚴懲肇事者
吉總理伊薩科夫已責成

內務部徹查事件，嚴懲肇事

者。同時呼籲當地居民保持

理智，通過合法渠道反映訴

求和問題。

伊薩科夫解除了事發所在

區區長伊季利索夫的職務，並

責成吉國家工業、能源和礦產

資源委員會核查該項目的內部

審批情況。

吉議會也對此事表示關切。

吉議長茹馬別科夫要求政府懲

辦不作為的當地官員。另據吉

當地媒體報道，部分議員認為

該事件有損吉爾吉斯斯坦的國

際形象，破壞了國家投資環

境，要求政府采取措施，避免

類似事件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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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18款含基因致癌物“環氧丙醇”的人造(植物)牛油資料

牌子 產品 大約零售價 環氧丙醇

名稱 （港元） (微克/公斤)

Sunny Meadow* Spread with Canola Oil 17.9 640

Belle Premium* Vegetable Fat Spread Made With Sunflower Oil 17.9 630

花嘜(Flora)* 軟滑植物牛油醬(Original Spread) 30 390

President* Ambassador Salted Culinary Fat Blend 27.9 280

Tablelands* Butter Spread with Plant Sterols 41.5 230

花嘜(Flora)* 輕怡植物牛油醬(Light Spread) 45.9 190

M&S* Reduced Fat Olive Oil Spread Made Using Olive Oil 29 180

Essential Waitrose* Olive Spread - Reduced Fat Spread (45%) 39.9 180

Tesco* Sunflower Spread 29.9 170

明治(Meiji)* なめらかソフト(Smooth And Soft) 46 160

雪印(Snow Brand)* 特級植物牛油(Neo Soft Spread) 31.9 150

Copha* Vegetable Shortening Made With Coconut oil 56.9 150

Earth Balance* Organic Whipped Buttery Spread 80 130

銀寶(Lurpark) Slightly Salted Organic Spreadable Butter Blended With Vegetable Oil 74.9 120

MeadowLea Original Vegetable Fat Spread 32.9 110

Olive Grove* Classic Mild Tasting 65% Less Saturated Fat Than Butter Edible Oil Spread /Fat Spread 37 110

Sainsbury's* Lighter Butterlicious Made with Buttermilk 48.9 59

I Can't Believe It's Not Butter!* Light Vegetable Oil spread 60 13

*註：同時驗出含有污染物3-MCPD 資料來源：香港消委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佩韻

消委會指人造牛油長食傷腎
逾半含致癌物污染物 嚴重可影響男性生殖系統

香港多家產品被點名的生產商表
示，知道食品法典委員會正在制定實務
守則以減少3-MCPD及“環氧丙醇”，
並明白這是未來的趨勢。他們將繼續密
切留意事態發展，尤其是食油生產商在
生產技術方面的努力。

包裝標籤即時更正
被測試的牛油產品之一的“大公司”代理

商回覆消委會查詢時表示，包裝的標籤正在更
正中，包括產品名稱及反式脂肪含量，料於本
月上旬完成。

“Emborg”的代理商表示，因要獲得穩
定的質量，故將夏季冬季的牛油混合，兩者
的總脂肪含量應該大致相同，但脂肪酸的組
合及比例會因季節有所不同，而飽和脂肪和
反式脂肪酸，會因應奶牛所進食的新鮮草而
不穩定。

測試方法有所不同
“銀寶”代理商向消委會提交第三方實驗

室的測試報告，指測試型號的反式脂肪酸測試
結果低於消委會的結果，並指較早前發現樣本
的營養標籤上的反式脂肪、膽固醇及鈉含量有

錯誤，已即時更正在零售點及倉存的產品上的
營養標籤貼紙。
“MeadowLea”及“Olive Grove”的生產商

表示，其同一批產品的廠方測試結果顯示其營養
標籤準確無錯誤，符合香港規例，測試結果的差
異是由於其採用的測試方法與消委會的不同，認
為消委會的測試方法對低反式脂肪水平的樣本的
檢測敏感度相對不足。

“I Can't Believe It's Not Butter” 、
“Earth Balance”及“Benecol”的分銷商表
示，因應產品不符合香港法例對反式脂肪酸聲稱
的要求，故在有關產品上架之前會先行用貼紙，
把“0g trans fatz”聲稱遮蓋，惟樣本上的貼紙
可能在運輸途中脫落。

產品嚴格遵守法例
“雪印”的生產商表示，為了減少在生產

過程中產生的人工反式脂肪，早已沒有使用半
氫化食油製造產品，產品嚴格遵守日本和香港
的相關法例。

“Tesco”的代理商表示，其產品沒有使
用半氫化食油，對於3-MCPD及GE的實務守
則表示支持，以保障消費者的權益。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佩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佩韻）就有牛油被驗
出含污染物及基因致癌物，香港食環署食物安全
中心在回覆消委會查詢時表示，中心會繼續跟進
事件及採取適當行動。

食安中心在2012年“食物中的氯丙二醇脂肪
酸酯”進行的研究結果顯示，市民攝入3-MCPD
的主要食物來源是“粉麵”及“烘焙食品”而非
油脂。

國際食品法典委員會沒有制訂食用油脂中的
3-MCPD及“環氧丙醇”的最高含量，但中心正

草擬減少精煉食用油及其製品中3-MCPD及“環
氧丙醇”的實務守則。

就牛油包裝外的營養標籤與消委會的測試結果不
一致，部分營養成分甚至相差10倍，食安中心表示，
根據《食物及藥物（成分組合及標籤）規例》，任何
人在香港出售預先包裝食物，除非獲得豁免，否則必
須加上以中文或英文，或中英文兼用的標記或標籤，
列出食物名稱、能量值及營養素等資料。

任何人如在標籤上對所售賣的食物作出虛假說明
或誤導他人，即屬違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佩

韻）牛油可為糕點帶來可口的質

感，並可令食品味道昇華，但香

港消委會最近測試 30款預先包裝

的牛油、人造牛油及相關產品，

發現超過一半樣本同時含有基因

致癌物“環氧丙醇”，及污染物

“3-MCPD”，全部均屬人造牛

油。18款驗出基因致癌物“環氧

丙醇”，含量由每公斤 13微克至

640微克不等，其中有16款同時驗

出有污染物 3-MCPD，含量由每公

斤44微克至1,100微克，長期及過

量服用會損害腎臟功能及影響雄

性生殖系統。

食安中心：跟進事件 必採行動

廠商：努力改進生產技術
廠
－
商
－
回
－
應

■■香港香港消委會研究及試驗小組主席黃錦輝消委會研究及試驗小組主席黃錦輝1616日發日發
表測試報告指表測試報告指，，驗出市面驗出市面1818款人造牛油含基因致款人造牛油含基因致
癌物癌物““環氧丙醇環氧丙醇”。”。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攝

消委會調查又發現，牛油的營養標籤錯漏百
出，其中一款人造牛油樣本實際鈉含量為每

100克有410毫克鈉，比標示高10倍。
消委會在去年10月從市面購入30款常見的牛

油、植物牛油及相關產品樣本，並委託實驗室進行
營養及化學測試。結果發現，18款人造牛油驗出基
因致癌物“環氧丙醇”，含量由每公斤13微克至
640 微克不等，含量最高是 Sunny Meadow 的
“Spread with Canola Oil”。

建議引入歐洲標準規管
消委會續指，有16款人造牛油樣本檢出污染

物3-MCPD，由每公斤44微克至1,100微克，含量
最高是 President 的“Ambassador Salted Culinary
Fat Blend”。消委會研究及試驗小組主席黃錦輝
表示，過量攝入3-MCPD有機會對人體腎臟功能
及男性生殖系統構成影響。而“環氧丙醇”則具
有基因毒性及致癌性。

消委會總幹事黃鳳嫺說，香港未有就“環氧
丙醇”及3-MCPD的含量訂出標準，但歐洲食物
安全局在去年11月將3-MCPD每日容許攝入量
修訂為每公斤體重2微克，以60公斤體重人士
計，每公斤最高可攝入120微克。“環氧丙醇”
則每公斤體重攝入0.6至4.9微克便屬“偏高”攝
入量。

