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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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社中央社））美國媒體報導美國媒體報導，，聯邦航空總署聯邦航空總署（（FAAFAA））指出指出，，
軍方一架軍方一架C-C-130130式大力士型運輸機式大力士型運輸機（（C-C-130130 HerculesHercules））在喬在喬
治亞州薩凡納治亞州薩凡納（（SavannahSavannah））附近機場起飛不久便墜毀附近機場起飛不久便墜毀，，機上機上
搭載搭載99人人，，目前已知至少目前已知至少55人罹難人罹難。。

福斯新聞頻道福斯新聞頻道（（Fox NewsFox News））報導報導，，這架運輸機原定飛往這架運輸機原定飛往
亞利桑那州的大衛斯亞利桑那州的大衛斯--蒙桑空軍基地蒙桑空軍基地（（Davis-Monthan AirDavis-Monthan Air
Force BaseForce Base）。）。從地面上拍到的照片顯示從地面上拍到的照片顯示，，大火和濃煙吞沒飛大火和濃煙吞沒飛
機機。。

有線電視新聞網有線電視新聞網（（CNNCNN））報導報導，，美國空軍證實美國空軍證實，，一架隸屬一架隸屬
空軍國民兵空軍國民兵（（Air National GuardAir National Guard））的飛機在喬治亞州墜毀的飛機在喬治亞州墜毀。。

美國軍方運輸機美國軍方運輸機墜毀墜毀喬治亞州喬治亞州

美軍方運輸機墜毀喬治亞州美軍方運輸機墜毀喬治亞州，，現場濃煙密布現場濃煙密布。。((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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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中原律師
DANIEL LEE

C.Y. LEE LEGAL GROUP, PLLC

www.leelegalgroup.com

11122 Bellaire Blvd., Suite 103, Houston, TX 77072
1305 Prairie St., Ste. 300, Houston, TX 77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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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Counsel Mark Thering and Of Counsel Glenn Loethen.

精通國語、英語
粵語、西班牙語

休士頓最佳律師  獲獎無數

歡迎來電預約/ 

832-632-4639
713-487-9028

西 英

中

中

資深出庭辯護律師

刑事事故/車禍意外/人身傷害
家庭法/離婚官司/子女扶養
商業/房產糾紛/各類案件

專
精

為服務華人社區已於美南新聞大樓一樓設有辦公室

manager.v@houstondivorcenow.com
E-mail/

法學博士 ATTORNEY AT LAW

（綜合報導）有著在五一勞動節（Labor
Day）爭取工作權遊行的巴黎，昨日例行遊行
活動上，突有一群自稱極左組織黑群（Black
bloc）的無政府主義示威者，突然闖入和平遊
行活動，進行大肆破壞。

這批示威者，開始破壞街上店面的櫥窗，
並在沿路汽車和牆壁上留下塗鴉，丟擲汽油彈
且四處放火焚燒，燒毀汽車及街邊的麥當勞餐
廳。為控制場面秩序，巴黎警方以催淚彈和水
炮驅散示威者，並在內政部長傑拉爾·科隆
（Gerard Collomb）命令下，逮捕了超過200
名抗議群眾。

經常上演工會與勞工上街抗爭的法國巴黎
，今年的議題是對總統馬克宏（Emmanuel
Macron）的經濟改革法案表達怒吼。工會質疑
，馬克宏向財團傾斜太多，新法案對勞工不公
平；從新方案實施起來，鐵路、教師、護士和

許多鐵路工會陸續加入抗爭活動。但今年染上
暴力和失控狀態，被稱為多年最暴力的一次五
一工會遊行。

一直以保護和爭取勞工權益自居的法國，
馬克宏的新修正法案內容，包括凍結公營機構
的薪資、削減超過十萬個職位、取消終身聘任
制和倡議收緊病假規定等項目，對於法國受雇
階層而言，無疑是福利遭到剝奪。但看在外國
企業和部份學者眼中，這卻是法國經濟存在已
久的問題，也是必須要解決的重大問題之一。

事實上，1995年的五一勞動節大遊行也相
當火爆，當時的總理阿蘭·居貝（Alain Juppe
）也提出社會改革法案，卻引發大批工會與勞
工極為不滿，各領域與多產業工會聯合抵制，
造成法國社會大停擺多時，最終迫使政府不得
不讓步。

勞動節遊行失控 燒麥當勞砸車 巴黎警方逮捕200人

（綜合報導）多明尼加1日突然宣布和台灣斷交並與陸建交，多明尼加總統第一時間並未現
身對外說明，直到出席活動，他才對此表示並不是為了大陸拿錢，還說他只對大陸提了一個條件
，那就是大陸可以也給多國留學生在台灣所獲得獎學金，並承認多國留學生的學歷。

據外媒報導，多明尼加總統麥迪納（Danilo Medina）1日出席活動表示，大陸並沒有承諾與
其建交會提供30億美元給多國，他還稱 「我還真希望有這筆錢」 ，但他向大陸提出的唯一條件
就是承認多國留學生在台灣取得的學歷，且大陸可以也給多國留學生在台灣所獲得獎學金，還說
： 「這是我們從大陸獲得的唯一承諾，沒有其他條件了。」

目前在台灣留學的多國學生大部分是由外交部發的拿 「台灣獎學金」 來台，這項獎學金是由
外交部發給邦交國學生的。

與陸建交 多明尼加總統唯一的條件是這個

（綜合報導）美國總統川普身陷入通俄門左支右絀之際，
《華盛頓郵報》昨天補刀指稱，特檢穆勒3月5日與川普律師團
會面時警告，如果川普拒絕與調查人員談論通俄門，檢方不排除
發傳票給他，此言令川普律師團暴跳如雷。川普陣營已緊鑼密鼓
應戰，準備與穆勒一較高下。

華郵引述4名消息人士談話報導，在這場氣氛劍拔弩張的會
談中，川普律師團堅稱，總統沒有義務，就俄羅斯在2016年競
選期間干預大選的相關事宜，與聯邦調查人員交談。穆勒則回應
，如川普拒接受調查人員約談，他另有選項：發傳票給總統，要
他在大陪審團面前作證。

華郵指出，這是據外界所知，穆勒首度對川普法律團隊提出
類似強硬警告。據2位知情人士引述，川普當時的首席律師陶德

聞言大怒： 「這可不是兒戲
，你這是在毀掉美國總統的
工作。」

穆勒引燃的這把火，在川普律師團隊掀起混亂，對於該怎麼
應付穆勒的提問爭執不斷。有些人建議川普賭一把，認為穆勒不
會玩那麼大，內部分歧最終導致陶德辭職。這場會面後，穆勒的
團隊同意提供川普律師團更多具體資訊，諸如檢方想要與川普討
論哪些主題。川普律師賽庫羅據此整理出一份表格，上列他們認
定特檢可能提出的49個問題。

《紐約時報》上月30日爆料，的確有這份題目列表存在。
這些問題聚焦在川普競選、當選後交接以及擔任總統後的多起事
件，包括開除聯邦調查局長柯米和意圖逼退司法部長塞申斯的原

因。紐時報導曝光後，川普為此在推特大罵外洩者可恥，重申調
查是政治迫害， 「喔，我了了，你編出一個虛假罪行，還有從未
存在的勾結，還編出一場以非法洩漏機密資訊為開端的調查，真
是好棒棒！」

由前紐約市長朱里安尼領軍的川普新法律團隊，目前正討論
如何接招穆勒的提問，評估特檢可能端出哪些建構好的證據，更
重要的是，還得苦苦應付川普這個不願配合坐下來與特檢面對面
的當事人。如果沒有把穆勒對川普的提問搞定，一場面談恐怕演
變為特檢發傳票給總統，兩造在最高法院上演歷史性大對峙的場
面。

（綜合報導）西南航空繼上次傷亡事件後，今天(2日)又遇破窗緊急降落事件，在飛行中一扇窗
戶突然破裂，飛機緊急在俄亥俄州（Ohio）克里夫蘭 （Cleveland）機場，幸好沒有發生任何人員
傷亡，機上76名乘客，全部安全。

航空編號WN957的西南客機，於早上8時40分，從芝加哥飛往新澤西紐華克（Newark）的
957班機，爬至2.6萬英尺的高空後，事發當時機組人員聽到飛機有些噪音，逃生門上的玻璃窗外層
出現裂痕，玻璃不翼而飛，乘客驚嚇下，機長決定緊急降落。

事後西南航空未解釋破窗的原因僅表示，事故沒有造成機艙失壓，客機也沒有其他零件問題，
正安排另一航班，來接載受影響的乘客。

西南航空又出包 飛行中破窗緊急降落

川普若拒談通俄門傳票伺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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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明年1月起 將對旅客課徵1000日圓出境稅

日本自明年1月7日起，不論國籍，只要2歲以上的民眾自日本出
境都要課徵1000日圓(約台幣逾360元)觀光旅客稅。

日本參議院11日通過《國際觀光旅客稅法》，增設新稅 「國際觀
光旅客稅」，自明年1月7日起，不論國籍，只要是2歲以上的民
眾，自日本出境都要課徵1000日圓觀光旅客稅。

日本政府2020年將召開東京奧運及帕奧會，並訂立2020年訪日觀
光客增加到4千萬人的目標，為了達成目標必須確保對外宣傳以及
充實地方振興觀光對策等所需的財源，故將自明年1月7日起，附
加在機票、船票的票價中課徵觀光旅客稅。

日本預估，2018年會計年度（至2019年3月底為止）可望增加60
億日圓的稅收、2019年會計年度（至2020年3月底）則可望超過
430億日圓。這是日本自1992年開徵土地稅以來，時隔26年再度
開徵新稅。

（綜合報導）文金會後北韓擴大開放措施。南韓媒體報導指出，北韓近日和國際民航組織
（ICAO）接觸，申請新設國際航班路線。希望擴大對外交流，提升外來投資和觀光收益。

《東亞日報》2日報導，ICAO和南韓國土部1日透露，北韓最近向國際民航組織傳達新設國
際航線的請求。ICAO國際民航組織相關人士表示，北韓要求開通跨區域航班路線（Trans-Re-
gional routes）。這需要與ICAO和其亞太地區、歐洲和北大西洋地區會員國進行合作。

該人士指出，ICAO第一次接到北韓請求，尚未達成任何共識，預計將在今年內進行進一步
討論。《東亞日報》推測，北韓開放國際航線的理由，不外乎是為了經濟，並引述航空界知情人
士消息，表示北韓可能會對通過領空的飛機收取過路費。而北韓允許航班過境，對南韓來說也有
重大經濟利益。據估計，若南韓航空公司可以飛經北韓領空，每年能省下160億韓元。仁川飛往
美洲航線可以節省200到500公里的航程。

北韓申請新國際航線際航線

（綜合報導）澳洲航空（Qantas）近日宣布，將於2020年、讓麾下最後6架的 「空中女王
」 巨無霸747客機（Boeing 747）退役，並向波音（Boeing）新購6架新型的787 「夢幻客機」
（787-9 Dreamliners），作為未來長途航線的主力機型。

澳航是澳洲最後一家仍在使用747客機的航空公司，執行長喬伊斯（Alan Joyce）表示，
「這是一個時代的結束，40多年來，巨無霸客機一直是澳航的主力機種，我們擁有、幾乎每一

款波音製造的巨無霸噴射機。747對我們有重要意義，2020年退役時，那年也是我們（澳航）成
立100週年。」 澳航於1971年迎來第一架747巨無霸客機，一直是該公司的主力機型。

曾是波音公司最大的驕傲，747系列客機被外界譽為 「空中女王」 ，自1970年投入服務後
，至2007年為止，波音747保持全球載客量最高飛機的紀錄長達37年。當年於華盛頓杜勒斯國
際機場（Dulles International Airport）首航時，還請到時任第一夫人的帕特·尼克森（Pat Nixon
）為其命名。擁有4架引擎的雙層巨無霸設計，三級艙等設計能載416人、二級艙等則能有524
人的高載客量。747系列不僅能載客，在貨運和軍事運輸上都曾稱霸一方。

在強調低油耗、高航程的時代，新型的787客機足以承擔原先747的任務，從四引擎轉變為
雙引擎後，更加省油且後勤成本也更低。目前已有4架787上線的澳洲航空，新採購6架的訂單
，預估價格約為17億美元。

澳航6架 「空中女王」 747將退役 由787客機取代
（綜合報導）大陸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

昨展開為期2天訪問北韓行程。王毅此行可望與
北韓領導人金正恩會晤，就兩韓峰會成果及 「川
金會」 交換意見，並為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
北韓鋪路。有分析指出，大陸希望借助雙方之間
的密切溝通，牽制對北韓不改強硬姿態的美國。

這是大陸外長睽違11年後再度訪問北韓。
一般認為，王毅的到訪，象徵著大陸希望強化對
朝鮮半島無核化與後續和平磋商影響力。

北韓領導人金正恩今年3月訪問北京，習近
平特使中聯部部長宋濤4月份甫結束對北韓的訪
問，不到1個月，王毅又出訪；陸方如此高密集
訪問北韓，不但為習近平6月訪問北韓的訪問細
節做出安排，同時還將從北韓處獲取文金會的第
一手消息，接受來自平壤對文金會的說明。

日經中文網分析指出，北京這一系列的行動
，顯示出的意圖是，要彰顯做為平壤後盾的存在
感，以牽制華盛頓對平壤的強硬路線。

美國之音報導，復旦大學中國外交研究中心
主任任曉日前在華盛頓智庫史汀生中心研討會上
表示，王毅在這個節骨眼出訪北韓表明，北京方
面認為這是力圖在朝鮮半島事務上繼續發揮作用
的一個機會。

從時間點來看，王毅出訪選在兩韓峰會後、
美國總統川普與金正恩舉行會晤前，加上王毅可
望會見金正恩及李勇浩，雙方將就南北韓峰會成
果與 「川金會」 交換意見，並傳遞北京高層想法
，力推陸美韓朝四方而不是美韓朝三方會談。

北京和平壤關係熱絡，首爾也向華盛頓交心
。南韓總統文在寅昨日首次表明，即使未來美國
和北韓簽署和平協議，雙方正式結束交戰狀態，
美國在南韓的駐軍不用撤離，仍需駐守南韓。他
明白指出，美國駐軍象徵南韓和美國之間的盟國
關係，和和平協議沒有關係。目前在南韓的美軍
約有2萬8500人。

王毅訪平壤 強化北京影響力

（綜合報導）美國總統川普過去在紐約的私人醫師伯恩斯坦
（Harold Bornstein）1日向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坦承
，川普2015年競選期間公布的健康證明根本就是 「川普口述、
他聽寫的」 。去年媒體報導他開立生髮藥處方給川普後，川普的
保鏢及律師還闖入他的辦公室，強行奪走川普的病歷。CNN報
導更是直接指出，川普每日說謊6.5次，上任466天說謊3000多
次。

川普的競選團隊於2015年12月公布伯恩斯坦署名的健康證
明信，信中讚揚川普 「體能和精力非凡」 、健康狀況 「好得驚人
」 ，川普血壓為110/65，這項數據 「讓人歎為觀止的優秀」 。
信中還指： 「若川普先生當選，我可以明確地說，他將是史上最

健康的美國總統當選人」 。
信中浮誇的用字遣詞，確實與川普說話的口吻十分相似。

後來，由於川普與民主黨競爭對手希拉蕊的健康狀況雙雙遭
到質疑，伯恩斯坦又提供另份評估報告，列出川普的身高、體重
和服用的處方藥物等資訊。他還解釋， 「當初那封信是一邊為病
人看診、一邊倉卒寫下的」 。

如今伯恩斯坦接受CNN訪問時坦承： 「整封信的內容都是
他（川普）口述，我根本沒寫那封信，只是假裝是我寫的。」 他
聲稱，去年2月3日，自己在公園大道（Park Ave.）的辦公室遭
到長年擔任川普貼身保鏢、後來轉任白宮助理的席勒（Keith
Schiller）與川普集團王牌律師賈登（Alan Garten）等一行人無

預警闖入，川普所有的病歷資料都被他們帶走。遭闖入的2天前
，《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報導他已經連續很多
年開生髮藥給川普，報導刊出後，川普立刻將他開除。他表示，
當時 「我不敢相信，竟然會有人對生髮藥如此大驚小怪。」

對此，白宮發言人桑德斯女士堅稱，伯恩斯坦的辦公室並未
遭到 「闖入」 ， 「這是標準程序，新蒐集到的總統醫療紀錄需由
白宮醫療小組（House Medical Unit）保管，這件事就是這樣」
。多年來，川普獨樹一幟的髮型也引起不少注意，雖然多次稱自
己的頭髮是真的，但不少人質疑他戴假髮。

川普健康證明全部自己瞎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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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酒駕判罰力度加重
最高量刑可至8年

綜合報導 巴西13546/2017號法令正式實施，因酒駕和服用其他藥
物而導致交通事故、並致人死亡（非蓄意）的量刑，由此前的2至5年
，提高到5至8年。

據報道，2017年12月，巴西總統特梅爾簽署了這份新的法令。
此前，因酒駕致人嚴重受傷的量刑為6個月至2年，如今增加至2年至5
年。除增加量刑外，新法令規定對酒駕致人傷亡的肇事司機，處以吊銷
駕駛執照，並禁止其再次獲得駕駛許可的處罰。

交通心理學博士內托表示，從立法上加重對交通肇事者的處罰，
對遏制犯罪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做法，但不能只靠這個方法來對人們
進行約束。

她說，“當我們談論到交通安全的時候，除了從立法方面努力外，
對道路基礎設施進行改善和管理、對民眾進行交通教育都是非常重要的
方法，此外還要結合有效的執法。”

英格麗強調，如果沒有其他補充措施，嚴苛的立法也不會起
很大的作用。她說，“從此前經驗可看出，剛開始我們對民眾進
行了大力度的教育活動，並加強監督和執法力度，酒駕的人數出
現了大幅度下降。但自從檢查力度開始降低以後，人們又開始變
得不遵守法律。”

巴拿馬逾四成勞動者
受教育程度低於高中水平

綜合報導 巴拿馬商業、工業和農業商會（CCIAP）有關負責人近
日表示，目前巴拿馬41%的勞動者受教育程度低於高中水平。

據報道，巴拿馬商業、工業和農業商會經濟事務處處長曼努埃爾•
費雷拉（Manuel Ferreira）指出，巴拿馬勞動人口中約有41%沒有高
中學歷。此外，巴拿馬勞動者的受教育程度也因行業而異。比如，工業
、貿易、物流和酒店餐飲業中具有高中學歷的從業人員占比分別為：
80%、84%、73%和77%。
“如果想要得到壹份穩定的、並且工資高於平均水平的工作，就必須

提高自身的受教育水平。”費雷拉說。
巴拿馬企業家們對該統計結果表示擔心，認為現有勞動力沒有能力

幫助國家應對未來的機遇和挑戰。
就業顧問勒內•克維多顧問（RenéQuevedo）表示，物流、

貿易和旅遊企業目前最難找到合格的勞動力。因此他建議年輕
學生選擇物流、旅遊、科技和企業管理等專業，並鼓勵他們創業
，因為巴拿馬國內新產生的工作崗位中的四分之三由獨立經營
者提供。

根據巴拿馬國家審計總署公布的數據，目前年齡在15歲以上仍然
繼續接受教育的人數約為28.66萬人。超過22.5萬名年齡在15和29歲
之間的年輕人既沒有繼續學習，也沒有參加工作，占該年齡段人口總數
的24%。

巴拿馬工會聯盟（Convergencia Sindical）負責人愛德華多•吉爾
（Eduardo Gil）表示，人們往往會對這些既不上學又不上班的年輕人產
生誤解，事實上不是他們自己不想，而是他們既沒有繼續學習的條件，
又不具備就業的能力。

培訓敘軍方人員
俄羅斯將向敘提供新防空系統防空系統

俄羅斯總參謀部作戰總局局長謝爾
蓋·魯茨科伊說，俄羅斯專家正在培訓敘
利亞軍方人員，以操作俄方將向敘利亞
提供的新防空系統。另外，敘利亞已把
攔截下的美國“戰斧”巡航導彈移交俄
羅斯，以便俄方研究用以改進武器。

【美國誇大其詞】
美國以敘利亞杜馬“化武襲擊”為

借口，聯合英國和法國，於敘利亞時間
14日淩晨打擊關聯所謂敘利亞化武能力
的目標。

就美英法這壹軍事行動，俄羅斯總
參謀部作戰總局局長魯茨科伊25日告訴
媒體記者，美國國防部聲稱對敘利亞首
都大馬士革拜爾宰地區的科研大樓實施
76次打擊，但從大樓狀況看，這壹科研
中心只受到13次打擊，遠低於美方所稱
的76次。

他說，禁止化學武器組織在2017年
就檢查過上述科研中心，得出了這裏不
存在化武活動和制造的結論。

另外，魯茨科伊說，美方聲稱22枚
導彈擊中霍姆斯省汗·欣沙爾設施的地面

建築，但實際上只
有 7枚導彈擊中；
美方聲稱 7枚導彈
擊中該設施的地下
倉庫，實際上只有
兩枚。

美方指認汗·欣
沙爾設施為化武倉庫，這壹說法同樣被
俄方駁斥。

魯茨科伊介紹，46枚導彈被敘利亞
防空系統擊落。敘利亞主要使用的是蘇
聯40年前研制的防空系統，在對抗美英
法空中打擊上，用到了俄制“克瓦德拉
特”、“箭-10”、“鎧甲”和“山毛
櫸”等導彈。

【俄羅斯研究“戰斧”】
魯茨科伊當天展示了敘利亞防空

系統攔截下的巡航導彈殘骸，有美國
“戰斧”巡航導彈、英國“風暴之影”
巡航導彈和法國“斯卡普-EG”巡航
導彈。

魯茨科伊說，敘利亞向俄羅斯移交
了包括“戰斧”巡航導彈在內的兩枚導

彈，俄羅斯專家已展開研究。“研究結
果將用於改進俄羅斯武器。”

與此同時，俄羅斯專家還在培訓敘
利亞軍事人員，以幫助他們操控全新防
空系統。按魯茨科伊說法，俄羅斯“在
不遠的將來”就會向敘利亞提供新的防
空系統。

俄羅斯《生意人報》援引俄方消息
人士的話報道，俄羅斯會向敘利亞提供
S-300防空系統。

S-300系統於1975年量產，升級改
進工作持續到2005年，系統所配導彈最
遠射程為200公裏，可同時追蹤24個空
中目標，在攻擊巡航導彈和其他可改變
速度、高度的導彈時，最大射高為 25
公裏，在攻擊彈道導彈時，最大射高為
30公裏。

以色列對伊朗核計劃“發難”
專家將赴以研究其證據

以色列總理日前對外界表示，已獲
得機密資料證實伊朗“沒有軍用核計劃
是撒謊”，而美國新任國務卿此前表
示，如不對伊朗核協議進行重大修改，
美國將退出該協議。伊核協議命運因此
備受關註。德英法俄對伊核協議表達了
支持，英法德專家將前往以色列研究伊
核機密文件。

專家將研究伊核機密文件
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日前對外界

表示，以色列情報部門獲得了“半噸
重”的資料，可證實伊朗所說的“從來
沒有軍用核計劃的言論是撒謊”，希望
美總統特朗普對此做出應對決定。

以色列總理新聞秘書約娜丹-列烏

斯表示，德國、英國和法國近日內將派
遣專家組前往以色列，研究新獲得壹批
關於伊朗秘密核計劃的文件。

此前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發表電
視講話稱，以色列獲得了壹批檔案，超
過10萬份紙質和數字文件，證明伊朗核
計劃是軍方的秘密計劃，代號為“阿馬
德”。

這名發言人說：“德國、英國和法
國近日內將派遣專家組前往以色列研究
這批資料”。

以色列壹名消息人士透露，以色列
還邀請俄羅斯參與這些文件的研究工
作。俄羅斯也是伊朗核問題六方會談的
參與方，2015年伊核六方與伊朗共同簽
署了《伊核協議》。

據悉，在國際社會激烈討論是否有
必要取消伊核協議的時候，內塔尼亞胡

發表了揭露伊朗核計劃的聲明。
俄外交官：IAEA監察員在伊核協議

有效期內未違反規定
此外，俄羅斯常駐維也納國際組織

代表米哈伊爾∙烏裏揚諾夫表示，國際
原子能機構（IAEA）監察員在伊朗工作
期間幾乎保持常駐狀態，在伊核協議到
期前的兩年多間未出現違規情況。

烏裏揚諾夫說：“國際原子能機構
監察員幾乎以常駐身份在伊朗開展工
作。該機構半數核查行動都在伊朗。監
察員在伊核協議到期前的兩年多間沒有
任何違規行為。”

烏裏揚諾夫表示，伊核問題六方聯
合委員會沒有必要在以色列總理內塔尼
亞胡發表關於伊核計劃的聲明後召開會
議。現在需要的是，國際原子能機構研
究這些"揭露"伊朗的文件。烏裏揚諾夫說

："我不認為有必要為了所謂的揭露伊朗
的文件召開委員會會議。沒有討論的對
象。這些文件應由國際原子能機構來研
究，而後再看情況"。

國際原子能機構拒絕對以聲明置評
國際原子能機構代表則表示，該機

構拒絕對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有關伊
朗核計劃的聲明置評。

該名代表說：“根據國際原子能機
構的標準規程，本機構歷來對已充分掌
握的涉及安全問題的信息置評，但不會
對這壹信息的相關問題進行公開討論。”

內塔尼亞胡在有關重新審查伊核協
議的國際討論進行到白熱化階段時發表
了這壹講話。俄羅斯是伊朗核協議的六
個簽署國之壹。

鵜鶘亂入大學畢業典禮引騷動
網友：它也想畢業啦！

綜合報導 美國加州佩珀代
因大學（Pepperdine University
）日前在學校附近的濱海公園舉
行畢業典禮，當天晴空萬裏
。不過，典禮舉行到壹半，2只
鵜鶘突然出現在會場上空，吸引
全場目光。

據報道，隨後，其中壹只鵜
鶘降落在人群中，引起現場壹陣
騷動，它後來又飛到學生拍照的
紅毯上，大搖大擺的閑晃，整個
畢業典禮被迫中斷。

工作人員趕緊上前把它趕
走，沒想到鵜鶘還回頭咬壹
口，最終敵不過人海戰術，它
才不情願的遠離會場。

這段有趣的亂入視頻在網上
公布後，引起不少網友討論，有
人認為“鵜鶘愛湊熱鬧”，“它
們也想畢業吧”，“佩珀代因大
學應該換吉祥物”。

也有人分析是鵜鶘的巢穴可
能在附近，它們才會在此降落，
還有人發現它的右翼似乎怪怪
的，可能有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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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聯準會（Fed）最新利率決策出爐，Fed決議把聯邦資金利率區間維持
在1.5%至1.75%，符合市場預期。所有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成員一致通過維持利率不
變，並重申經濟支持當局進一步漸進加息，外界普遍預期，Fed下次升息時間落在6月。

Fed同時表示通膨率已接近其2%的目標，且中期內將維持在附近，暗示未來幾個月準備
繼續提高短期利率。市場通脹指標依然處於低位，而長期通脹預期指標變化不大。Fed今年預
估將升息3次，與去年12月預測相同。