至於今次檢出3-MCPD最高含量的President
的“Ambassador Salted Culinary Fat Blend”，每

公斤便有1,100微克的3-MCPD，分別要持續每日
進食約110克(約24茶匙)才超過歐洲食物安全局的
建議攝入限量。

半數營養標籤嚴重失實
黃鳳嫺指，市民在正常食用分量下應該是安

全，但提醒3-MCPD可經其他高溫烹調而形成，
故會存在於粉麵、麵包、曲奇、蛋糕、薯片薯條
及奶粉等，建議市民要留意分量及遵從健康飲
食。

她又建議，政府要密切留意相關發展，考慮
引入類似歐洲食物的規管。

是次調查亦發現，一半的測試樣本營養標籤
數據嚴重失實，如銀寶(Lurpark)的“Slightly Salt-
ed Organic Spreadable Butter Blended With Vege-
table Oil”的每 100克鈉含量測試結果為410毫
克，與包裝上標示的36毫克相差10倍。
調查又發現，4款牛油產品標示反式脂肪酸為

每100克為0毫克，但測試發現4款樣本每100克
便有0.6至2.9克，不符標示“0”的定義(即每100
克不得超過0.3克反式脂肪酸)，包括Sunny Mead-
ow的“Spread with Canola Oil”。

黃鳳嫺表示，失實標示有機會觸犯《食物及
藥物（成分組合及標籤）規例》，有關情況已交
食安中心跟進並促請代理商採取即時行動跟進。
至於是否觸及《商品說明條例》，黃鳳嫺說已交
予海關處理，海關回覆指已交由食安中心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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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美大使：

中美加強合作 兩國利益所在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駐

美國大使崔天凱當地時間15日在美國費城出
席2018年賓大沃頓中美峰會時表示，中美加
強合作是兩國利益所在、責任所在。

崔天凱在峰會上發表講話說，中美即將
迎來建交40周年，兩國現在的選擇將決定今
後幾十年中美關係的走向，將決定這對關係
給未來中美兩國自身和世界帶來什麼樣的影
響。
他說，過去40年的歷史證明，儘管中美

之間始終存在這樣那樣的差異和分歧，但保
持一個總體合作的關係符合兩國利益，有助
於實現兩國雙贏。

“選擇貿戰對誰都沒好處”
崔天凱在講話中駁斥了質疑中美合作共

贏關係的一些雜音。他說，美國同中國接觸
和合作是出於美國自身利益，不是做慈善。
在過去幾十年同中國的合作中，美國的利益
也確實得到了很好的保障和促進。

崔天凱說，有美國人認為，在中美經貿關
係中美國吃虧了，這個觀點也是站不住腳的。中
美兩國貿易額從尼克松總統訪華時的幾乎可以忽
略不計，發展到去年超過了5,800億美元，雙向
投資也在不斷增加，這給中美兩國都帶來了巨大
利益。美國企業也從中國的發展中獲得了巨大利
益，贏得了市場份額，得到了商業回報。他說，
貿易不平衡問題當然要解決，但是不能找錯原
因，更不能開錯藥方。貿易戰絕對是錯誤的選
擇，對誰都沒有好處。中方的態度一是反對，二
是不怕。如果有人堅持要打貿易戰，中方一定奉
陪到底。
崔天凱還駁斥了“中國工人搶了美國工人

的工作”及攻擊中美之間人文交流的一些錯誤觀
點。他說：“我希望美國的政治家和所謂的戰略
家們在歷史的十字路口不要走錯方向，要作出正
確的選擇。
其實只要我們始終把兩國人民的利益放在

首位，真正從兩國人民的利益出發，這個選擇是
顯而易見的，也是不難作出的。”

反對貿易保護有共識
時隔八年 中日舉行第四次經濟高層對話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當地時間

16日，中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在東京同

日本外相河野太郎共同主持中日第四次經濟高

層對話。王毅表示，雙方應共同反對貿易保護

主義，共同維護多邊貿易體制，共同推動建設

開放型世界經濟。河野太郎亦指出，面對保護

主義抬頭，應維護以世界貿易組織為核心的自

由貿易體制，按照世貿組織的規則處理貿易問

題。

■■安倍晉三在東京會安倍晉三在東京會
見王毅見王毅。。 中新社中新社

據悉，第四次中日經濟高層對話當日在東京舉行，標
誌着這一交流機制在中斷了8年之後重啟。而在此

之前中日兩國已分別於2007年、2009年、2010年進行過
三次這一級別的對話。

珍惜改善勢頭 堅持互利共贏
王毅在對話會上表示，在中日關係改善的大背景下，

中日經濟高層對話時隔8年後得以重啟。當前，中日經濟
合作面臨新的歷史條件和宏觀環境，站在新的起點上。雙
方應從戰略和務實兩個層面深入溝通，以增進理解、積累
互信、促進協調、推動合作。
王毅指出，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新形勢

下，中國將開啟新時代改革開放的新征程。我們將追求更
高質量發展，不斷擴大對外開放，持續改善營商環境，加
快推進“一帶一路”建設。中日經貿合作面臨新的歷史機
遇。雙方應珍惜得來不易的改善勢頭，維護好中日關係的
政治基礎，堅持互利共贏、共同發展，致力於實現兩國經
濟合作的提質升級，重點聚焦節能環保、科技創新、高端
製造、財政金融、共享經濟、醫療養老等領域合作。雙方
應推動“一帶一路”合作取得成果，將其打造成兩國合作
的新亮點。雙方應共同推進東亞經濟一體化進程，加速進
行中日韓自貿區和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談判，向着
早日建成亞太自由貿易區的目標不斷邁進。雙方應共同反
對貿易保護主義，共同維護多邊貿易體制，共同推動建設
開放型世界經濟。
河野太郎表示，日中經濟合作是兩國關係的重要基礎和

推動力。在日中和平友好條約締結40周年之際，日中關係面
臨全面改善、穩定發展的機遇。面對兩國和世界經濟形勢的
新變化，日方願同中方以新的視角規劃拓展兩國經貿合作。
日方高度重視習近平主席在博鰲亞洲論壇2018年年會開幕
式上發出的重要信息。面對保護主義抬頭，應維護以世界貿
易組織為核心的自由貿易體制，按照世貿組織的規則處理貿
易問題。
對話會上，中日兩國外交和財政經濟部門負責人圍繞

宏觀經濟政策、雙邊經濟合作與交流、中日第三方合作、
東亞經濟一體化與多邊合作等充分交換意見，達成一系列
共識。

安倍會見王毅 聚焦“帶路”建設
此外，當地時間16日，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東京會

見中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王毅表示，近年來兩國
關係歷經波折，各領域交流合作受到影響。首相先生去年
以來多次就改善中日關係發出積極信息，中方對此予以重
視。希望在雙方共同努力下，此次應邀訪日能夠成為兩國
關係重回正常軌道的重要一步。中方重視首相先生就“一
帶一路”建設作出的積極表態，日方參與共建“一帶一
路”將為中日經濟合作開闢新的空間。我們願同日方探討
參與的適當方式和具體途徑。雙方要加強溝通協調，反對
保護主義，維護以世界貿易組織為核心的全球自由貿易體
系，構建開放型世界經濟。

安倍晉三表示，日方高度重視對華關係，願以日中和
平友好條約締結40周年為契機推動兩國關係全面改善，
實現高層交往，在戰略互惠關係框架下開展更廣泛的合
作。日方高度關注習近平主席在博鰲亞洲論壇2018年年
會開幕式上宣佈的中國擴大開放新舉措，相信將有利於促
進日中經濟關係。我十分期待並歡迎李克強總理赴日本出
席中日韓領導人會議並正式訪問日本。期待“一帶一路”
建設能夠有利於地區經濟的恢復和發展。日本同樣重視世
界貿易組織規則，主張按世貿組織規則處理經貿問題。雙
方就朝鮮半島形勢等地區問題交換了看法。

中日第四次經濟高層
對話當地時間16日在日本
舉行，中國國務委員兼外

長王毅出席會議並與日本外相河野太郎共同
主持對話會。分析人士稱，這是中日時隔近
8年重啟經濟高層對話，尤其是在中日和平
友好條約締結40周年的特殊年份舉行對話
會，將對兩國關係改善產生積極促進作用。

吉林大學國際問題專家王生教授表示，
王毅訪日是對現階段中日關係發展的肯定和
積極回應，也意在通過訪問，表明中方希望
未來中日關係能朝着有益雙邊關係正常發展
的軌道進行。從日本方面看，鑒於目前中
韓、中朝關係互動頻繁，以及半島局勢趨向
和緩，特別是中國“一帶一路”倡議和博鰲
亞洲論壇的國際影響力不斷提升，作為亞洲