Fed維持利率不變 符合市場預期

（綜合報導）為了抗議美國總統川普無
視全球暖化問題，芬蘭的氣候組織想要把川
普的臉雕刻在冰山上，為此他們正在籌集50
萬美元。商業內幕(business insider) 報導，
這個計畫是由芬蘭的環保組織冰河融化
(Melting Ice)發起的，稱為被稱為 「更多川普
」 (Trumpmore)計畫。冰河融化組織的領導者
尼可拉斯．佩里圖(Nicolas Prieto)表示： 「全
球暖化是當今最重要的世界性問題，值得每
一個人類關心與面對，我們用雕刻冰山的方
法，可以目擊到這個巨大的冰雕能夠持續多
久，如此一來，人們就能用自己的眼睛來確
認全球暖化的危機，就沒有所謂相不相信的
問題了。」

假如該團隊的籌資能夠達成，他們將會
公布冰山的雕刻地點，並且透過網路進行實
況轉播，據他們的計畫，希望川普冰雕至少
能夠達到35公尺高。

為何選擇雕刻川普？是因為川普是目前
世界上少數公開否定全球暖化的國際領袖，
他曾說 「所謂全球暖化是科學家的危言聳聽

」 ，也曾以冬季某些個別地區的低溫，來證
明全球暖化並不存在，比如他在2014年2月
的推特就講： 「美國剛歷經大規模的暴風雪
，部分地區創下低溫紀錄，所謂全球暖化的
惡作劇，應該改名了！」

正因為川普立場不信全球暖化，所以他
所用的閣員也自然是同一類人，比如他環保
署長史考特．普魯特(Scott Pruitt)，也否定暖
化危機，他曾說： 「我承認人類活動應該是
地球暖化的因素，但是暖化可能也並不完全
都是負面。」

他在今年2月份依然抱持這個觀點，他說
： 「從歷史上來看，地球較溫暖的時期，正
是人類文明最昌盛的階段，因此有些假說認
為，氣候變暖不一定都是壞事。」

他所指的是歷史上幾次小冰期是文明特
別困頓的時候，比如西元400年左右，全球
氣溫曾經普遍下降，導致北亞游牧民族，以
及日爾曼人的大量南遷，連帶造成幾個文明
古國的衰退，比如西晉遭遇的五胡亂華，和
西羅馬帝國的滅亡。

突顯暖化 環團想將川普的臉刻在冰山上

（綜合報導）國內傳出孫安佐已 「結案」 說
法，是對美國刑事法程序完全不了解。

孫安佐在3/26被捕之後，馬上在3/27就先有
預審提訊（Preliminary Arraignment)，當時法官
設定保釋金十萬美金，孫第一時間沒有交保，二
天後美國移民海關署對他下了移民拘留令，在律
師建議下不交保。然後第二個面臨的就是4/25開
的預審庭，孫安佐選擇放棄以換取減刑。也就是
說，孫安佐不用在那個時候申請交保，他如果願
意，什麼時候都可以交保候傳，只是交保後ICE
會在四十八小時內來押他，把他關進聯邦監獄。
所以他的律師表示孫安佐會一直待在戴勒瓦郡地
方監獄到結案為止。

預審庭是由賓州的初級法院負責（Magiste-
rial District Court)，一但預審程序結束，這個案子
往中級法院移 （Court of Common Pleas)。

之所以現在在初級法院的孫安佐案卷上會出
現Closed 的字眼，那是表示在初級法院這部份程
序已經結束了，但這並不是結案。反而因為孫安

佐放棄預審，等於使案子正式成立，交付給中級
法院。

因此，到中級法院去找就會看到孫安佐的案
卷，上面寫著5月 23日 「正式提訊」 （Formal
Arraignment)，這個程序是要被告了解自己有多
少權利，以及他被指控罪名，被告可以在正式提
訊中認罪或是不認罪。接下來被告面對的是 「公
審前會商」 （Pretrial Conference），必須把所有
公審前任何相關事宜都解決，以便來決定案子接
下來走向。按照賓州法律，被告有三種選擇：公
審（Jury Trail) 、非公審 (Non-Jury Trail)以及
「Plea Guilty」 (認罪)。

孫安佐律師已經表明會走不公審協商（Non
Trail Agreement），所以在五月二十三號正式提
訊，也就是罪名確定之後，什麼時間都可以達成
協議。但是這個最終結案，一定要在中級法院由
法官當庭宣佈。最後，不要忘了，孫安佐因為被
下了移民拘留令，就算州的部分結案，還要看ICE
願不願意放人。

孫安佐案還沒完 已移交中級法院

（ 綜
合報導）
一枚擎天
神 5 型火
箭 (Atlas
V)預定在
週末發射
，準備將
火星深測
船 「洞察
號 」
(Mars
InSight)
送入軌道
，而洞察號將會鑽掘火星表土直至地下，探尋我們所不
知道的火星。

美聯社報導，與現在仍在火星上調察的好奇號不同
，耗資10億美元洞察號重達694公斤，是第一個有能
力研究火星內部的探測船，它有鑽掘機以及地震儀，可
以鑽探火星表面以下幾公尺，也能透過地震儀推測它的
深處結構。許多科學家相信，看似一片荒蕪的火星，真
正精彩的地方在地底，因為那裡很可能還保留有水份。

航太總署噴氣推進實驗室(JPL)的首席科學家布魯斯
．布蘭特(Bruce Banerdt)說： 「洞察號的儀器將使科學
家瞭解火星深處，那裡一定很有趣。」

通過調查火星的內部，科學家不但可以更好地瞭解
這顆紅色星球的過往，也能幫助我們認識地球自身，特
別是45億年以前太陽系剛形容不久的歷史，因為我們
地球有活躍的地質活動，把我們的原始過往給消磨掉了
。而火星比地球小，它的地質活動不那麼活躍，因此火

星保留了行星早期發展的 「指紋」 。
洞察號並非孤獨航行，它還有2個公文包大小的微

衛星(MarCO)跟隨著它，分別叫做 「瓦力」 (WALL-E)
和 「伊芙」 (EVE)，名字來自於2008年皮克斯年度動畫
片 「瓦力」 而來。

「瓦力」 和 「伊芙」 不負責調查火星，而是將洞察
號的電波資料，中繼轉傳回地球，與電影中將重要情報
傳給人類有點類似。此外兩個微衛星的運動靠著的簡單
壓縮空間來推進，可還記得電影中，太空中的瓦力拿著
滅火器移動自己? 洞察號的 「瓦力」 和 「伊芙」 所擁有
的推進器差不多就是滅火器的構造。

洞察號計劃在周六早上從加州中部的范登堡空軍基
地（Vandenberg AFB）發射，這將是美國航太總署第
一回星際任務不是從佛羅里達州卡納維拉爾角發射，原
因是范登堡空軍基地離擎天神火星裝備廠比較接近。

洞察號的工作時間預計是2年(2個 「地球年」 )，或
者說1個完整的火星年。

洞察號即將前往火星要深掘火星土壤以下



亞洲動態 AA66星期四 2018年5月03日 Thursday, May 03, 2018

日本內閣敲定壹項賭場建設法案後，積極
尋求在6月20日本屆國會閉幕前使法案獲國
會通過。然而，不少民眾擔憂這會助長賭博風氣
、增加犯罪案件，反對呼聲持續高漲。

安倍力推新法案
過去幾年間，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是賭場

合法化的堅定支持者，把它視為刺激經濟的
良方。他2014年赴新加坡考察設有賭場的綜
合度假區，希望這壹設想能成為日本經濟成
長戰略的“亮點”。

2016年12月，日本國會通過壹項綜合度

假設施整備推進法
案，允許在國內綜合
度假區內設立賭場，
以吸引投資和遊客。
至於實施細則，則需
後續出臺新法案。

日本共同社報道，
本月 27日，日本內
閣批準壹項“包含賭
場的綜合度假區建設
法案”，就賭場建設
和運營作出具體規定
。安倍政府希望能夠

在6月20日本屆國會閉幕前，使新法案在國
會獲得通過。如果進展順利，首批賭場有望七
八年後開張。

安倍在近期壹次高官會議上誓言全力促成
新法案生效，以便“推動旅遊業發展，吸引全
球遊（在日本賭場內）度假”。

按共同社的說法，日本中央政府將征收賭場收
益的30%，然後與賭場所在地政府“對半分”。

民眾擔憂賭癮成風
不少民眾對賭博經濟持疑慮態度，擔憂日

本社會業已嚴重的賭博成癮現象會進壹步惡

化。近年多項調查顯示，日本至少數百萬人賭
博成癮。

《西日本新聞》曾經報道，壹名受賭癮折
磨40年的男子描述“賭博就是地獄，壹旦陷
進去就無法脫身”。他動輒輸光工資，因貪汙
公款被公司炒魷魚，後來妻子與他離婚，兒子
只能由奶奶撫養。他甚至想過搶銀行和打劫老
人，還差點跳崖壹了百了。

最令他心痛的是，“自己的不幸又降臨到
下壹代身上”。他的兒子“不知道正常家庭是
什麼樣”，讀高中時就有了孩子，後來多次離
婚並且也開始出入賭博場所。

針對這類輿論，安倍近期表示，“我們將
全方位采取措施，以回應民眾關切，包括賭博
成癮問題”。

根據新法案，日本民眾進入賭場需交納
6000日元（約合348.5元人民幣）入場費，外
國遊客則可免門票入場；日本民眾進入賭場次
數受限，每周最多3次，每月最多10次，而
外國遊客不受限制。

另外，新法案對允許建設的賭場數量、資
質審核等作出詳細規定，例如禁止與黑幫組織
有牽連的申請者開設賭場、對提交虛假資料的
申請者處以最高5億日元（約合2904萬元人
民幣）罰款。

馬尼拉灣“慰安婦”銅像深夜被拆現場留深壕
綜合報導 位於菲律賓首都馬尼拉市

馬尼拉灣畔羅哈斯大道西側的“慰安
婦”銅像，4月27日夜被拆除。銅像原
址留下長約八九米、寬約壹米二三、深
約壹米的碎石深壕。

28日晨，菲律賓社交媒體傳出兩張
馬尼拉灣“慰安婦”銅像深夜被拆除的
圖片，中新網記者前往現場探訪。

只見原銅像所在地被高約壹米，長
約十二三米、寬約五米的工程用金屬護
欄圍住，護欄外圍以海藍色工程油布。
護欄內，銅像原址所在地，停著壹輛深
藍底座黃色吊臂履帶挖掘機，吊臂上標
誌品牌為KOMATSU。

挖掘機下方，原銅像基座已成從五
六厘米見方到二三十厘米見方的碎石，

犬牙交錯於深壕內，除幾片原黑色底座
碎瓷片外，已無“慰安婦”銅像矗立過
痕跡。

壹位名為克萊（COLA）的24歲菲
律賓女子現場對中新社記者說：菲律賓
人不應該忘記歷史，原有的銅像告訴人
們，菲律賓婦女曾經忍受過什麼。

原銅像所在地路邊，午後有十多位
菲律賓婦女、兒童在樹下納涼。“銅像
是我的好朋友，她讓我和1942-1945年
菲律賓苦難的姐妹們有交流，讓我知道
她們經歷了什麼。我常來看她，她是菲
律賓人。”壹位70歲的阿婆抱著她的重
孫告訴中新社記者，她有個朋友的母親
90多歲了，原先是“慰安婦”：“他丈
夫對她很好，前兩年我去看望過她，我

們給她安慰”。
壹位騎三輪車帶兩個十來歲兒子的

菲律賓壯漢，在銅像原址附近停留許
久，他對記者說：銅像不見了，不希望
有不好的事情發生。

對於“慰安婦”銅像深夜被拆除，
菲律賓華裔青年聯合會創會會長洪玉華
在給媒體的壹份聲明中說：“慰安婦”
銅像被認為是對日本在二戰期間對菲律
賓婦女暴行和虐待的提醒……我們呼籲
政府正式承認“慰安婦”的存在，並豎
立壹座更大的雕像來紀念她們。她們只
剩下少數在世，請不要將她們埋沒於歷
史裏面，現在尊崇她們還來得及。

馬尼拉“慰安婦”銅像是菲華熱心
人士、華僑抗日遊擊隊老戰士和菲律賓

慰安婦組織Lila Filipina 共同發起建造
的，獲得菲國家歷史委員會支持。

2017年12月8日上午，菲國家歷史
委員會在馬尼拉舉行“慰安婦”銅像的
揭幕儀式。該委員會主席表示，銅像是
為了紀念在二戰時期被日軍強征的約
1000名菲律賓“慰安婦”受害者，為了
保留人們對“慰安婦”曾經遭受過的苦
難的記憶。時至今天，當年的受害者們
仍然在追求正義。

銅像為雙眼被蒙住、身著民族服裝
的菲律賓女性，含底座在內高約3米。
黑色底座上除了設置相關團體及個人名
字外，還寫道“這是日本統治下遭受虐
待的菲律賓女性的記憶”。

銅像揭幕後，引起日本駐菲律賓大

使館的強烈不滿，並持續與菲律賓外交
部和馬尼拉市政府交涉。杜特爾特1月
曾向當地媒體表示：無法幹涉在世的
“慰安婦”及其近親們的表達自由。

菲律賓在1942-1945年期間淪為日
本殖民地，相關組織記錄到的菲律賓
“慰安婦”幸存者有174名，隨著時間
的推移，已經有100多人相繼離世。

當天，菲婦女權利組織Gabriela對
“慰安婦”雕像的拆除表示譴責。

當日下午，外交部在壹份聲明中表
示，由文官長辦公室處理這壹問題。

傍晚時分，菲律賓官方電視臺ABS報
道，馬尼拉市政廳行政人員埃裏克森·阿
爾科文達律師28日下午表示，菲公共工
程和公路部(DPWH)27日晚10點左右，
在馬尼拉市政廳的監督下拆除了這座銅
像，目的是為渠務署改善排水和防洪設
施鋪路，羅哈斯大道上有三處建築將被
拆除。

日本力推賭場建設法案引擔憂
民眾民眾擔憂賭癮成風

朝
鮮
將
從5

月5

日
起

使
用
修
改
後
的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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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據報道，朝鮮將從5月5
日起啟用修改後的平壤時間，以東9區
標準時間為準，比現有的平壤時間提早
30分鐘。

報道說，朝鮮最高人民會議常任
委員會過《關於修改平壤時間》的政
令。政令指出，朝鮮最高人民會議常
任委員會為統壹北南時間，決定將平
壤時間改為以東經135度為基準子午
線的東9區標準時間（比現在的時間
早30分鐘），並從5月5日開始使用
修改後的時間。政令還要求朝鮮內閣
和有關機構就執行此政令制定具體對
策。

2015年8月15日，朝鮮開始使用
以東經127度30分為基準設立的“平
壤時間”為朝鮮標準時間，比先前采用
的東9區時間推遲30分鐘。

朝中社當天在另壹篇報道中表示，
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恩近日提議修改朝
鮮標準時間，並提議國內有關部門對此
進行研究審批，為此朝鮮最高人民會議
常任委員會通過了上述政令。

這篇報道表示，金正恩在第三次
北南首腦會晤期間，同韓國總統文在
寅討論了統壹北南標準時間的問題。
金正恩表示，看到會晤現場掛著的分
別指示平壤時間和首爾時間的兩個時鐘後，“很心痛”，
“北南先從時間開始統壹吧”。金正恩還表示，北南要成
為壹個整體，並不是什麼抽象的概念，而就是這種把互相
不同和分隔之處合二為壹、互相配合的過程。而作為實現
民族和解與團結的第壹步，首先就是要統壹目前在朝鮮半
島存在的兩個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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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容首日 47億資金北上
概念股整體輸大市 滬深A股漲跌互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2日是互聯互通

每日額度擴大至四倍後的首個交易日，尚有MSCI“王牌”在

手的A股魅力十足，即便大市表現平平，卻依然吸引到北上資

金蜂擁而至。盤後統計顯示，當日滬深股通資金淨流入逾47億

元（人民幣，下同），兩倍於4月平均水平。不過資金流入未

改大市偏軟狀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倪夢璟 上海
報道）互聯互通擴容首個交易日，數十億
元資金北上為A股注入一定活力。不過對
於不少內地股民來說，港股陌生以及近期
A股震盪，未能賦予他們對港股通充足的
信心。

近期A股動盪 觀望心態轉濃
“我連A股都不想炒了，又怎麼會去

炒港股呢。”擁有逾20年炒股經驗的劉
先生表示，雖滬港通及深港通的成交額佔
比逐年大幅增加，互聯互通擴容也為兩地
股市帶來新活力，但受外界多項因素干
擾，自己與不少股民朋友難以把握投資機

會。“我不太看好目前的股票市場，現在
已經全部不做了，來交易所也只是關注股
市走向，希望等到抄底的時機。”
劉先生形容，對於類似自己的老年股

民來說，不僅對港股了解不多，且經歷A
股動盪後，投資心態未能恢復。“中美貿
易戰等因素嚴重影響股市，讓我們難找機
會。如果滬綜指近3,000點附近，我會再
次投資，但現在確實沒有投資熱情，只能
暫時觀望。”
老股民龔先生說，他觀察後發現不少通

過滬股通和深股通流入的資金更願意關注藍
籌股等，但該類股票漲幅並沒有達到自己預
期，“我們普通股民炒股就是為了賺錢獲

利，但是現在顯然不是牛市時期，家裡年輕
人炒了基本都是虧的多，我的投資本金已從
最高時期的百萬元（人民幣）少了一半，現
在還準備再抽出一半出來。至於港股，感覺
漲幅通常不高，所以提不起太大興趣。”
新股民李先生早有佈局港股市場，認

為滬港通擴容對於個人投資影響不大，
“我在港股仍會堅持持有如騰訊類的個
股，不會受其他影響。”從A股來看，李
先生則表示，雖然滬股通等資金流入，但
由於藍籌風格切換明顯，近期多隻白馬股
業績不達預期紛紛閃崩，惟目前國家對於
創新行業IPO十分支持，所以看好醫藥生
物，芯片以及創新製造股。

業界普遍認為，互聯互通額度在5
月大幅擴容，意在為A股下月

正式“入摩”鋪路。招商證券分析，
隨着A股納入MSCI的日期臨近，外
資通過互聯互通配置A股放量明顯，
4月淨流入創下滬港通開通以來的歷
史次高。相關統計顯示，4月北向資
金累積淨買入387億元，環比暴增近
6倍。其中，滬股通資金僅在4月20
日小幅淨流出8億元，其餘交易日均
為淨買入。今年以來北向資金累積淨
買入808億元，4月淨買入金額佔比
即高達48%。

激發外資配置A股熱情
互聯互通每日額度此時擴容，更

是進一步激發了外資配置A股的熱
情。2日滬股通淨流入23.91億元，
深股通淨流入23.38億元，北上資金
共錄得淨流入47.29億元，逾兩倍於
4月日均淨流入約23億元的水平。

不過，A股滬股通、深股通概
念股2日整體跑輸大市，前者下挫
0.07%，後者跌約0.36%，可見分類
之內漲跌互現，也非“雞犬升
天”。據內地媒體統計，滬股通中
資金流入最多的是航天信息，淨流
入2.93億元；其次為復星醫藥、方
大炭素、三安光電和海螺水泥。資
金流出最多的為貴州茅台，淨流出
1.95億元；其次為貴陽銀行，淨流
出1.67億元。
至於深股通中，資金流入最多的

為五糧液，淨流入1.98億元；其次為

浪潮信息、雲南白藥、風華高科和海
康威視。資金流出最多的為京東方
A，淨流出2.61億元。

交投冷清 醫藥股受捧
資管新規過渡期延長，有利維護

股市流動性，但2日人民幣兌美元匯
率中間價大幅下調277個基點，令大
市整體低迷。除深成指小幅收紅外，
滬綜指和創業板指均收綠：滬綜指報
3,081點，跌1點或0.03%；深成指報
10,342點，漲18點或0.18%；創業板
指報1,801點，跌4點或0.22%。相較
於外資，內地投資者似乎對大市信心
不足，交投亦是冷清，再度落於
4,000億元下方，兩市共成交3,852億
元。
醫藥股重新受捧，獨家藥品、生

物疫苗、病毒防治、免疫治療、中藥
和農藥獸藥股均升幅居前，獨家藥品
整體飆漲3%。近期大熱的海南股和
國產軟件股均回落，跌約3%。

另外，瑞銀證券中國首席策略分
析師高挺發表的最新中國股票策略報
告稱，創業板盈利增速並沒有觸底，
沒有明確跡象表明今年第一季創業板
業績有明顯改善。
高挺分析，雖然創業板第一季的

盈利增速表面上高達30%以上，但在
剔除非經常性損益貢獻後，創業板首
季盈利增速僅12.8%；剔除溫氏股份
和樂視網後也只有 17%，仍低於
2017年前三季的22.8%和2016年的
27%。

內地散戶：港股陌生 難找機會

■一眾股民在討論A股變化。 香港文匯報記者倪夢璟 攝

■散戶龔先生稱港股漲幅不達預
期，不願意再費心力投資。

香港文匯報記者倪夢璟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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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人“住得迫”填海最有效益
62%人倡闢新市鎮 逾半人指“一個沙田仍不夠”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

森) 團結香港基金委託中大香

港亞太研究所進行調查，

77.7%受訪市民認為港人受

“住得迫”問題困擾，45.3%

受訪者贊成在維港以外填海來

增加土地供應，46%受訪者贊

成在大嶼山東面建人工島，較

不贊成的分別多出10多個及

20 多個百分點。基金會認

為，近八成人指港人受“住得

迫”的問題困擾，是嚴重警

號，而填海是最有效增加土地

供應的方法。

團結香港基金問卷調查
主要結果

改善居住環境擠迫問題的迫切性

迫切／非常迫切

不迫切／非常不迫切

無意見／不知道

發展規模相當於沙田的大型新市
鎮

需要

不需要

不知道／好難講

對於維港以外填海興建新市鎮的
看法

贊成／非常贊成

不贊成／非常不贊成

無意見／不知道

對在大嶼山東面發展人工島的看
法

贊成／非常贊成

不贊成／非常不贊成

無意見／不知道

資料來源：團結香港基金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岑志剛

77.7%

12.4%

10.0%

62.3%

24.1%

13.5%

45.3%

33.9%

20.8%

46.0%

24.9%

29.2%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
房委會表示，由於未來兩年市區公屋的
預測供應量增加，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
2日通過，容許在2013年9月30日或以
前已登記的公屋申請者，可更改公屋選
區為“市區”，包括港島及九龍。房屋
署將發信通知符合條件的申請者是項放
寬安排。房委會發言人2日表示，由於
未來兩年市區公屋的預測供應量增加，
小組委員會委員同意應可讓更多申請者
把公屋選區改為“市區”。

房署會發信通知
房屋署會發信通知符合條件的申請

者是項放寬安排，及提醒他們輪候“市
區”單位的實際時間視乎多項因素，包
括改選“市區”的申請者數目，以及
“市區”新落成及回收單位的實際供應
量。發言人補充，申請者可隨時恢復其
原來的公屋選區，或改選其他非“市
區”公屋選區，並可保留其原有的登記
日期。

房委會的公屋分佈在全港四個地
區，包括市區、擴展市區、新界及離
島。根據房委會規定，由於市區公屋資
源緊絀，除了合資格申請“高齡單身人
士”、“共享頤年”或“天倫樂”優先
配屋計劃並選擇與年長家庭成員居於同
一單位的人士之外，新登記的公屋申請
者均不可選擇“市區”。
根據運輸及房屋局提交立法會資料

顯示，房屋署在2015-16年度及2016-17
年度對配額及計分制申請者進行定期資
格查核，於合共40,744宗目標申請中，
約一半申請基於各種原因被取消，當中
包括 916 宗按申請者意願撤銷申請
(2.2%)、3,967宗超逾申請公屋入息資產
限額(9.7%)、199宗在港擁有住宅物業
(0.5%)，14,869宗未能回應房署查核要
求(36.5%)等，及約4%轉為一般申請。

合
資
格
公
屋
申
請
者
可
改
選
﹁市
區
﹂

施永青倡建新市鎮優先用官地

研究在於3月21日至28日期間以
電話進行，最終成功訪問1,002

位香港市民。調查發現，有77.7%的
受訪者認為港人受到“住得迫”的問
題困擾，當中更有 35.7%受訪者形
容，解決香港居住環境擠迫問題非常
迫切。
調查又顯示，有62.3%受訪者贊

成需要發展沙田一樣大的新市鎮來滿
足發展需要，反對的只有24.1%。在
贊成者當中，59.2%人認為單單開闢
一個沙田新市鎮仍不足夠，應要開闢
至少兩個或以上的沙田新市鎮，即大
約7,200公頃土地。

維港外填海淨支持度11.4%
對於在維港以外填海興建新市

鎮，調查發現有45.3%受訪者贊成，

不贊成的有 33.9%，淨支持度有
11.4%。假設政府承諾“將環境影響減
至最低”，更有多達47%人表示贊
成，不贊成的有33.6%。至於在大嶼
山東面發展人工島，就有46%人贊
成，僅24.9%人不贊成，淨支持度高
達21.1%。

基金會又指，60歲或以上、個人
月入三萬港元或以上，及居於自置房
屋的受訪者較支持在維港以外填海建
新市鎮及在大嶼山東面發展人工島。

以60歲或以上人士為例，贊成填
海的有56.6%，反對的只有20.8%；30
歲至 59 歲人士都有 44.4%贊成，
36.8％反對。反之，18歲至29歲的年
輕人則對填海較有保留，贊成者只有
28.7%，不贊成的高達46.7%。

身兼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成員的團

結香港基金副總幹事黃元山表示，調查
印證香港面對“住得細、造得少、估得
低”的問題，近八成人指港人受“住得
迫”的問題困擾，是嚴重警號，若要改
善香港人的生活質素，使大家“住鬆一
些”，必須要尋求新的土地供應，而最
有效增加土地供應的方法是在維港以外
水域進行大規模填海。

黃元山：青年未知填海好處
他指出，較年長者曾經歷香港移

山填海建立新市鎮，讓市民安居樂
業，因此較易接受填海，但香港停建
新市鎮多年，年輕一輩未曾經歷過，
未能知其好處。

被問及問卷中為何未有提及其他
增加土地的選項，黃元山指出，基金
會一向立場是支持透過填海增加土地

供應，而問卷的主要目的是調查市民
對填海觀感。

他表示，明白很多人關注填海對
環境的影響，政府若要進行填海，通
過城規及環評等法定程序是必不可
少。

同時，團結香港基金應不同界別
團體邀請講解房屋土地研究報告，並
即場派發和收回314份有效問卷。
結果發現，有 93%的受訪者直

認港人現時居住面積太小，92%受
訪者認為公營房屋供應不足，63.5%
人將問題歸咎於土地供應太少，
84%人更認為未來30年應發展至少
三個如沙田般大的新市鎮，即至少
約 10,800 公頃土地，61%人認為在
維港以外填海是最有效增加土地供
應的方法。

■■團結香港基金調查發現團結香港基金調查發現，，7777..77%%受訪者認為港人受受訪者認為港人受
到到““住得迫住得迫””問題困擾問題困擾。。 香港文匯報記者岑志剛香港文匯報記者岑志剛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
港土地供應專責小組上月底起就18
個選項展開為期5個月公眾諮詢，當
中包括以公私營合作模式發展逾千
公頃的私人農地。中原集團主席施
永青2日出席電台節目時指，應該優
先發展政府手上已有的土地，然後
盡量利用私人發展商的土地，當政
府在審批改劃用途時，可要求發展
商在限期內建屋。