重要國家，日本不甘失去機會，冀通過改善
中日關係從中獲益。從長遠看，無論日美關
係如何發展，中國市場對日本來說，永遠處
於至關重要的地位。從中國看，美國特朗普
政府近期不斷向中國打出貿易、南海和印太
戰略等組合拳，未來有可能繼續對中國發
力。此時，中國希望更好地通過改善與周邊
國家的關係，尤其改善中日關係，達到緩解
和減輕外部壓力的效果。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副研究員陳友駿認
為，目前，中日正處於關係轉圜的重要窗口
期。日本國內尤其是政界對於改善中日關係
呼聲持續放大。同時，日方正在通過商界等
多方渠道向中方傳達改善關係的願望，應該
說，這樣的做法符合中日關係交往中的政治
邏輯。 ■中通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環球網報道，中國外交部16
日舉行例行記者會，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在回應中
印雙方近期互動頻繁時表示，雙邊合作大有可為。

有記者問道，一段時間以來，中印官方互動
頻繁。上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工作
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與印度國家安全顧問多
瓦爾舉行了會談。此外兩國還舉行了第五次中印
戰略經濟對話，外交部副部長孔鉉佑本月早些時
候赴印磋商。上述互動是否說明中印關係升溫？
中方對中印關係現狀及未來發展有何看法？
華春瑩表示，今年以來，在兩國領導人引領

下，中印關係保持積極發展勢頭，各層級交往密
切，各領域合作取得不少新進展。上述互動充分
表明，中印兩國擁有廣泛共同利益，雙邊合作大
有可為。
她表示，中方重視發展對印關係，願同印方

一道努力，落實好兩國領導人達成的重要共識，
牢牢堅持雙邊關係正確發展方向，更多積累正能
量，拓展新合作，推動兩國關係健康穩定向前發
展。

中日經濟高層
對話機制是2007年4
月時任中國國務院

總理溫家寶訪日期間與時任日本首相安
倍晉三共同商定啟動的。主要任務：一
是交流兩國經濟發展戰略和宏觀經濟政
策，加深相互了解；二是協調跨部門經
濟合作事宜，探討合作中相互關切的重
大問題；三是加強在重大地區及國際經
濟問題上的政策溝通，促進兩國更廣領
域的合作。目前，中日經濟高層對話已
進行了三次，分別於2007年12月、2009
年 6 月和 2010 年 8 月在中日兩國輪流舉
行。三次對話依次由曾培炎副總理（時
任）同高村正彥外務大臣（時任）、王
岐山副總理（時任）同中曾根弘文外務
大臣（時任）、王岐山副總理（時任）
同岡田克也外務大臣（時任）共同主
持，相關經濟部門負責人參加。

■中國商務部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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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官方互動頻繁
外交部：雙邊合作大有可為

■■中日舉行第四次經濟中日舉行第四次經濟
高層對話高層對話。。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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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蔡競文、章蘿蘭)藥明康德正式啟動A股

IPO，將成為首隻以IPO形式回歸A股的中概股。不過，公司披露

的預計募集資金使用額比之前縮水63%。彭博引述分析人士稱，

此舉顯示市場疲弱，以及內地監管層對醫藥板塊“獨角獸”的發

行控價依然存在，料會抑制醫藥股的反彈空間。

藥明康德IPO集資恐縮63%
中國緊盯醫藥“獨角獸”上市規模受限

據藥明康德16日在上海證交所發佈
的招股意向書顯示，擬發行數量

不超過1.04億股，預計募集資金使用
額為21.3億元(人民幣，下同)，較公司
此前預披露的57.4億元減少63%。該
公司另一公告指，預計定價日為4月20
日，發行日為4月24日。

原計劃集資57億元
此前藥明康德的招股書申報稿

指，公司擬於上交所公開發行不超過
10,419.86萬股，佔發行後總股數比例
不低於10%，擬募集資金57.41億元。
東北證券財富管理部總經理郭峰

認為，以使用額估算的藥明康德IPO
規模大幅縮減，部分原因或受A股市場
近期整體疲弱影響。同時，也顯示出，
即便是“獨角獸”，管理層仍然分行業
對發行本益比有所控制。至少在醫藥板
塊，管理層的控制沒有明顯放開，還是
強調實際盈利，這種情況有可能會抑制
醫藥股的反彈空間。而對於仍處於虧損
中的網際網路企業等特殊行業獨角獸，

可能無法按照本益比紅線來定價
旭方投資合夥人基金經理王晨表

示，藥明康德募資規模調減後，發行本
益比可能降至20倍左右，在23倍的發
行本益比紅線以下，可能顯示監管層希
望給二級市場投資者較好的回報。不
過，即使發行本益比降低，上市後藥明
康德的本益比可能還是會炒到或至50
倍這樣的高水平。
基於藥明康德此前預披露的預計

募集資金使用額57.4億元，天風證券
在3月28日的報告中估計，其發行價約
55.09元；按2017年淨利潤預計，發行
本益比約40倍左右，充分顯示了政策
對新經濟的支持和傾斜。

小米擬下月申請CDR
另外，另一隻獨角獸擬下月提交

發行中國存託憑證(CDR)申請。彭博社
引述知情人士透露，小米選擇了中信證
券安排發行中國存託憑證(CDR)，準備
在公司於香港完成 IPO 後，發行
CDR，發行規模未決定。

香港文匯報訊 據期貨業內人士
透露，期貨風險子公司與私募基金的
場外期權業務被叫停。路透社引述華
東一期貨公司高層表示，接到期貨業
協會口頭通知，子公司與私募基金的
場外期權業務停掉了，新業務不准再
做，存續業務到期後不得展期。上周

券商與私募基金的場外期權業務已被
叫停，這意味着個人借道進行場外期
權交易的又一個渠道被封。
場外期權業務的主要參與者是商

業銀行、私募基金、券商、期貨公司
風險管理子公司等。早前有業內人士
透露，業內有一些私募存在拆分場外

期權份額售予個人投資者的狀況，這
可能是此次叫停私募基金場外期權的
主要原因。
上周二中國證券業協會下發類似

的通知，要求暫停券商與私募基金的
場外期權業務，存量業務到期自動終
止不得續期。

中國媒體曾報道，中國期貨業協
會去年9月底曾下發通知要求，期貨
風險管理公司不得與個人客戶開展衍
生品交易服務，同時風險管理公司應
立即開展自查工作。
據中國證券業協會3月發佈的場

外期權統計報告，截至去年12月底，
存量場外期權的初始名義本金為
2,238.71億元(人民幣，下同)，去年12
月單月新增和終止的規模分別為
513.8億元和675.2億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王逍江
西報道）由小米科技投資的江西本
土品牌手機“小米黑鯊手機”日前
舉行新品發佈會。據悉，小米科技
在多年前已開始佈局手機遊戲，小
米黑鯊是全新品牌，搭載強大的芯
片處理器，並在天線設計、專屬遊

戲模式、遊戲音效等方面作出針對
性的優化，該款手機可以讓玩遊戲
更爽快，改變手遊體驗方式。小米
黑鯊項目總部註冊、落戶在南昌經
開區，項目總投資16億元人民幣，
計劃2022年完成銷售收入約100億
元人民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海南自貿區、自貿港等
發展規劃16日引爆A股市場，海南
板塊整體升幅高見9.4%，21隻個
股飆至漲停。惟大市表現平庸，滬
綜指收市跌 1.5%，深成指下挫
0.61%，僅創業板指一枝獨秀，漲
0.77%。
A股海南板塊自2月中旬起明

顯向上，周漲幅最多時近12%，但
上周周線收陰，跌超3%。不過，日
前《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支持海
南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指導意見》
正式發佈，包含了海南自由貿易試
驗區、自貿港發展目標及時間表出
爐，海南將發展賽馬運動等項目、
海南將探索發展競猜型體育彩票和
大型國際賽事即開彩票等要點。
重大利好落地後，海南板塊再

度迅速啟動，16日早市即大幅高開
9%，全天整個板塊維持高位運
行，最終收漲9.4%。除了停牌個
股外，海南板塊全線飄紅，雞犬皆
升。新大洲A、大東海A、海南橡
膠、海南礦業、海南瑞澤、海汽集
團、海峽股份、海航創新、海南椰
島、覽海投資、海南高速等21股漲
停；廣晟有色升近7%，普利製藥
漲5%，海虹控股升4%。海馬汽車
2017年淨利潤虧損9.94億元(人民
幣，下同)，16日一樣封板漲停。

除了開盤的成交量以外，海南
板塊全天基本沒有賣出掛盤交易，
成交量較前幾日高峰時萎縮一半，
估計今天再大升的可能性很大。其
中各個股份成交量差異明顯，有的
成交量跌至平日的兩成左右，有的
則明顯放大。
此外，賽馬概念板塊也整體漲