指大量農地未有開發
施永青出席電台節目時表示，

香港農業於上世紀70年代已式微，
但現時仍有大量土地被列作農地而
未有開發，認為這規劃並不恰當。

他亦認為政府引用《收回土地條
例》不可取，應善用發展商的力
量。

他認為，政府使用該條例收回
農地，也毋須設立獨立機構執行公
營私合作，現有機制已做到監察效
果，質疑有人一方面不信任政府，
一方面什麽都要公營去做，坦言應
善用發展商土地資源。

出席同一節目的本土研究社成員
黃肇鴻聲稱，棕土本身有道路接駁，
應先發展這1,300公頃棕地，而非急
於發展發展商所擁有的農地。

他聲言，現時大部分住宅單位均
由私人發展商所持有，認為住宅市場
已被投資者扭曲，相對於土地供應短

缺，土地分配才是香港房屋的主要問
題。每年新造土地大多被撥作發展私
人住宅，公營房屋建屋量則遠遠不達
標，他認為，如政府無法改善投資市
場扭曲的問題，發展多少土地供應都
無補於事。

先用官地 私地自然會發展
黃肇鴻稱，若有關土地地契用

途是農地，而發展商亦以農地的價
錢購買，公私營合作將令發展商可
以改劃土地用途，輕易興建房屋，
令人懷疑有“官商勾結”之嫌，擔
心政府與地產發展商利益輸送，即
使日後設立獨立的專責機構處理公
私營合作事宜，亦難消除有關疑

慮，故政府應適當使用《收回土地
條例》收回土地。
施永青則認為，當局錯用“公

私營合作”字眼，引來官商勾結質
疑，建議發展新市鎮時優先使用政
府官地，那發展商自然會發展其私
人土地，並申請補地價和改劃用
途。當政府審批改劃用途時，可要
求發展商在限期內建屋。
他強調，該發展模式應是政府決

定整體規劃要求，包括要興建多少私
人樓宇及公屋，再由發展商申請興
建，各司其職，又反駁所謂“官商勾
結”的指控完全無道理，因為將農地
改劃作住宅用途，並非為發展商而
改，而是為社會而改。

高額長生津次階段通知書陸續寄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

香港社會福利署2日寄出首批黃色通
知書，通知有關長者“高額長者生活
津貼”第二階段“郵遞提交申請”的
安排；第二批黃色通知書則會於下月
1日寄出。獲發首批黃色通知書的長
者包括沒有被納入為第一階段“自動
轉換”的普通長者生活津貼受惠人，
及現正領取高額傷殘津貼的65歲或
以上長者。獲發第二批黃色通知書的
長者則包括現正領取高齡津貼的長
者，及現正領取普通傷殘津貼的65

歲或以上長者。
收到黃色通知書的長者，如選擇

申領“高額長者生活津貼”並符合有
關的入息及資產規定，須填妥隨函夾
附的“郵遞提交申請表格”，於今年
12月31日或之前，把表格寄回東九龍
郵政局郵政信箱2,200號社會福利署。
長者毋須親自前往社會保障辦事處遞
交表格。社署在接獲申請表格後，會
盡快核實他們的資格。

長者必須符合所有“高額長者生
活津貼”的申領條件，包括年齡規

定、居港規定和入息和資產規定，才
可獲發由2017年5月1日或合資格日
期（以較後者為準）起計的一筆過款
項（當中須扣除同時期已發放的津
貼）。在核實申領資格後，社署會盡
快把款項存入有關長者現時領取普通
長者生活津貼／高齡津貼／傷殘津貼
的銀行戶口。

社署發言人表示，“高額長者生
活津貼”第三階段“新申請”於下月
1日展開，接受現時並無領取社會保
障金額但有經濟需要的65歲或以上

長者提交申請。合資格申請人只要在
今年12月31日或之前提出申請，同
樣可獲發由2017年5月1日或合資格
日期（以較後者為準）起計的一筆過
款項。

發言人提醒合資格長者，按時依
照程序申領高額長者生活津貼，毋須
到社會保障辦事處排隊輪候。有關
“高額長者生活津貼”的詳情，可瀏
覽社署網頁www.swd.gov.hk/oala 或
於辦公時間致電長者生活津貼查詢電
話3595 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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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容首日 47億資金北上
概念股整體輸大市 滬深A股漲跌互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2日是互聯互通

每日額度擴大至四倍後的首個交易日，尚有MSCI“王牌”在

手的A股魅力十足，即便大市表現平平，卻依然吸引到北上資

金蜂擁而至。盤後統計顯示，當日滬深股通資金淨流入逾47億

元（人民幣，下同），兩倍於4月平均水平。不過資金流入未

改大市偏軟狀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倪夢璟 上海
報道）互聯互通擴容首個交易日，數十億
元資金北上為A股注入一定活力。不過對
於不少內地股民來說，港股陌生以及近期
A股震盪，未能賦予他們對港股通充足的
信心。

近期A股動盪 觀望心態轉濃
“我連A股都不想炒了，又怎麼會去

炒港股呢。”擁有逾20年炒股經驗的劉
先生表示，雖滬港通及深港通的成交額佔
比逐年大幅增加，互聯互通擴容也為兩地
股市帶來新活力，但受外界多項因素干
擾，自己與不少股民朋友難以把握投資機

會。“我不太看好目前的股票市場，現在
已經全部不做了，來交易所也只是關注股
市走向，希望等到抄底的時機。”
劉先生形容，對於類似自己的老年股

民來說，不僅對港股了解不多，且經歷A
股動盪後，投資心態未能恢復。“中美貿
易戰等因素嚴重影響股市，讓我們難找機
會。如果滬綜指近3,000點附近，我會再
次投資，但現在確實沒有投資熱情，只能
暫時觀望。”
老股民龔先生說，他觀察後發現不少通

過滬股通和深股通流入的資金更願意關注藍
籌股等，但該類股票漲幅並沒有達到自己預
期，“我們普通股民炒股就是為了賺錢獲

利，但是現在顯然不是牛市時期，家裡年輕
人炒了基本都是虧的多，我的投資本金已從
最高時期的百萬元（人民幣）少了一半，現
在還準備再抽出一半出來。至於港股，感覺
漲幅通常不高，所以提不起太大興趣。”
新股民李先生早有佈局港股市場，認

為滬港通擴容對於個人投資影響不大，
“我在港股仍會堅持持有如騰訊類的個
股，不會受其他影響。”從A股來看，李
先生則表示，雖然滬股通等資金流入，但
由於藍籌風格切換明顯，近期多隻白馬股
業績不達預期紛紛閃崩，惟目前國家對於
創新行業IPO十分支持，所以看好醫藥生
物，芯片以及創新製造股。

業界普遍認為，互聯互通額度在5
月大幅擴容，意在為A股下月

正式“入摩”鋪路。招商證券分析，
隨着A股納入MSCI的日期臨近，外
資通過互聯互通配置A股放量明顯，
4月淨流入創下滬港通開通以來的歷
史次高。相關統計顯示，4月北向資
金累積淨買入387億元，環比暴增近
6倍。其中，滬股通資金僅在4月20
日小幅淨流出8億元，其餘交易日均
為淨買入。今年以來北向資金累積淨
買入808億元，4月淨買入金額佔比
即高達48%。

激發外資配置A股熱情
互聯互通每日額度此時擴容，更

是進一步激發了外資配置A股的熱
情。2日滬股通淨流入23.91億元，
深股通淨流入23.38億元，北上資金
共錄得淨流入47.29億元，逾兩倍於
4月日均淨流入約23億元的水平。

不過，A股滬股通、深股通概
念股2日整體跑輸大市，前者下挫
0.07%，後者跌約0.36%，可見分類
之內漲跌互現，也非“雞犬升
天”。據內地媒體統計，滬股通中
資金流入最多的是航天信息，淨流
入2.93億元；其次為復星醫藥、方
大炭素、三安光電和海螺水泥。資
金流出最多的為貴州茅台，淨流出
1.95億元；其次為貴陽銀行，淨流
出1.67億元。
至於深股通中，資金流入最多的

為五糧液，淨流入1.98億元；其次為

浪潮信息、雲南白藥、風華高科和海
康威視。資金流出最多的為京東方
A，淨流出2.61億元。

交投冷清 醫藥股受捧
資管新規過渡期延長，有利維護

股市流動性，但2日人民幣兌美元匯
率中間價大幅下調277個基點，令大
市整體低迷。除深成指小幅收紅外，
滬綜指和創業板指均收綠：滬綜指報
3,081點，跌1點或0.03%；深成指報
10,342點，漲18點或0.18%；創業板
指報1,801點，跌4點或0.22%。相較
於外資，內地投資者似乎對大市信心
不足，交投亦是冷清，再度落於
4,000億元下方，兩市共成交3,852億
元。
醫藥股重新受捧，獨家藥品、生

物疫苗、病毒防治、免疫治療、中藥
和農藥獸藥股均升幅居前，獨家藥品
整體飆漲3%。近期大熱的海南股和
國產軟件股均回落，跌約3%。

另外，瑞銀證券中國首席策略分
析師高挺發表的最新中國股票策略報
告稱，創業板盈利增速並沒有觸底，
沒有明確跡象表明今年第一季創業板
業績有明顯改善。
高挺分析，雖然創業板第一季的

盈利增速表面上高達30%以上，但在
剔除非經常性損益貢獻後，創業板首
季盈利增速僅12.8%；剔除溫氏股份
和樂視網後也只有 17%，仍低於
2017年前三季的22.8%和2016年的
27%。

內地散戶：港股陌生 難找機會

■一眾股民在討論A股變化。 香港文匯報記者倪夢璟 攝

■散戶龔先生稱港股漲幅不達預
期，不願意再費心力投資。

香港文匯報記者倪夢璟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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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十年五訪北大
2008年5月27日
習近平赴北大邱德拔體育館，實地考察奧運
會、殘奧會乒乓球項目籌辦工作情況。

2009年5月6日
習近平赴北京大學，親切看望廣大師生員
工，調研指導學校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
活動。

2012年6月19日
習近平赴北京大學就加強和改進高校黨建工作
進行調研，並召開座談會聽取意見。

2014年5月4日
在“五四運動”95周年之際，習近平在北大考
察時強調，核心價值觀承載着一個民族、一個
國家的精神追求，是最持久、最深層的力量；
廣大青年要努力在實現中國夢的偉大實踐中創
造自己的精彩人生。同時，他還多次提到文化
自信。

2018年5月2日
習近平在北京大學考察，並強調高校要牢牢
抓住培養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這個根本
任務，堅持辦學正確政治方向，建設高素質
教師隊伍，努力建設中國特色世界一流大
學。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江鑫嫻

習近平：建中國特色世界一流大學
120周年校慶前夕考察北京大學 囑培養社會主義接班人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記者江鑫嫻及新華社報道，在五四青年節和北京大學建校

120周年校慶日即將來臨之際，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2

日到北京大學考察。習近平代表黨中央，向北京大學全體師生員工和海內外校友、

向全國各族青年、向全國青年工作者致以節日的問候。他強調，堅持好、發展好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是一項長期任務，需要一

代又一代人接續奮鬥。廣大青年要成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生力軍，肩負起國

家和民族的希望。高校要牢牢抓住培養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這個根本任務，堅

持辦學正確政治方向，建設高素質教師隊伍，形成高水平人才培養體系，努力建設

中國特色世界一流大學。

在 2 日於
北大舉行的座
談會上，曾當
過海軍陸戰隊

偵察兵的北京大學大四女生宋璽
作為學生代表發言，向習近平總
書記匯報了自己求學、當兵的經
歷，以及讀書心得。習近平則表
示，他看過《紅海行動》，對其
中的女兵印象深刻。

在座談會上，宋璽提到了
一個令自己深受觸動的細節：
《 習 近 平 的 七 年 知 青 歲 月 》
中，有一個段落這樣描述，習
近 平 躺 在 梁 家 河 的 田 野 裡 想
着，如果去不了大學，那就扎
根這片田野，為群眾服務吧！
宋璽由此想到自己，“從蜜罐
子到部隊的經歷，讓我深刻感
受 到 大 學 生 一 定 不 能 脫 離 群
眾，一定不能架空自己。”

對於每個人的發言，總書記
都認真聆聽。針對宋璽的經歷，
習近平還主動提到，自己曾經看
過電影《紅海行動》，並對其中

的女兵印象深刻。

足跡遍及南海亞丁灣
宋璽2012年進入北大心理與

認知科學學院學習。宋璽表示，
當兵是她從小的夢想，大三那
年，她如願入伍，前往南海艦隊
某新兵訓練基地，在新兵訓練的
實戰考核中，她以全優的成績加

入海軍陸戰隊，成為一名偵察隊
隊員。

在兩年的從軍生涯中，她
作為護航編隊中的一名特戰隊
員，先後參與特種大隊的艙室
搜索救援、對海射擊等各項訓
練，足跡遍及南海群島、亞丁
灣等地。 ■香港文匯報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

�&

曾當海軍陸戰隊偵察兵
大四女生匯報從軍經歷

■■面對簇擁而來的年面對簇擁而來的年
輕學子輕學子，，習近平挨個習近平挨個
握手握手。。 新華社新華社

■■習近平看望部分資深教授習近平看望部分資深教授
和中青年教師代表和中青年教師代表，，並同他並同他
們親切交談們親切交談。。 中新社中新社

總書記勉青年：立鴻鵠志做奮鬥者
當代青年是同新時代共同

前進的一代。廣大青年既擁有
廣闊發展空間，也承載着偉大
時代使命。每一個青年都應該
成為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
人，不辱時代使命，不負人民
期望。

廣大青年要忠於祖國、忠
於人民，了解中華民族歷史，
秉承中華文化基因，有民族自
豪感和文化自信心，把自己的

理想同祖國的前途、把自己的
人生同民族的命運緊密聯繫在
一起，扎根人民，奉獻國家。

要立鴻鵠志、做奮鬥者，
培養奮鬥精神，做到理想堅
定，信念執着，不怕困難，勇
於開拓，頑強拚搏，永不氣
餒。要求真學問、練真本領，
通過學習知識，掌握事物發展
規律，通曉天下道理，豐富學
識，增長見識，更好為國爭

光、為民造福。
要知行合一、做實幹家，

面向實際、深入實踐，嚴謹務
實、苦幹實幹，在新時代幹出
一番事業。要以社會主義建設
者和接班人的使命擔當，為全
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建設社
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而努力奮
鬥，讓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在我
們的奮鬥中夢想成真。

■新華社

當日上午9時許，習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中央書記處書記王滬寧，北京大學黨委

書記郝平、校長林建華陪同下，首先來到臨湖
軒，參觀“新時代──北京大學近五年成就
展”。習近平對北大取得的成績給予充分肯定。
他表示，黨的十八大以來，北大繼承光榮傳統，
堅持社會主義辦學方向，立德樹人成果豐碩，雙
一流建設成效顯著，服務經濟社會發展成績突
出，學校發展思路清晰，辦學實力和影響力顯著
增強，看了令人欣慰。他強調，國家發展同大學
發展相輔相成。我們要在國家發展進程中辦好高
等教育，辦出世界一流大學，首先要在體現中國
特色上下功夫。

隨後，習近平看望了部分資深教授和中青年
教師代表。他在和美國籍漢學大師安樂哲交談
時，還親切詢問他來自哪所大學、來中國多長時
間、是否適應這裡的生活，並希望他更多向國外
介紹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總書記還勉勵中青年教
師向老一輩專家學者學習，繼續在教學和科研上
用心耕耘。

須靠自主創新掌國之重器
在金光生命科學大樓一層大廳，習近平仔細

察看新一代幹細胞技術、碳芯片技術、微型雙光
子顯微成像系統等科研裝置和實物模型。習近平
對大家說，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是國家
綜合國力和核心競爭力的最關鍵因素。重大科技
創新成果是國之重器、國之利器，必須牢牢掌握
在自己手上，必須依靠自力更生、自主創新。在
這個問題上，我們一定要保持清醒。要繼續深化
科技體制改革，把人、財、物更多向科技創新一
線傾斜，努力在關鍵共性技術、前沿引領技術、
現代工程技術、顛覆性技術創新上取得更大突
破，搶佔科技創新制高點。要加強學科之間的協
同創新，加強對交叉學科群和科技攻關團隊的支
持，培養造就更多具有國際水平的科技人才和創
新團隊。
北京大學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發源

地，近年來成立了全國第一家馬克思主義學院，
並於今年1月成立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思想研究院。習近平來到這裡參觀“北京大
學與馬克思主義主題展覽”。他強調，高校馬克
思主義學院就是要堅持“馬院姓馬，在馬言馬”
的鮮明導向和辦學原則，為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意
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推動馬克思主義進校
園、進課堂、進學生頭腦，發揮應有作用。

習近平在北京大學英傑交流中心，參加師生
座談會並發表了重要講話。他指出，實現中華民
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廣大青年生逢其時，也重
任在肩。廣大青年既是追夢者，也是圓夢人。追
夢需要激情和理想，圓夢需要奮鬥和奉獻。廣大
青年應該在奮鬥中釋放青春激情、追逐青春理
想，以青春之我、奮鬥之我，為民族復興鋪路架
橋，為祖國建設添磚加瓦。

辦大學要抓好三基礎工作
習近平強調，教育興則國家興，教育強則國

家強。高校只有抓住培養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
人這個根本任務才能辦好，才能辦出中國特色世
界一流大學。習近平提出，辦出中國特色世界一
流大學、培養社會主義合格建設者和接班人，要

抓好三項基礎性工作。
第一，堅持辦學正確政治方向。馬克思主義

是我們立黨立國的根本指導思想，也是我國大學
最鮮亮的底色。要讓學生深刻感悟馬克思主義真
理力量，為學生成長成才打下科學思想基礎。要
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
自信、文化自信轉化為辦好中國特色世界一流大
學的自信。
第二，建設高素質教師隊伍。要從培養社會

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的高度，考慮大學師資隊伍
的素質要求、人員構成、培訓體系等。要堅持教
育者先受教育，讓教師更好擔當起學生健康成長
指導者和引路人的責任。要抓好師德師風建設，
引導教師把教書育人和自我修養結合起來，做到
以德立身、以德立學、以德施教。

第三，形成高水平人才培養體系。要堅持黨
對高校的領導，堅持社會主義辦學方向，把我們
的特色和優勢有效轉化為培養社會主義建設者和
接班人的能力。要培養造就一大批具有國際水平
的戰略科技人才、科技領軍人才、青年科技人才
和高水平創新團隊，力爭實現前瞻性基礎研究、
引領性原創成果的重大突破。

師生興奮高唱《歌唱祖國》
習近平離開學校時，道路兩旁擠滿了師生，

大家紛紛向總書記問好，爭相同總書記握手，齊
聲高喊“團結起來、振興中華”，齊聲高唱《歌
唱祖國》，習近平滿懷深情同大家揮手告別，掌
聲、問候聲和歌聲、口號聲在校園裡久久迴盪。
丁薛祥、孫春蘭、蔡奇、何立峰及中央和國家機
關有關部門負責同志參加有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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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容首日 47億資金北上
概念股整體輸大市 滬深A股漲跌互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2日是互聯互通

每日額度擴大至四倍後的首個交易日，尚有MSCI“王牌”在

手的A股魅力十足，即便大市表現平平，卻依然吸引到北上資

金蜂擁而至。盤後統計顯示，當日滬深股通資金淨流入逾47億

元（人民幣，下同），兩倍於4月平均水平。不過資金流入未

改大市偏軟狀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倪夢璟 上海
報道）互聯互通擴容首個交易日，數十億
元資金北上為A股注入一定活力。不過對
於不少內地股民來說，港股陌生以及近期
A股震盪，未能賦予他們對港股通充足的
信心。

近期A股動盪 觀望心態轉濃
“我連A股都不想炒了，又怎麼會去

炒港股呢。”擁有逾20年炒股經驗的劉
先生表示，雖滬港通及深港通的成交額佔
比逐年大幅增加，互聯互通擴容也為兩地
股市帶來新活力，但受外界多項因素干
擾，自己與不少股民朋友難以把握投資機

會。“我不太看好目前的股票市場，現在
已經全部不做了，來交易所也只是關注股
市走向，希望等到抄底的時機。”
劉先生形容，對於類似自己的老年股

民來說，不僅對港股了解不多，且經歷A
股動盪後，投資心態未能恢復。“中美貿
易戰等因素嚴重影響股市，讓我們難找機
會。如果滬綜指近3,000點附近，我會再
次投資，但現在確實沒有投資熱情，只能
暫時觀望。”
老股民龔先生說，他觀察後發現不少通

過滬股通和深股通流入的資金更願意關注藍
籌股等，但該類股票漲幅並沒有達到自己預
期，“我們普通股民炒股就是為了賺錢獲

利，但是現在顯然不是牛市時期，家裡年輕
人炒了基本都是虧的多，我的投資本金已從
最高時期的百萬元（人民幣）少了一半，現
在還準備再抽出一半出來。至於港股，感覺
漲幅通常不高，所以提不起太大興趣。”
新股民李先生早有佈局港股市場，認

為滬港通擴容對於個人投資影響不大，
“我在港股仍會堅持持有如騰訊類的個
股，不會受其他影響。”從A股來看，李
先生則表示，雖然滬股通等資金流入，但
由於藍籌風格切換明顯，近期多隻白馬股
業績不達預期紛紛閃崩，惟目前國家對於
創新行業IPO十分支持，所以看好醫藥生
物，芯片以及創新製造股。

業界普遍認為，互聯互通額度在5
月大幅擴容，意在為A股下月

正式“入摩”鋪路。招商證券分析，
隨着A股納入MSCI的日期臨近，外
資通過互聯互通配置A股放量明顯，
4月淨流入創下滬港通開通以來的歷
史次高。相關統計顯示，4月北向資
金累積淨買入387億元，環比暴增近
6倍。其中，滬股通資金僅在4月20
日小幅淨流出8億元，其餘交易日均
為淨買入。今年以來北向資金累積淨
買入808億元，4月淨買入金額佔比
即高達48%。

激發外資配置A股熱情
互聯互通每日額度此時擴容，更

是進一步激發了外資配置A股的熱
情。2日滬股通淨流入23.91億元，
深股通淨流入23.38億元，北上資金
共錄得淨流入47.29億元，逾兩倍於
4月日均淨流入約23億元的水平。

不過，A股滬股通、深股通概
念股2日整體跑輸大市，前者下挫
0.07%，後者跌約0.36%，可見分類
之內漲跌互現，也非“雞犬升
天”。據內地媒體統計，滬股通中
資金流入最多的是航天信息，淨流
入2.93億元；其次為復星醫藥、方
大炭素、三安光電和海螺水泥。資
金流出最多的為貴州茅台，淨流出
1.95億元；其次為貴陽銀行，淨流
出1.67億元。
至於深股通中，資金流入最多的

為五糧液，淨流入1.98億元；其次為

浪潮信息、雲南白藥、風華高科和海
康威視。資金流出最多的為京東方
A，淨流出2.61億元。

交投冷清 醫藥股受捧
資管新規過渡期延長，有利維護

股市流動性，但2日人民幣兌美元匯
率中間價大幅下調277個基點，令大
市整體低迷。除深成指小幅收紅外，
滬綜指和創業板指均收綠：滬綜指報
3,081點，跌1點或0.03%；深成指報
10,342點，漲18點或0.18%；創業板
指報1,801點，跌4點或0.22%。相較
於外資，內地投資者似乎對大市信心
不足，交投亦是冷清，再度落於
4,000億元下方，兩市共成交3,852億
元。
醫藥股重新受捧，獨家藥品、生

物疫苗、病毒防治、免疫治療、中藥
和農藥獸藥股均升幅居前，獨家藥品
整體飆漲3%。近期大熱的海南股和
國產軟件股均回落，跌約3%。

另外，瑞銀證券中國首席策略分
析師高挺發表的最新中國股票策略報
告稱，創業板盈利增速並沒有觸底，
沒有明確跡象表明今年第一季創業板
業績有明顯改善。
高挺分析，雖然創業板第一季的

盈利增速表面上高達30%以上，但在
剔除非經常性損益貢獻後，創業板首
季盈利增速僅12.8%；剔除溫氏股份
和樂視網後也只有 17%，仍低於
2017年前三季的22.8%和2016年的
27%。

內地散戶：港股陌生 難找機會

■一眾股民在討論A股變化。 香港文匯報記者倪夢璟 攝

■散戶龔先生稱港股漲幅不達預
期，不願意再費心力投資。

香港文匯報記者倪夢璟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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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蜂擁而至。盤後統計顯示，當日滬深股通資金淨流入逾47億

元（人民幣，下同），兩倍於4月平均水平。不過資金流入未

改大市偏軟狀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倪夢璟 上海
報道）互聯互通擴容首個交易日，數十億
元資金北上為A股注入一定活力。不過對
於不少內地股民來說，港股陌生以及近期
A股震盪，未能賦予他們對港股通充足的
信心。

近期A股動盪 觀望心態轉濃
“我連A股都不想炒了，又怎麼會去

炒港股呢。”擁有逾20年炒股經驗的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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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逐年大幅增加，互聯互通擴容也為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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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全部不做了，來交易所也只是關注股
市走向，希望等到抄底的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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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股等，但該類股票漲幅並沒有達到自己預
期，“我們普通股民炒股就是為了賺錢獲

利，但是現在顯然不是牛市時期，家裡年輕
人炒了基本都是虧的多，我的投資本金已從
最高時期的百萬元（人民幣）少了一半，現
在還準備再抽出一半出來。至於港股，感覺
漲幅通常不高，所以提不起太大興趣。”
新股民李先生早有佈局港股市場，認

為滬港通擴容對於個人投資影響不大，
“我在港股仍會堅持持有如騰訊類的個
股，不會受其他影響。”從A股來看，李
先生則表示，雖然滬股通等資金流入，但
由於藍籌風格切換明顯，近期多隻白馬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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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高達48%。

激發外資配置A股熱情
互聯互通每日額度此時擴容，更

是進一步激發了外資配置A股的熱
情。2日滬股通淨流入23.91億元，
深股通淨流入23.38億元，北上資金
共錄得淨流入47.29億元，逾兩倍於
4月日均淨流入約23億元的水平。

不過，A股滬股通、深股通概
念股2日整體跑輸大市，前者下挫
0.07%，後者跌約0.36%，可見分類
之內漲跌互現，也非“雞犬升
天”。據內地媒體統計，滬股通中
資金流入最多的是航天信息，淨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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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流出最多的為貴州茅台，淨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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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管新規過渡期延長，有利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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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億元下方，兩市共成交3,852億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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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疫苗、病毒防治、免疫治療、中藥
和農藥獸藥股均升幅居前，獨家藥品
整體飆漲3%。近期大熱的海南股和
國產軟件股均回落，跌約3%。

另外，瑞銀證券中國首席策略分
析師高挺發表的最新中國股票策略報
告稱，創業板盈利增速並沒有觸底，
沒有明確跡象表明今年第一季創業板
業績有明顯改善。
高挺分析，雖然創業板第一季的

盈利增速表面上高達30%以上，但在
剔除非經常性損益貢獻後，創業板首
季盈利增速僅12.8%；剔除溫氏股份
和樂視網後也只有 17%，仍低於
2017年前三季的22.8%和2016年的
27%。

內地散戶：港股陌生 難找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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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戶龔先生稱港股漲幅不達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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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通的教室裡上的這一堂
課並不普通，講台下，