超5%，珠江實業、華聯綜超等個
股漲超9%，平潭發展升近7%。

除了海南概念股外，其餘板塊
大多受壓。上周末美英法對敘利亞實施空襲，
市場避險情緒陡升，滬深主板全日低開低走。
截至收市，滬綜指報 3,110 點，跌 48 點或
1.53%，創逾10個月新低；深成指報10,621
點，跌65點或0.61%；創業板指報1,838點，
漲14點或0.77%。兩市共成交4,507億元。工
藝商品、保險、煤炭、銀行、鋼鐵板塊領跌。

瑞銀證券中國首席策略分析師高挺16日
指，由於對18年下半年的經濟增速放緩程度缺
乏清晰的預測，以及中美貿易爭端，市場的風
險偏好難以持續大幅提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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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私募場外期權業務被叫停

小米創黑鯊品牌攻手機遊戲

■■藥明康德集資規模藥明康德集資規模
大縮大縮，，或反映中國監或反映中國監
管層對醫藥板塊管層對醫藥板塊““獨獨
角獸角獸””的發行控價依的發行控價依
然存在然存在。。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2 神 州 大 地 ■責任編輯：李岐山 2018年4月17日（星期二）

■■ 徐陸軍老師徐陸軍老師
在上數學課在上數學課。。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缺少了一隻手的他已經數不清這是第幾次送走
畢業生了。從村小到新登鎮松溪小學，他在

自己的家鄉做了24年的代課老師，以教室為船，
以獨臂為槳，在歲月長河中，擺渡着一批又一批
學生。在學生心目中，他是“十項全能”。
今年48歲的徐陸軍是富陽新登鎮清泉村人。

1987年，17歲的徐陸軍在村裡的磚瓦廠工作，一
場突如其來的意外，讓他永遠失去了右手——調
試機器時，他的手被捲了進去，導致右手高位截
肢。

拍照記錄孩子成長
“有很長一段時間我在家裡休養，因為空閒

時間多，也讀了很多書。”徐陸軍回憶說，那段
時間自己讀了七八百本書，印象最深刻的是史鐵
生的《我與地壇》，“可能因為命運有點相似，
很有共鳴，這篇文章很打動我，也對我產生了比
較大的影響，對命運的殘缺有了更深刻的理
解。”

1994年上半年，徐陸軍進入昌東完全小學，
成為一名代課教師。這是他教師生涯的開端，也
是走出傷殘陰影、與命運抗爭的契機。
“起初教語文，後來因為學校的需要，改為

科學和數學。”徐陸軍努力克服工作中的各種困
難，“尤其是幾何作圖的時候不太方便，需要孩
子們幫忙。”2012年，昌東完全小學被撤併入松
溪小學，徐陸軍也轉入松溪小學擔任數學代課教
師。六年級二班教室內外的牆上，能看到不少孩
子們的精彩照片，有他們在運動會上的英姿，有
他們在窗邊翹首企盼的背影，也有他們在戶外踏
青賞春的笑臉……“班上學生的照片，我已經拍
了幾千張。”徐陸軍說。

象棋比賽榜上有名
2012年，徐陸軍創辦了一個象棋社團，從無

到有，社團現在已經有35名學生，在各類比賽中
榜上有名。去年6月，在富陽區青少年兒童三棋
賽上，這個鄉村小學一舉奪得象棋第二名。

徐陸軍一直保留着愛讀書的習慣，並孜孜不
倦帶着孩子們一起讀書。他在班裡開設了圖書
角，自費為孩子們買書，從兒童文學、名著縮寫
版到歷史、科普書，時不時更新，並向孩子們推
薦讀物。
在學生眼裡，徐陸軍還是半個植物專家。課餘

時間，他帶着學生們一起種花。前幾天，他還帶着
三四名學生完成人工授粉，嘗試雜交出新品種。

一個簡易木架、幾板豆腐、一個紅色塑料
袋，這是位於湖南懷化市坨院社區衛生服務中心
旁一個豆腐攤的全部家當。與普通攤點不同，這
裡沒有攤主照料，顧客自己拿豆腐、給錢、找
零。昨日，記者在坨院社區衛生服務中心旁，見
到了這個無人售賣豆腐攤。掀起豆腐盒上的白紗
布，木盒子裡擺滿了分割好的大小相同的豆腐
塊，木架旁掛着個紅色塑料袋。相比周圍熙熙攘
攘的商舖，這個小攤顯得有點另類。

一位中年婦女在小攤前停了下來，她從錢包
裡掏出2元人民幣紙幣，投入面前的塑料袋中，
然後掀開桌面上的白紗布，從木盒子裡隨手取了

一塊豆腐放進食品袋中，轉身準備離去。
“看你這麼熟練，是不是經常在這裡買豆

腐？”香港文匯報記者詢問道。“這裡的豆腐吃
着放心。唐光長信任我們，我們肯定也要講誠
信。”她樂呵呵地說，自己就住在對面的小區，
剛開始覺得有點彆扭，幾年過去了，已習以為常
了。香港文匯報記者在現場看到，來此購買豆腐
的顧客還不少，看貨、付款、取貨，購買過程均
由顧客自主、自覺完成。

記者聯繫上了這個無人豆腐攤攤主唐光長。
在作坊裡，唐光長和妻子正忙着裝貨，準備將豆
腐運出。唐光長說，他從1990年開的豆製品店，

按照傳統工藝製作豆腐，服務中心旁的這個攤點
生意一直不錯。“做生意，應該以誠為本，不能
做黑心生意。”唐光長說。

2015年初，隨着生意越做越大，事情太多，
他一大早將豆腐擺放在服務中心旁的這個攤點上，
再掛上一個裝錢幣的塑料袋，就去忙別的事情了，
直到上午11時多再去收攤。“我誠信做生意，豆
腐質量得到了附近居民的認可。你對我放心，我對
你也就信任了。”唐光長說。
靠着誠信經營，3年多來，唐光長這個攤點

每天銷售額平均有160元人民幣左右，每次算賬
都分文不差。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姚進 湖南報道

孔子故里山東曲阜將在未來兩到三
年時間內建設中國首座教師博物館。日
前，這座規劃中的博物館正式向公眾展
示了設計理念，並向海內外徵集文物。
曲阜師範大學黨委書記戚萬學說，曲阜
是中國教育的重要發源地之一，2,500
多年前，孔子在此設壇講學，開創了中
國教育傳承的新紀元。中國首座教師博
物館擬建於曲阜師範大學西校區，目前
建築規劃方案已設計完畢。
根據規劃方案，博物館將參照明清

建築風格設計，為“一體兩翼”仿古建
築，佔地60餘畝、建築面積2萬平方
米，預計投資2億元人民幣，包括主展
館、名師堂、孔子館、教育禮儀展館
等。
為推動首座教師博物館建設，教育

部教師工作司已發佈了支持博物館開展
文物資料徵集的通知，主要徵集記載古
代、近現代以及當代的中華（含港、
澳、台地區）教師活動的文字、圖表、
照片、影視、實物等文物資料。
目前，博物館已收到韓國儒教文化

博物館捐贈的清代《孔子聖跡圖》。曲
阜師範大學83歲的教授駱承烈擁有吉
尼斯世界紀錄“收藏孔子像最多的
人”，他捐贈出2,700多件孔子像章、
雕塑、畫像等。 ■新華社

獨臂教師堅守講獨臂教師堅守講台台2244年年
教書育人被譽教書育人被譽““十項全能十項全能””

4月16日，雄安新區安新縣邸莊村的村民
邸老亮正在家中製作魚卡。今年75歲的邸老
亮製作魚卡已經60多年了。魚卡是用竹子做
的小機關，把卡頭的兩端捏在一起，套上草
箍，草箍裡嵌上魚餌，魚兒在吞食魚餌時咬斷
草箍，卡頭迅速彈直，魚嘴就被卡住。據了
解，如今白洋淀製作卡頭的人已經寥寥無幾，
這門傳統的捕魚手藝即將消失。圖為邸老亮演
示如何用魚卡捕魚。 ■圖/文：中新社

依靠着獨臂攝影的絕技依靠着獨臂攝影的絕技，，徐陸軍為杭州富陽松溪小學的學生們拍下了數千張照徐陸軍為杭州富陽松溪小學的學生們拍下了數千張照

片片。。再過兩個月再過兩個月，，六年級二班的六年級二班的3939位學生就要畢業了位學生就要畢業了，，作為班主任的徐陸軍正在作為班主任的徐陸軍正在

為他們準備一份特殊的禮物為他們準備一份特殊的禮物，“，“我打算把這些照片做成我打算把這些照片做成PPTPPT，，在畢業典禮上送給孩在畢業典禮上送給孩

子們子們，，讓他們看到自己讓他們看到自己66年來的變化與成長年來的變化與成長。”。” ■■《《錢江晚報錢江晚報》》

湖南無人豆腐攤 三年沒差一分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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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中閔案 政院：新教育部長依權責處理

屏東洋蔥再一週就採收完 縣政府忙促銷
(綜合報道）屏東恆春半島洋蔥今年產量增加，農糧署與屏

東縣政府利用各種管道促銷，今天又有企業購買6000袋、90公
噸，農糧署表示，屏東洋蔥再一週就採收完。

除了縣長潘孟安親自北上促銷洋蔥、發起各工會認購6公噸
洋蔥、高屏辦促銷活動，屏東縣政府今天又發起4 家企業認購
6000袋、90公噸的洋蔥，2輛載滿洋蔥的卡車停在大門口，準備
載往台北。

記者會中，同開科技工程公司董事長洪榆舜表示，公司買了
一卡車，今天就要送到台北去，除解農民燃眉之急外，也希望拋
磚引玉。縣議員許展維當場表示再認購1000袋。記者會請來廚
師料理洋蔥雞、松露洋蔥米餅和沙拉等，教民眾如何吃洋蔥。

農糧署官員表示，屏東的洋蔥再一週就採收完，目前已採
收的洋蔥已8成，約剩12公頃、660公噸還沒採收，已採收的洋

蔥有 5 萬袋、750 公噸由恆春
、車城及枋山農會購儲，其餘
就是不斷的利用各管道促銷，
讓新鮮的洋蔥能夠趕快銷出去
。

農糧署統計，今年恆春半島洋蔥面積607公頃，比去年增加
約100公頃，產量比去年增加近6000公噸。

枋山地區農會總幹事陳慶德表示，枋山農會冷凍庫目前有
農會購儲的1萬袋（1袋15公斤）及農民冷凍的4萬袋，新鮮洋
蔥促銷活動讓滯銷壓力減輕，而冷凍的洋蔥依規定，要1到3個
月後才能上市，做為產期調節用。

陳慶德與枋山鄉長洪啟能說，近10年興起的中部洋蔥一年
生產2季，今年中部洋蔥第2季提早採收，恆春洋蔥在種苗時遇

到雨水，採收期拖延，導致雙方產期撞期。
陳慶德表示，恆春洋蔥從日治時代就種植，因落山風吹拂

，口感、香氣及辛辣感都比別處優，除非遇到特殊狀況，否則內
銷都不夠，根本沒有量可以外銷。

陳慶德認為，今年遇到這種全台洋蔥盛產狀況，未來如何
調節是關鍵。但農糧署官員表示，就像高麗菜和香蕉盛產時賤價
般，農民搶種和氣候因素，都讓 「調節」成為棘手問題。

縣政府農業處副處長鄭永裕表示，縣府與農糧署已協調產
地農會及縣農會預留10萬袋洋蔥的冷藏空間，但只是預備，仍
會全力促銷新鮮洋蔥。

(綜合報道）澎湖籌建多時的新臺華輪，
澎湖縣長陳光復今天在縣務會議中正式定案
，將建造一艘航速可達30節的9000噸新客輪
，預計高雄澎湖海上交通航行時間2小時40分
左右，且搭乘更舒適。

陳光復表示，澎湖新建造的臺華輪，4年
前設計是客貨兩用輪船，一般航速在24節，
造價約新台幣17億5000萬元，不符民眾期望
，於是重新委託規劃，今年可望發包建造。

陳光復指出，重新設計的臺華輪，專載
旅客，總噸位約9000噸，航速將達到30節，
造價在15億元。今年8、9月間可發包建造，

未來高雄到澎湖僅需2小時40分左右，且內裝
完全比照郵輪設計，搭乘舒適，比現有的老
舊臺華輪，航行時間將縮短近2個小時。

陳光復還指出，新建臺華輪造價僅需約
15億元，省下的錢將計畫再造一艘約1500噸
新船，未來在冬季期間，航行嘉義布袋馬公
間航線，航行時間約70分鐘，可紓解旅遊旺
季一位難求情況，提供台澎間更便捷的海上
輸運。

台灣航業所屬的臺華輪，是民國78年建
造完成，航行高雄與馬公航線迄今。

建造新臺華輪有眉目 台澎交通更快更舒適

教團抗議離婚配偶請求分配退休金教團抗議離婚配偶請求分配退休金
新北市教育產業工會新北市教育產業工會、、台北市學校教育產業工會等團體台北市學校教育產業工會等團體1515日在民進黨中央黨部前舉行記日在民進黨中央黨部前舉行記

者會者會，，抗議離婚配偶請求分配退休金項目草率立法抗議離婚配偶請求分配退休金項目草率立法，，高喊暫緩實施高喊暫緩實施、、立即修法立即修法。。

(綜合報道）行政院今天宣布，教育部長潘
文忠請辭獲准後，將由中央研究院院士、前東
華大學校長吳茂昆接任教育部長；台大校長遴
選案，將由吳茂昆接掌教育部後，依權責決定
是否聘任管中閔。

台灣大學校長遴選案喧騰多時，潘文忠14
日請辭獲准。行政院發言人徐國勇晚間舉行記
者會宣布，行政院長賴清德已核定由吳茂昆接
任教育部長，預計19日交接。

現年68歲的吳茂昆是淡江大學物理學士、
碩士與美國休士頓大學物理博士，曾任行政院
國家科學委員會主任委員、中研院物理研究所
長與東華大學校長。

媒體詢問，賴清德在徵詢過程中是否有跟
吳茂昆討論台大校長遴選案？徐國勇表示，賴
清德已說過，新任教長人選的條件，不是解決
台大校長遴選案；有關是否聘任管中閔為台大
校長，將由吳茂昆就任教育部長後，依權責處
理。

台灣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1月5日選出中央
研究院院士管中閔為新校長，原預訂2月1日上
任，卻遭質疑擔任企業獨立董事、論文案等爭
議；教育部至今未同意，近日更組成跨部會諮
詢專案小組，釐清管中閔赴中國大陸兼職的爭
議。

同時，媒體關切，過去有報導指吳茂昆擔
任東華大學校長任內溢領獎助金。對此，徐國
勇表示，當年，民國103年時，東華大學與吳茂
昆都有澄清解釋。

行政院提供吳茂昆當時的聲明指出，有關
溢領的部分，東華大學是在民國100年12月聘
任他為講座教授，聘期為101年1月23日到104
年1月22日止，每月領取講座教授獎助金新台
幣5萬元。吳茂昆是101年2月1日才正式就任
校長，因此受聘講座教授絕對不是上任後，以
校長職權之便，為自己加薪自肥的舉措。

至於吳茂昆擔任校長後的薪資加給，主要
是經過東華大學學術獎助評審委員會的程序，
認定他過去在科學界的研究成就，給予頂尖人
才25點，也就是25萬元的獎勵，但為考慮到是
否與講座獎助5萬元重複領取，因此已先行扣除
5個點數，所以實際核定頂尖獎勵為20點（意
即20萬元），因此沒有溢領170萬元的問題。

對於吳茂昆曾遭指濫用校長職權讓某位教
授升等，徐國勇表示，東華大學已說明，教師
升等是經由學校三級三審程序，非校長一人所
能操控，若其中有任何問題，教師可循相關途
徑救濟。這部分，經過相關調查，行政院認為
「沒有問題」。

媒體追問，監察委員曾要求追回吳茂昆溢
領的170萬，行政院是否有掌握吳茂昆繳回的紀
錄？徐國勇說，他手上沒有相關紀錄，但 「應
該都沒有問題」。

此外，媒體詢問，過去吳茂昆曾指兩岸是
國與國關係，教育部長人事案是否有考量到這
點？徐國勇表示，行政院考量的是吳茂昆過去
的行政經驗、曾任大學校長，以及科學研究的
成就；對於兩岸關係，他強調，政府的立場就
是 「維持現狀」。他表示，相信以吳茂昆的國
際學術地位，不管是中國或是哪一國，對吳茂
昆都有一定的認識。

針對吳茂昆是否具有美國籍的問題，徐國
勇指出， 「有美國籍就不能擔任政務官」，若
有美國籍要擔任政務官，就要放棄美國籍；吳
茂昆先前擔任過國科會主委， 「應該都放棄了
」，人事單位都會調查， 「不可能有這個問題
」。