“學生”都是中年人。78歲的
李振山手執粉筆，走上講台，顫
顫巍巍地在黑板上寫下“《念奴
嬌．赤壁懷古》——蘇軾”，
隨即，他無力地坐在講台的後
面，勉力用鏗鏘有力的聲音讀
道：“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
風流人物……”

李振山每讀一句，台下的
“學生”都會跟着讀一句，最
後，無論是“老師”還是“學
生”都濕潤了眼眶。

在李振山的三兒子李瑞鋒
的記憶中，父親總是很嚴肅，不
苟言笑。

清貧一生淡泊名利
至今，李振山的家中仍是幾

間瓦房。“這在我們那裡已經不
多見了，一個村子也就兩三戶
吧。”46歲的李瑞鋒說，父親一
生都對名與利非常淡泊，家中依
舊是農家小院的樣子——數棵核
桃樹，幾畦菜田，三五盆花草。

有一次，李瑞鋒去父親李

振山任教的學校的宿舍，在父親
的床頭，他發現了幾個字：“淡
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

李振山在講課後說：“教
書育人是我的信念，但不足的是
愧對自己孩子，總想要教好每個
學生，從沒私下給自己的孩子多
上過一節課；二是清貧一生，沒
給孩子留下太多物質財富。但如
果讓我再選擇一次，我還會選擇
做老師。”

去年國慶節前後父親被確
診患有肺癌，但父親並沒有情緒
失控，而是坦然地告訴子女說：
“我今年76歲了，這輩子吃了
40多年粉筆灰，人生一世，有
出發就總有回歸，沒什麼大不了
的，不用太過在意這些。”

“樹正氣、走正路、幹大
事”是父親對莘莘學子的諄諄教
誨，“有理想、有良知、有傲
骨”是他對農家娃娃的萬千叮
囑。當自己的學生走上各個領域
後，他都會以“老師”的身份
“要求”他們：做官的不能沾上
銅臭，做學問的更不能沾上銅
臭，而做生意的，則要多做好事

回報社會。
“每年過年，還有老爺子

過生日，都會有學生來祝賀。”
李瑞鋒說，今年過年期間，當李
瑞鋒再次看到探望父親的“學
生”時，告訴了他們父親染了
“惡疾”，因此想給老爺子辦一
個有意義、特別一點的生日會。
李瑞鋒說，作為老師有一種“通
病”，當看到自己教的學生一個
個成長起來，那種感覺是非常幸
福的，“比看到自己的孩子還幸
福”。

面對癌症看淡生死
今年4月，來自全國各地的

李振山的“學生”來到河南新密
尚莊小學，在“祝你生日快樂”
的歌聲中，獻給老師鮮花。之
後，“學生”各自匯報自己的情
況後，一位“學生”提議，讓李
老師再為他們講一堂課，這才有
了“最後一課”的一幕。“父親
有文人的淡泊，有對生死的坦
然，也有對學生的眷戀。”李瑞
鋒說，父親雖平凡，但他將其一
生書寫成一個“人”字。

患癌老師最後一堂課最後一堂課
昔日門生返校含淚聽昔日門生返校含淚聽

一段河南新密曲梁78歲老師的“最後一堂”語文

課的視頻近日廣為傳播。“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

風流人物。”一位白髮蒼蒼的老人努力地用自己洪亮

的聲音，上好自己的最後一堂課。該位老人叫李振

山，新密曲梁鎮全莊村人，從教41年，教過的學生有

5,000人之多，如今遍佈政府機關、部隊、工程等各

個行業，可謂“桃李芬芳”。去年國慶期間，李振山

被確診身患癌症，為了給老人慶祝78歲生日，學生從

各地趕回學校，含淚聽老人“最後一課”。

■《廣州日報》

由中美兩國古生物學者組成的團
隊，最近在一億年前的白堊紀緬甸琥
珀中，新發現一種會偽裝成苔蘚植物
的昆蟲幼蟲。該發現為解開遠古生物
間的生態關係，又增添了新的重要線
索。

在漫長的地質歷史中，數量繁多
的昆蟲演化出各種不同的偽裝技術，
這些偽裝術，學名稱為擬態。憑藉對
植物的擬態，昆蟲可以藏匿在環境
中，避免被捕食者發現，同時也讓獵
物很難察覺自己。

新物種被命名為黃氏擬苔草蛉
此次發現的昆蟲新物種被命名為

黃氏擬苔草蛉，屬於脈翅目草蛉總
科。從形態上看，化石中的擬苔草蛉
幼蟲與已知的所有草蛉總科幼蟲都不
同：牠們的背部長有8對又扁又寬的葉
片狀結構，外形非常類似苔蘚的植物
體。此外，牠們的頭部能夠完全縮在
背部的“葉片”下方，只在前端伸出
一對長長的觸角和一對鉗子一般的大
顎，分別用來探測和捕食獵物。這種
擬苔草蛉幼蟲，在個體大小、葉片形
狀排列、葉的褶皺和紋路上，都與苔
蘚極為相似。研究人員推測，通過偽
裝苔蘚，昆蟲既可躲避捕食者，也可
迷惑獵物，提高捕食成功率。

“苔蘚植物是最早的陸地植物之
一，遍佈世界各個角落，為昆蟲提供了
食物和庇護場所。我們的研究首次在化
石中直接看到了昆蟲偽裝苔蘚的行為，
這為重建遠古昆蟲和植物的生態關係提
供了新證據。”此次研究參與者、中科
院南京地質古生物研究所研究員王博
說。

相關研究成果已於近日線上發表
在《細胞》出版集團的《當代生物
學》上。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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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發現偽裝成苔蘚植物的一億年前昆蟲幼蟲。
網上圖片

李振山李振山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 學 生
獻花祝賀
老師生日
快樂。
網上圖片

■ 李 振
山見到學
生趕來聽
課，感動
得流下眼
淚。
網上圖片

■■““大江大江東去東去，，
浪淘盡浪淘盡，，千古風千古風
流人物流人物。。””李李振振
山在黑板寫着蘇山在黑板寫着蘇
軾的作品軾的作品《《念奴念奴
嬌嬌．．赤壁懷古赤壁懷古》》。。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 也有門生聽課時
神情哀傷。網上圖片

■昔日學生含淚聽
課。 網上圖片

■■課完了課完了，，門生全體站立鞠躬謝課門生全體站立鞠躬謝課。。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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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桃園市敬鵬工廠大火造成5名
消防人員殉職及多名消防員受傷。僑委會今天
表示，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總會長林貴香獲
悉後，即發起募款活動，目前已募得超過新台
幣300萬元。

僑委會發布新聞稿指出，桃園4月28日發
生火災，造成多名消防人員殉職與受傷，林貴
香獲悉後，隨即發起募款活動。僑委會表示，
目前已募得超過300萬元，所有募得款項將於
5月14日交給桃園市政府轉至受傷與罹難消防

人員的家屬，表達海外台商的關切慰問。
僑委會指出，僑委會委員長吳新興向林貴

香表達感謝之意。他表示，每逢國內發生重大
災害，海外台商都踴躍捐款，例如花蓮地震、
高雄氣爆、台南地震等，都充分展現台商的愛
心，吳新興也向海外台商表達謝意。

其中，今年2月花蓮發生強震，造成重大
災情，世界台商總會透過所屬六大洲總會發起
募捐，共募得3000萬元，協助災民重建家園
。

敬鵬大火消防員死傷 海外台商募款表關懷

（中央社）藝人孫鵬、狄鶯之子孫安佐被
控恐嚇攻擊校園，在孫安佐拋棄預審程序後，
全案移送中級民刑法院審理。賓州法院最新卷
宗顯示，正式提審時間仍是23日上午8時，
全案仍在進行中。

孫安佐案預審庭4月25日在賓州上達比
（Upper Darby）警局召開，孫安佐辯護律師
在庭上主張拋棄預審程序，以換取撤銷 「持有
犯罪工具意圖犯案」 罪名，這項主張獲得法官
貝拉多科（Ann Berardocco）同意。

本案因此從預審進入下一個法律程序，根
據賓州法院官網卷宗，孫安佐案在4月30日
正式移送 「中級民刑法院」 （Court of Com-
mon Pleas），正式提審庭期定在5月23日上
午8時。

孫安佐案預審庭結束當天，賓州法院官網
顯示的案件狀態就是 「結案」 （closed），但

這只表示地方法院層級處理告一段落，不代表
全案落幕。部分台灣媒體先前報導孫安佐案已
「結案」 ，純屬誤解。

另外，有媒體報導孫安佐聲請保釋遭駁回
，也並不是新發展。根據案卷資料，孫安佐3
月27日曾聲請保釋，交保金額10萬美元，最
後遭駁回，之後孫安佐沒有再聲請保釋。

孫安佐3月26日遭美國警方逮捕，被控
向同學預告將於5月1日開槍掃射就讀的高中
，但他之後表示這是開玩笑。

孫安佐被控恐怖威脅後，美國警方4月初
從他的寄宿家庭起出手槍、十字弓和超過
1600發子彈，檢方隨後加控孫安佐持有犯罪
工具並意圖犯案。孫安佐辯護律師凱勒
（Robert Keller）認為，拋棄預審程序後，檢
方可望撤銷孫安佐持有犯罪工具意圖犯案的罪
名。

孫安佐案仍待審 23日提審庭期不變

（中央社）北檢偵辦三中案，上周2度傳訊前總統馬英九等人，但馬出庭時行使緘默權；有媒體
報導，馬英九會這樣做是因檢方使用 「天眼系統」 等；北檢今表示，未曾聽聞過天眼系統。

鏡週刊今天報導，三中黨產賤賣案，原被特偵組簽結，直到台北地檢署去年重啟調查，其中最大
的關鍵是檢方祭出 「天眼系統」 ，在偵訊時同步監看所有被告筆錄，當場用其他同案被告的證詞，戳
破馬英九否認講過 「回饋」 主導三中交易等說詞。馬英九因為吃了 「天眼系統」 的悶虧，這次才會行
使緘默權對抗等。

北檢4月27日對於 「三中案」 發布第12篇新聞稿，針對馬英九行使緘默權，表示全然尊重馬前
總統的攻防決定與訴訟權利。但針對今天媒體報導的天眼系統部分，北檢表示 「未曾聽聞過天眼系統
」 。

國民黨過去遭檢舉賤賣旗下中影、中廣和中視，民國103年最高法院檢察署特別偵查組以 「查無
不法事證」 宣布全案偵結，北檢去年重啟調查，迄今已3度傳訊馬英九。

媒體爆檢方用天眼系統 北檢：未曾聽聞

（中央社）桃園市平鎮區敬鵬工廠大火，桃園市政府今天派人前往敬鵬平鎮一廠、五廠進行職安
檢查，全場產線未運作，並無勞工工作及復工情形。

敬鵬工業公司因大火遭裁罰及停工等規定，有消息傳出，敬鵬私下復工，桃園市政府新聞處長張
惇涵下午對此表示，市府勞動局上午派人前往敬鵬平鎮一廠、五廠進行職安檢查，發現全場產線未運
作，也沒有勞工工作及復工情形。

張惇涵指出，經過勞動局人員現場檢查，火災發生後的原先缺失並未改善，勞動局將持續監督，
也希望敬鵬公司勿挑戰法律、以身試法。

桃園市政府表示，桃園市政府環保局開罰敬鵬涉及空氣污染防制法部分，開罰新台幣200萬元，
昨天已寄出裁罰，另外涉及水污染防治法等裁罰程序也都在進行中，若敬鵬擅自復工屬於刑事責任，
將移送法辦。

桃市府職安檢查敬鵬未運作復工

（中央社）施工中的金門大橋金門本島端海面今天傳出海釣船翻覆事件，船上一人被救起
，另有一人下落不明。海巡署第12巡防區指揮部說，將持續運用岸海空能量全力搜救。

第12巡防區指揮部第9岸巡隊傍晚召開記者會說明，上午接獲民眾通報，在金門和烈嶼水
道發現自用小船 「連莊一號」 翻覆，立刻調派線上海巡隊和岸巡隊共4艘巡防艇到金烈水域搜
救，同時增派岸巡隊隊員在海上及岸際實施聯合搜救任務。

第9岸巡隊參謀主任王榮忠表示，為了擴大整體搜救能量，在第一時間就通報金門縣消防
局協助救援，並將本案狀況轉知金門港務台與漁業電台及國搜中心，請通知或廣播協請在航作
業漁船協助搜救，透過緊急調派空偵機在空中協助搜尋。

其中船員沈冠宇在船翻覆後，游泳等待救援，翻覆船舶因受海流影響飄移到禁限制水域交
接處又折返漂回金門大橋區外海區。沈冠宇上午與金門大橋附近的施工船東坪九號聯繫上，因
而獲救，身體無大礙，已送衛生福利部金門醫院就醫。

至於失蹤的董姓船員，身高約170公分，右小腿有刺青，穿著黑上衣、卡其褲。岸巡隊表
示，將持續運用岸、海、空三度空間能量，全力搜救。

經過調查，連莊一號自用小船昨晚7時50分從水頭新港區東側泊區出港，航經五通航線北
上時，疑似因夜間視線不佳，在未查察下，不慎碰撞海上航標，導致船舶翻覆。

海釣船金烈水道翻覆 一獲救一失蹤

油價擬設緩漲機制 經長：中油吸收部分漲幅
經濟部擬設油價緩漲機制，經濟部長沈榮津（右）2日在立法院表示，目前尚未定案，

但基本希望能設級距，漲到一定價格時，由中油公司吸收部分漲幅，減輕民眾負擔。左為
國發會主委陳美伶。

賴揆出席洗錢防制國家風險評估首部發表會賴揆出席洗錢防制國家風險評估首部發表會
行政院長賴清德行政院長賴清德（（中中）、）、法務部長邱太三法務部長邱太三（（右右22））與金管會主委顧立雄與金管會主委顧立雄（（左左22））等人等人22日出席日出席