至於行政院選在今晚宣布教長人選是否與
總統蔡英文明天將出訪非洲有關？徐國勇表示
，沒有直接關係，而是希望盡快確定人選。他
表示，特任官需要經過總統任命，但可在經過
行政院長核定後，先就職再補宣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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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設推特 吳釗燮首推文向國際發聲

(綜合報道）遭綠黨籍桃園
市議員王浩宇指疑 「涉毒」的
時代力量林姓黨工今天表示，
「惡意爆料，只覺得精心安排

像在看連續劇好似紙牌屋」；
時力主席黃國昌說，時力對毒
品立場就是零容忍。

根據影音串流平台Netflix
介紹，紙牌屋是一部美國政治
劇，描述一名冷酷無情的政治
人物為爬到華府權力金字塔頂
端，無所不用其極。

黃國昌表示，時力立場非

常清楚，對毒品零容忍。
時力發言人李兆立晚間接

受中央社記者訪問時表示，當
事人為時力台北市黨部工作人
員，目前已停職接受調查。如
果司法調查認定涉毒，絕對開
除，沒有例外。

被指疑 「涉毒」的林姓男
黨工在社群網站臉書（face-
book）發文，否認涉毒；李兆
立回應中央社記者查證時表示
，臉書發文確實是林姓黨工發
出。

林姓黨工透過臉書發文首
度回應表示， 「本人清清白白
」。事發隔天就開始從各方好
友傳來王浩宇動作頻頻，聯繫
媒體，並意圖邀其他政黨開記
者會。不禁眉頭一皺， 「事情
好像沒那麼單純」。

他說，未審先判是台灣仍
待改進的地方，希望大家共同
促進改善，現在他最重要是好
好跟司法證明清白。

議員指疑涉毒 時代力量黨工：惡意爆料像紙牌屋

蘇嘉全：台灣與馬紹爾關係密切 友誼永續
（綜合報道）立法院長蘇

嘉全今天表示，20年來馬紹爾
都是台灣最好的朋友，在國際
社會幫台灣講話，兩國彼此關
係都非常密切，這份友誼在彼
此共同努力下，會永續繼續下
去。

蘇嘉全中午在民主進步黨
立委谷辣斯‧尤達卡、尤美女
、張廖萬堅、陳曼麗等人陪同
下，接見馬紹爾群島共和國執
政 黨 KEA 黨 主 席 賈 克 利 克
（Alvin T. Jacklick）、教育體
育暨訓練部部長海涅（Wilbur
Heine） 、 參 議 員 艾 佛 瑞 德
（Alfred Alfred Jr.）、環礁市市
長介恬（Joel Jitiam）等一行人
。

蘇嘉全辦公室發布新聞稿
，蘇嘉全會中表示，從歷史淵

源來看，包括台灣、菲律賓與
太平洋島國，都是屬於南島語
系國家，而依相關跡證顯示，
台灣是南島語系民族的發源地
之一，台灣與南島語系的各國
關係更是密切。

他說，20年來馬紹爾都是
台灣最好的朋友，在國際社會
幫台灣講話，兩國不管是政府
對政府、國會對國會，彼此關
係都非常密切，這份友誼在彼
此共同努力下，會永續繼續下
去。

蘇嘉全指出，這次訪賓一
方面關心台灣原住民的相關教
育問題，另一方面也關心農業
的發展，而他的故鄉屏東更是
值得訪賓去認識了解的地方。
他也特別感謝馬國國會致函慰
問花蓮地震，台灣已感受到這

份溫暖的友誼。
艾佛瑞德表示，這次前往

蘇嘉全的故鄉屏東訪問，收獲
相當多，同時感謝台灣對馬國
的各項發展協助，他重申兩國
邦誼穩固，交流順暢，而馬紹
爾也會持續在國際上發聲支持
台灣，以感謝台灣對馬紹爾的
諸多協助。

海涅與介恬都表示，屏東
是非常好的學習典範，非常感
謝屏東縣政府的熱烈歡迎與招
待。

海涅表示，感謝台灣在教
育上的協助，未來希望加強青
年訓練課程包括資訊與運動領
域，期待兩國在教育與運動方
面交流能夠更密切。

（綜合報道）為強化國際
宣傳，外交部今天正式設立推
特（Twitter）帳號；外交部長
吳釗燮親自撰寫首篇推文，邀
請大家透過外交部推特帳號，
了解有關台灣外交事務的最新
發展。

外交部今天晚間發布新聞
資料指出，外交部今天設立推
特帳號：MOFA_Taiwan。首篇
推文由吳釗燮親自撰寫，除英
文外，還有日文、西班牙文版
本，向國際發聲。

2月底接任外交部長的吳
釗燮在推文中表示，很榮幸為

外交部 「開啟全球即時溝通的
新時代」，也邀請大家追蹤
（follow）外交部推特帳號，
了解有關台灣外交事務的最新
發展。推文也附上吳釗燮使用
手機的照片。

外交部表示，加強運用
新社群媒體等平台，強化國際
宣傳，是吳釗燮到任 100 日首
要外交工作目標之一。設立推
特帳號，可達成這項目的。

吳釗燮認為， 「全天候
的訊息平台，代表我們無時無
刻皆可以清楚傳達正確的資訊
」， 「推特對於外交部來說，

是與現有溝通管道相輔相成的
重要工具。」

外交部國際傳播司司長陳
銘政表示， 「新推出的推特帳
號可為外交部所經營的社群媒
體平台增添廣度」。

外交部先前已設立臉書與
YouTube 帳號。陳銘政說，除
推特外，未來外交部也將持續
透過臉書和YouTube等社群媒
體為台灣發聲。

外交部說，外交部推特將
以國際社會為主要對象，並視
推文內容搭配使用英、日、西
等語言。

卡 管 議 題 延 燒 財 委 會 藍 綠 互 相 批 評
（綜合報道）國民黨團首席副書記長曾銘

宗今天表示，財委會邀教育部探討高教經費使
用情形，民進黨卻提散會，漠視高教。民進黨
團幹事長何欣純說，藍議題設定只是要問台大
校長爭議，只為政治而政治，不應該。

立法院財政委員會上午邀請審計部審計長
林慶隆、教育部長潘文忠專題報告 「邁向頂尖
大學計畫經費之審計與執行情形」。但教育部
長潘文忠已於14日請辭獲准，因此改由教育部
政務次長蔡清華出席。

但會議一開始，民進黨籍立委以 「反對政
治鬥爭」為由提出散會動議。會議主席、國民
黨籍召委曾銘宗與同黨立委賴士葆不滿，雙方
互嗆五分多鐘，最後曾銘宗宣布休息不散會。

隨後，中國國民黨立法院黨團書記長李彥
秀，以及曾銘宗、賴士葆、費鴻泰等人於立法
院召開記者會。

曾銘宗表示，雖然潘文忠已請辭，但教育
部次長已列席今天的會議，民進黨立委卻提散
會動議，他不禁要問，政府是否不關心台灣高
等教育的發展。另外，台大聘任校長是單純校
園事件，卻被民進黨泛政治化，懷疑民進黨居
心何在，要卡管卡到何時。

他說，台灣國立大學世界排名一直下滑，
今天安排報告，邀請審計部、教育部，以及台

大、陽明、成功等五所大學校長與會，探討邁
向頂尖大學經費的使用情形，在13日上午發出
會議通知後，教育部沒有意見，但民進黨立委
在今天一開會就提出散會動議。

費鴻泰表示，財政委員會負責整理各委員
會的預算案，也負責審查決算，對於預算的執
行當然可以要求各部會報告，民進黨到底在怕
什麼。他也呼籲政府不要為了卡管，讓所有大
學淪為政治的附庸。

民進黨立法院黨團幹事長何欣純告訴中央
社記者，民進黨團絕對支持財政委員會排的專
案報告，但不希望國民黨這樣議題的設定，只
是為了政治而政治，根本上是要問教育部長對
台大校長爭議的說明，這不應該。

她說，對管中閔案的立場一貫，就是管中
閔應該光明正大的出來說清楚原委、一一回應
，不要躲在後面神隱。

民進黨立法院黨團副幹事長吳思瑤告訴
中央社記者，國民黨本週委員會議程百花齊放
，就是想要凌遲、攻訐潘文忠，目前潘文忠已
經辭職，但國民黨的議事安排，就是一個政治
操作，管中閔案不應過度政治化，應回到本質
程序與適法性的討論，歡迎國民黨立委來立法
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討論。

陳菊視察茄萣海岸整治成果陳菊視察茄萣海岸整治成果
高雄茄萣海岸線原本雜亂無章高雄茄萣海岸線原本雜亂無章，，歷經歷經77年復育整治後煥然一新年復育整治後煥然一新，，高雄市長陳菊高雄市長陳菊1515日前日前

往視察整治成果往視察整治成果。。

昆山馬拉松昆山馬拉松
20182018海峽兩岸海峽兩岸（（昆山昆山））馬拉松賽事馬拉松賽事1515日上午登場日上午登場，，因適逢假日吸引當地民眾舉家前往因適逢假日吸引當地民眾舉家前往

幫選手打氣幫選手打氣，，為能讓賽事順利進行為能讓賽事順利進行，，昆山當地共計出動昆山當地共計出動80008000名警力名警力、、封了封了5050公里路公里路，，陸媒陸媒
大陣仗即時轉播大陣仗即時轉播。。

柯文哲出席食安西遊記園遊會柯文哲出席食安西遊記園遊會
台北市長柯文哲台北市長柯文哲1515日在國父紀念館中山公園廣場出席日在國父紀念館中山公園廣場出席 「「台北食安週台北食安週」」 系列活動－食安西系列活動－食安西

遊記園遊會遊記園遊會，，與開場表演的小朋友合影留念與開場表演的小朋友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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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小时候袁想过一些非常简单的问题袁一棵小草
为何要一荣一枯之类遥 遵循科学的引导袁至今没找
到答案遥

科学照明的范围之外袁是神秘遥叩问神秘袁不得
要领遥 佛经尧叶圣经曳尧叶古兰经曳都看过遥 有一种崇高
感袁甚至美感袁但没有宗教体验遥

我的宗教体验袁来自 20世纪下半叶的生活院它
也有一个彼岸渊不会来到的野明天冶冤袁一个神渊驱赶
我追它的权力冤袁一种原罪渊个人的私心杂念冤袁要求
我捐弃自己的理性和此岸的人生袁换取一张免罪券
作为进入彼岸的门票遥 要求是强制性的袁异端裁判
所伺候遥

这个体验袁阉割了我宗教信仰的能力遥
一位牧师带我上过教堂袁听布道袁唱野阿利路亚

赞美你冶遥 一位神父带我望过弥撒袁上面念一句袁下
面跟着念一句遥这些袁都使我想起唱叶东方红曳念野红
宝书冶的日子遥特别是佛教的野三皈依五戒冶仪式袁千
余人跟着扩音器的指示忽而唱忽而拜一再重复袁和
当年的野三忠于四无限冶无异遥以致我每参加一次宗
教仪式袁就会和宗教疏远一步遥

宗教的存在袁有赖于普遍性的确立遥 现在芯片
人尧机器人呼之欲出袁连爱因斯坦和达尔文都变成
了同行中的稀有动物遥 伦理学受到基因工程的挑
战袁哲学经由语意分析袁到了无行无言的境界遥甚至
宇宙定律都成了大爆炸中许多偶然事件随机遇合

的产物袁又能到哪里去寻找普遍性的方程钥
尽管如此袁我还是有对宗教信仰的需要遥 非理

性的袁近似乡愁遥至今在美国的居所袁楼下的客厅里
悬挂着叶金刚经曳袁楼上我的书房挂着叶心经曳袁小雨
的书房里袁还供着一尊观音遥 供在一个小书架的顶
层袁第二层是已故亲人的照片袁她的父亲母亲袁我的
父亲母亲尧前妻李茨林袁和女儿高林遥 野时时勤拂拭袁
无使有尘埃冶袁好像这就是袁我们的须弥山遥
二

1993年初到美国袁举目无亲袁四顾茫茫遥承蒙佛
教宗师星云上人慈悲袁邀我们入住洛杉矶满地可精
舍袁为佛光山画了一百幅禅画遥 这批画我们自己不
满意遥但是后来的英文版袁在美国加拿大 2007年图

书大展得了个金牌奖袁也是佛缘遥
1997年袁发生了轰动美国的野西来寺政治献金

案冶遥劝我们不要掺和政治的星云上人袁不知怎么的
卷进了美国两党斗争的旋涡袁媒体热炒袁处境困难袁
动了心脏手术袁康复缓慢遥我们在新泽西袁卷了一些
字画袁托人带到台湾袁献给他作为慰问遥 不久袁他的
女弟子永芸法师赴美袁从纽约驱车来访袁代他问候
我们遥

永芸是散文家袁文名远扬遥 台湾有许多杰出的

女作家袁三毛尧黄宝莲尧朱天文尧朱天心尧龙应台尧郑
宝娟各有异禀遥永芸是出家人袁文字清空散淡袁如月
到天心处袁如风来水面时袁读之若听梵音遥

人如其文袁亦清气袭人遥因为喜欢大自然袁求得
上人恩准袁辞去佛光出版社社长的职务袁到美国来
担任鹿野苑住持遥发心要把鹿野苑办成一个高品位
的尧具有佛教文化博物馆性质的禅净中心遥

我们刚离开鹿野苑不久遥 在那里有些想法袁大
抵和她一致袁谈起来袁很是投缘遥 她建议我们回去袁
跟她一起开山遥我们愉快地接受了遥她说袁等她在鹿
野苑安顿好了 袁
就派车 来接我

们遥
她来之前 袁

鹿野苑归纽约道

场管辖遥 纽约道
场住持留她在道

场打杂袁 一打就
是两年遥 两年后
她被召回台湾 袁
到人间福报社当

副社长兼总编辑去了遥 临走前来告别袁没有一句对
师姐的怨言遥

凡人如我袁不识山路遥从这个没有一句怨言袁只
感到一种僧团文化的神秘遥
三

不久袁1999年 4月袁星云上人邀请我和小雨袁访
问了位在台湾高雄的佛光山遥

山不甚高袁四周人烟稠密袁环境污染严重遥闹中
取静袁浊中取清袁颇符野人间佛教冶创意遥寺庙拾级而
升袁庭院开阔遥 寮房窗外袁巨大的麻竹参天拔地遥 疏
处可望见山下袁小如骨牌的千门万户袁都在烟尘深
锁之中遥汽车像蚁群袁噪音似潮水遥一派后工业时代
岛国的繁华袁如同淡淡的剪影遥

上人仍在康复袁野老病人扶再拜难冶遥 但仍坚持
要带我们看山上的全部寺庙袁并亲自讲解遥 在文史
馆里袁我们看到了他一生创业的艰难与成就遥

他是扬州人遥南京大屠杀后袁随母到南京寻父袁
为血腥恐怖震撼袁十二岁就剃度出家遥 1949年孤身

来台袁衣食维艰袁而弘法不辍遥 迄今门下弟子逾千袁
道场遍布全球袁信众恒河沙数遥 有自己的报社出版
社袁还办了几所大学遥著作百万余言袁开野人间佛教冶
之门遥

他说佛光山的发祥地袁是宜兰的雷音寺遥 在那
里讲经说法十二年袁 是他全方位佛教事业的滥觞遥
他现在重建了雷音寺袁问我们可不可以袁为那里的
大雄宝殿袁画一堂壁画钥

我们很高兴有此机会袁 弥补百幅禅画的缺憾遥

草出小样尧经他认可后袁匆匆就去了宜兰遥两位法师
开车袁一路上所见有限袁只觉得大小寺庙多不胜数遥
各自供奉着从弥勒尧妈祖尧吕洞宾尧太上老君尧城隍
爷尧土地公尧五路财神到五百壮士之类的神袁不胜列
举遥 所有寺庙的外墙上袁都或雕渊砖刻浮雕冤或画着
叶三国演义曳尧叶西游记曳尧叶封神榜曳尧八仙过海尧唐明
皇游月宫之类的故事遥尤其是斗拱尧神龛袁做工之精
致细密袁每使我想到雕花镂空的多层象牙球遥

一个寺庙是一个山头遥 建筑不论大小袁所在不
论城乡袁供奉不论何神袁都拥有自己的大批信众遥台

北的著名大庙行天

宫袁供奉的是关公遥信
众之挤袁 有甚于香港
的黄大仙祠遥到宜兰袁
紧挨着雷音寺的袁是
一个很小的马王庙遥
据庙史所载袁 该庙神
主马援袁 后来改为马
仁遥易主前后袁信众照
样虔诚袁 香火依旧鼎
盛遥

四

1999年的宜兰市容袁 略似 80年代成都的青石

桥一带遥 只是更加草木茂盛袁潮湿闷热袁多雨多蚊遥
新雷音寺是一栋十七层大楼袁电梯空调齐全袁为全
市最高也最现代化的建筑遥 从楼顶平台望出去袁整
个市区尧市外的山袁山外的海袁和海上的岛屿袁尽收
眼底遥

大楼刚落成袁装修未完工袁石灰油漆的气味还
很浓袁就已香客络绎遥 本地人都说袁此楼盖了多年袁
工程公司经常停工袁要求追加经费袁以致造价比预
算高出许多倍遥

商业的气势袁于此可见遥
大雄宝殿在十一楼遥 壁画墙面长 30公尺袁高

5.5公尺袁颜料需用量大遥 我们一到袁就有人来推销
油漆袁有的保证几十年不变色袁有的保证永不变色袁
锲而不舍袁竞相打折袁使我们不得安宁遥

商业的气势袁于此可见遥
寺里出家人袁都是比丘尼遥义工男称护法袁女称

师姑袁皆为在家信众遥每日清晨四点袁就隐隐有梵呗
之声传入寮房袁是知出家人持戒修行之严遥 白天大
家更忙袁所谓野着了袈裟事更多冶袁信然遥

住持满方袁开朗热情遥 到达当天袁派了一位护
法袁送我们出去泡了个温泉遥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泡
温泉遥 老朋友蹇长春叶温泉曳诗云袁野云影山光映水
间袁温汤卧憩似参禅遥等闲六国黄金印袁未抵三迤碧
玉泉冶袁窃有同感遥

新住持永乐袁威仪凛然遥寺庙办公室上下袁也都

换了新人袁气氛为之一变遥一位年轻比丘尼妙旺袁负
责和我们联系袁说袁以后有什么事袁找我遥 我开了个
同样的采购清单袁给了妙旺袁无下文遥

一天袁新住持捧着个记事本袁拿着支圆珠笔袁毕
恭毕敬跟在一位衣着朴素尧 气质优雅的女士后面袁
来看我们起稿遥 那女士说一句什么袁她就说院着袁我
记下了我记下了遥来到脚手架下袁朝上喊道袁下来下
来袁县长太太来了遥

我停下笔袁转身说你好遥 女士说对不起袁打扰
了遥 二位难得来袁别太辛苦了遥 哪天方便袁请二位来
我们家做客遥又说袁我给住持说了袁画这画是庙里的
大事袁也是宜兰的大事袁该有个录像袁上个电视遥

我说袁太谢谢了遥 事前有所听闻袁本届宜兰县
长袁一上台就禁止砍伐百年以上的树木袁我很欣赏遥
今见其妻袁果然不俗遥可惜未问姓名袁回美后有时想
起袁1999年在宜兰当县长的那个人袁 不知道现在怎
么样了遥

几天后袁庙方送来画材院一种晴雨牌油漆遥数量
之多袁几可涂满整个大楼遥我拒收袁要求按清单采购
材料遥 妙旺说袁住持叫你们先画着再说遥

第二天袁 虹牌油漆的老板张德贤先生来电话袁
建议我们用虹牌油漆遥 说倘要不变色袁可以给专门
配料遥 我告诉他用什么材料我做不了主袁庙里住持
决定遥他不信袁说星期六下午要到宜兰来看我袁交个
朋友遥 说他们家从上代起就是佛光山的施主袁和大
师渊星云冤是老交情遥 佛光山从开山以来袁门下全部
寺庙袁都是用虹牌油漆遥 庙里不会有任何问题遥

永乐住持亲自看我来了袁满面笑容袁要我告诉
张老板袁用晴雨漆是我的决定遥我说我要的是颜料袁
不是油漆遥 周六下午袁张老板没上来遥 值班法师说袁
住持在门口把他接走了遥 这以后很多天袁常有人问
我袁为什么不用虹牌漆袁偏要用晴雨漆钥 同时袁房间
里的外线电话也断了遥

商业的气势袁亦于此可见遥
五

一天画着画着袁忽有异常之感遥环顾四周袁大雄
宝殿上静得出奇遥 无僧尼袁无香客袁烟消炉冷袁钟鼓
木鱼寂然遥 红烛顶上的小灯泡都还亮着袁齐齐的一
动不动遥中午去吃饭时袁食堂和厨房也都没人袁灶冷
盆空遥

顺着楼梯袁一层一层往下寻找袁全不见人影遥下
到第四尧三层袁渐闻人声沸鼎遥 在二楼凭栏下看袁底
层大厅里人山人海袁摩肩接踵袁涌动着标语和旗帜
的森林遥 一阵阵鼓掌袁一阵阵呐喊袁声如潮涌遥 诸比
丘袁诸护法袁在人群中穿梭往来袁或散发小小的青天
白日旗和各色头扎袁或往人海里一排排圆桌上放置
餐具遥

高爾泰 我與星雲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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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青中文學校演講比賽長青中文學校演講比賽 學子展現學習成果學子展現學習成果

電視廣播合為一體電視廣播合為一體 STVSTV1515..33操作指南操作指南2424小時收看收聽小時收看收聽

朗讀比賽學員與嘉賓朗讀比賽學員與嘉賓。。((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
】美南國際電視 STV15.3 為方便
觀眾收看， 「電視廣播合為一體
」，現在可利用多元方式24小時
觀看美南國際電視，不需任何付
費，觀眾可利用網站搜尋、微信
連結或下載Apps方式，就可直接
收看及收聽該頻道，行車間也可
方便收聽，輕鬆獲取美南電視節
目以及各類國際、社區重大資訊
。

美南國際電視 STV15.3 收看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
看收聽：

1. 掃二維碼(QR code)：觀眾
只要掃描報上的二維碼，就可連
結到美南國際電視，直接在手機
上觀看STV15.3。

2.今日美南公眾號直播： 觀
眾可在 「今日美南」公眾號上，
點選 「美南視頻」裡的 「美南國
際電視直播」，就可輕鬆連接至
STV15.3。

3. 下載Apps收看：可在蘋果

商店搜尋 「Today America」，下
載 Apps，除可用手機讀報更方便
，也可以在 Apps 裡收看 STV15.3
電視直播。

4. Google 搜尋：觀眾只要在
Google 網站搜尋 「Southern TV-
STV15.3 Houston」，或輸入該平
台網址 「http://media.maqtv.com/?
1497381&proc=1」，就可直接連
結美南國際電視直播平台。

全體師生全體師生、、家長和嘉賓賽後大合影家長和嘉賓賽後大合影。。((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為培養孩子學習中文的信心，
長青中文學校2018年演講比賽15日在該校Lowmman Theater舉辦
，學生在家長和老師陪同下出席，依次上台完成比賽，華僑文教
服務中心主任莊雅淑、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組長何仁傑
、教育組鍾慧等人也參與出席。

長青中文學校校長王曉明致詞表示，他鼓勵同學參加比賽，
在長青快樂學中文，利用演講比賽培養自己的中文能力和自信，
「只要敢上台就非常勇敢」。

莊雅淑表示，感謝王曉明校長為學生發展良好的學習平台，
演講比賽很有意義，可增加對中文得學習熱情，也可展示成果。
由於海外學習華語文資源較少，希望能協助海外僑校發展，莊雅
淑特地代表捐贈贊助華語文教材，包括成語辭典及趣文妙詞，讓
孩子能增近對華語文學習樂趣。

何仁傑則代表處長陳家彥出席，他則表示經文處非常支持海

外僑校發揚中華傳統文化，他也認為學習中文並不容易，鼓勵學
生持續學習不間斷。

參加者分組依序上台演講，演講時間2分半鐘至3分鐘，評分
標準包含內容、發音、語調、表情儀容、即席問答，取前三名，
其餘皆鼓勵為參加獎，包括學前班及各班級的朗讀者表現都讓評
審刮目相看。

評審甘幼蘋、洪良冰及劉佳音也在賽後給予孩子講評鼓勵，
表示孩子只要肯上台就代表想當有勇氣，以後只要上台前能先深
呼吸，就可以緩解緊張情緒；他們也稱讚本次孩子都表現相當好
。

該次演講組前三名依序為第一名拿俄米(Naomi Nitsun)、第二
名葉浚宏(Jason Ye)及第三名何家怡(Kayee Ho)；朗讀組前三名依序
為第一名林心宜(Meadow Lam)、第二名梅施敏(Florence Mei)及第
三名黃遠淇(Katelyn Huynh)。 演講比賽現場演講比賽現場。。((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演講組第一名拿俄米演講組第一名拿俄米((中中))與僑教中心主任莊雅與僑教中心主任莊雅
淑淑((左左))及校長王曉明及校長王曉明((右右))。。((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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