洗錢防制國家風險評估首部發表會洗錢防制國家風險評估首部發表會。。

軍改公聽會軍改公聽會 民團把標語穿在身上民團把標語穿在身上
針對行政院提出的針對行政院提出的 「「5555++22」」 軍人年金改革草案軍人年金改革草案，，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22日起一連兩天舉辦日起一連兩天舉辦

公聽會公聽會，，有民團身穿有民團身穿 「「我不該活著退伍我不該活著退伍」」 字樣背心字樣背心，，坐在旁聽席坐在旁聽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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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华侨

结中华文化之缘

“马来西亚建国中学有举办华语辩论赛的传
统，第一次看完比赛后我就被深深地吸引住了。
初三遇到我的辩论赛教练，他是我人生的伯乐。
参加华语辩论赛让我收获颇丰。”马来西亚籍华
裔陈咏开，是中国一档热门网络辩论节目里小有
名气的辩手。在他心里，与华语辩论的结缘是一
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马来西亚是海外华人最多的国家之一，华文
教育在此落地生根，枝繁叶茂。马来西亚全国中
学华语辩论赛和全国大专华语辩论比赛，是当地
颇具影响力的华语辩论比赛，每年吸引数以万计
的马来西亚华人学生报名。华语辩论是马来西亚
华文学校教授华文、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手段。

土生土长的马来西亚华人陈咏开，从小就在
华文学校结识了华语辩论，也因此爱上中华文
化。

首创于 1993 年的国际大专辩论会，如今已
经成为一个国际知名的汉语文化品牌，在全世界
拥有广泛的影响力。

来自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代表队的李子
姜和墨尔本大学代表队的吴雨薇在接受本报采访
时表示，国际大专辩论赛是自己对华语辩论产生
兴趣的起点。澳大利亚华人约占澳总人口的
3.9%。从小就跟随父母移民海外的李子姜和吴雨
薇，身边都是蓝眼睛的澳大利亚白人和只会说英
语的华裔同学，很少有机会可以在中学说中文，遑
论用中文辩论。

直到进入大学，他们才有机会接触并尝试华
语辩论。“华语辩论真的很酷”，吴雨薇忍不住扬
起了嘴角。在大学里，他们加入华语辩论社，策
划与中华文化相关的辩题，组织全校乃至全澳华
语辩论比赛。华语辩论，给这群年轻的华二代提
供了一解中华文化“相思之苦”的绝佳渠道。

播中华文化之种

一语“辩”世界，一语“变”世界。
华人辩手散落世界各地，同怀一颗赤子之

心，共有一份中华文化之情。
“华语辩论是当地人了解中华文化的窗口。”

李子姜说。“当我们以华人身份发声时，无形之
中就在传播中华文化。通过华语辩论，当地人会
认识到华人社会的一些想法。”陈咏开表示。

“华语辩论赛是打破当地人对华人固有印象
的一个很好的机会。辩论是思辨的过程，观众看
华人辩手从不同角度解读辩题、输出观点的过
程，其实也是了解和学习中华文化的过程。”吴
雨薇说，“中文是很美的语言，聆听华语辩论本
身就是一次完美的听觉享受。”

这些身处海外的华语辩手，始终抱持对华语
辩论、中华文化的满腔热情，为华语辩论的推广
不遗余力。

就读于耶鲁大学的庞颖，本科时是新加坡国
立大学中文辩论队的主力，先后主办了六届中学
生辩论营和五届狮城杯中学生华语辩论赛，注重
培养每一位队员的辩论水平，尽可能地为每一个
队员创造和提供参加辩论赛的机会。

吴雨薇所在的墨尔本大学辩论队，曾多次举
办澳大利亚华语辩论锦标赛、“信为杯”维州高
中生辩论赛，吸引中文爱好者，让更多当地人进
入中华文化圈，学习和使用中文。

已有9年华语辩龄的陈咏开，平时也在一些
辩论比赛和节目中担任导师，尽己之长，培育一
些优秀的辩手。

庞颖开心地看到：“越来越多的新加坡中学
开始建立辩论队，常规的辩论赛数量在增加，邀
请华人作辩论指导的需求也在增长。”

爱中华文化之美

对华人身份的自豪，对中华文化的喜爱，
是华语辩手们热情参赛的动力。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代表队的成员陈之
禾在采访时回忆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2014 年
访问堪培拉，在澳华人自发组织欢迎团体的故
事。“当时很多华人连夜乘坐巴士从澳大利亚其他
城市赶往堪培拉”，陈之禾说，“这种血缘和文化上
的联系是割不断的。”李子姜则表示，自己在国外
旅行被问到来自哪里时，会习惯性地回答是中国

人。华人的身份，深深地烙刻在了这些年轻的华
语辩手身上。

爱辩论，其实爱的是中华文化。“我很喜欢
中国，很喜欢中国文化”，吴雨薇坦言，“参加华
语辩论赛，而不是英语辩论赛，本身就代表着我
们对中华文化的喜爱。”

辩论不仅是缜密逻辑的对撞和华丽辞藻的对
决，比拼的更是文化素养和知识储备。参加华语
辩论赛的过程，其实也是学习和传播中华文化的
过程。“这次华语辩论世界杯告诉我，语言的技
艺是可以不断精进的。赛事准备中对谚语、俗语
的查找让我们加深了对中华文化的了解。”庞颖
谈到。

吴雨薇在准备某次华语辩论赛时，曾发电子
邮件向墨尔本大学的老师请教。她字里行间所透
露出的中华文化特有的思维方式，让这些长期浸
淫在西方文化中的澳大利亚学者甚为好奇。在邮
件往来之间，中西文化的对话便悄然发生。“辩
论是交流不同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过程，即使在
赛场之外，也是如此。”吴雨薇不禁感慨。

未来，这群钟情华语和中华文化的华裔青年，
定会把中文这种美丽的语言，连同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一道，播撒在不同的国度。

华裔青年的华语不了情
曾繁强 王 希 刘雨溪

侨 界 关 注

日前，2018华语辩论世界杯在北京落幕。此次比赛吸引了15个国
家和地区的500所高校。其中，有几支来自海外的代表队格外引人注
目。这些海外大学代表队的辩手由外籍华人学生和从小赴外求学的华
侨学生共同组成。他们在华语辩论赛中学习中华文化，也借推广华语
辩论在海外传播中华文化，谱写了中华文化海外传承的青春组曲。

图为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代表队在2018华语辩论世界杯比赛现场

本报电 4 月 22 日下午，第四届“左手爱
情·右手事业”大型海归及优秀单身青年交友
公益活动，在天津鑫茂天财酒店婚博园成功
举办。本次活动由天津市归国华侨联合会、
天津市青年联合会、天建联股份有限公司联
合主办，天建联留学人员交流服务中心承办。

近400名单身青年到场参加了活动，主要
是教师、医护人员、公职人员、银行职员、高级
白领和创业青年。现场气氛火热，“左右脑”、

“爱要大声说出来”、“汉字大比拼”等活动环
节精彩多样，当场就有5对青年成功牵手，还
有 12对青年表示希望进一步加强了解，很多
青年上台表达了对组委会的感谢。

“左手爱情·右手事业”海归及优秀单身
青年交友公益活动是一个为年轻人拓展人
脉、衔接资源、提供服务的帮扶平台。经过
3年的发展，影响力和美誉度持续提升，已
经成为服务海归新侨和广大青年的优质载体
及品牌项目。该活动采用“婚恋交友”与

“创新创业”，“政府资源”与“社会资源”
有机结合的创新形式，把优秀青年聚在一起
交朋友、找伴侣、聊合作、畅发展，同时邀
请相关部门领导与青年面对面，宣讲政策、
拉近距离，增强年轻人干事创业的信心，延
伸政府部门的工作手臂。促进爱情事业双丰
收，是这项活动的最大亮点。

目前“左手爱情·右手事业”组委会已经
接到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意大利等
国家海外侨领的邀请，筹划把这个项目向海
外延伸。主办方希望通过这个项目为更多的
海内外华人青年做好服务，同时更好地宣传
天津，为天津招才引智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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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哪一项科技的发展像人工智能
一样令人既期待又不安。若机器拥有了

“自主意识”，人类将面对一个怎样的世
界？在各类科幻作品中，人们的探讨层
出不穷。

和天马行空的文学想象不同，华裔科
学家李飞飞对此的回答既严谨又冷静：

“人工智能发展刚刚起步，现阶段机器所
能完成的任务很简单，距离文学艺术的想
象还非常遥远。”

日前，由凤凰卫视主办的“影响世
界华人盛典”在北京颁奖。凭借在人工
智能领域的巨大贡献，斯坦福大学终身
教授、谷歌云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首席
科学家李飞飞成为科学研究领域的获奖
人。

她所从事的计算机视觉和机器学习
领域是人工智能的重要分支，致力于让
机器“看见”和识别物体，并推断物体
的立体形状，甚至理解事物之间的关
联，人的情绪、动作及意图。

大千世界，视觉信息五花八门，让
机器“看懂”并非易事。

为此，李飞飞于 2007 年发起图像识
别数据集计划，为计算机图像识别建立

起庞大的数据库。目前这一计划已拥有
上千万张经过人工筛选、标注的图片。

自 2010 年至 2017 年每年举办的图像
识别数据集物体识别竞赛，吸引了全球
顶级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参赛者。这项赛
事致力于裁决出哪种算法能以最低的错
误率识别出数据集中的图像，被许多人
称为计算机视觉领域的“奥林匹克”，极
大地推动了该领域向前发展。

图像识别数据集计划也让李飞飞成
为了人工智能领域的“明星”。回望来
路，这位如今被业界聚焦的科学家却有
着坎坷的成长经历。

李飞飞于 1976 年生于北京，16 岁随
父母移民美国。她从零开始学习英语。
为了筹集学费，她在餐馆端过盘子、当
过清洁工，也开过洗衣店，日子过得比
较艰辛。

1995 年到 2005 年，李飞飞先后求学
于普林斯顿大学和加州理工学院。博士
毕业后，她选择了当时并不被看好的计
算机视觉领域。在图像识别数据集计划
启动时，由于研究冷门，经费严重不
足。最困难时，她曾笑言“重开洗衣店
筹措经费”。

人工智能学科的发展不过近 60 年历
史，但公众对其发展前景空前关注。人
工智能的未来在哪里？和人类的未来会
发生怎样的交互？李飞飞认为：“不论机
器变得多么智能，它所反映的、代表的
将是我们自己的价值观”。

“ 人 工 智 能 是 一 门 非 常 年 轻 的 科
学，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它将持
续发挥生命力。”李飞飞期待，越来越
多的年轻人投身该领域，把以人为本的
精神带给未来科技，让人工智能“散发
温暖”。

（来源：中新网）

李飞飞：让机器拥有一双“慧眼”
冉文娟

图为李飞飞在领奖
中新网记者 李霈韵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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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頓/ 蓋軍報導）經過兩年半時間的高效
運營和與美國德克薩斯州Liberty郡縣克利夫蘭（
Cleveland）市政府的協商合作，美國麥金利開發
有限公司 5月 1日在克利夫蘭市舉行豪格項目
（Grand Oak Reserve）主體社區的破土動工儀式
。當天，Liberty County縣長，克里夫蘭市市長，
城市經濟開發部以及各部門負責人，麥金利開發
有限公司總裁Jeff Zhou、執行總裁Jack Gong、
副總裁David Nemeth以及項目規劃設計師、建築
設計師，景觀設計師、高爾夫球場設計師，銀行
保險，地產公司等超過百人出席工地現場，休斯
頓紀事報（Houston Chronicle ）、美南新聞等多
家媒體進行了採訪報導。

當地政府官員在發表祝詞時均表示豪格項目
未來對克利夫蘭市的發展起著積極的推動作用，
對改變城市面貌意義重大。

麥金利開發有限公司總裁Jeff Zhou在發言時

表示，今天是一個非凡的
日子---豪格項目破圖動
工，感謝 Liberty County
縣長，克里夫蘭市近年來
一如既往的合作，感謝設
計師和建築商的全力支持
，同時也感謝廣大社區的
關注，讓我們共同期待美
麗全新的克利夫蘭。

之後，充滿紀念意義
的 時 刻 到 來 ， Liberty
County縣長，克里夫蘭市
市長和麥金利開發有限公
司負責成員和設計建設人
員多人在美國國旗和德州州旗前共同手持鐵鍬，
為豪格項目培土奠基，這也意味著佔地618畝的克
利夫蘭豪格項目正式動工，現場的百名來賓見證

了這一重要時刻。
Liberty County 縣

長在接受美南新聞採
訪時表示，克里夫蘭
市的豐富的資源市場
，和麥金利開發有限
公司的投資對接合作
，充分體現了雙贏模
式，一定會為雙方帶
來一個美好的前景。
在之後的項目推介會
上，來自社會各界的
嘉賓都發表了對該項
目的看法，麥金利開
發 有 限 公 司 副 總 裁
David Nemeth向來賓
詳細介紹了豪格項目

的整體規劃。
豪 格 項 目

（Grand Oak Re-
serve）是麥金利公
司立足打造美麗克利
夫蘭綠色概念，突出
最適合居家生活的特
色，同時，該項目也
是克里夫蘭市首個出
現的主體社區，設立
不同檔次，戶型結構
多樣選擇，包括獨立
別墅、聯排公寓、九
洞高爾夫球場、水上
公園、環繞社區健行
的39英畝的人造湖區
，同時，健身房，網球場籃球場一應俱全。此外
，該項目和122英畝工業園項目都將對該市的稅收
和增加工作機會都將起到推動作用。未來隨著該
項目越來越受到周邊市場的關注，因此，地價增
值的潛力巨大，收益可期。

美國麥金利開發公司，是在美國德克薩斯州
註冊的責任有限公司。公司的主營業務是在美國
投資房地產和商業地產開發、建材貿易以及連鎖
餐飲項目。公司的全資股東是趙玉海先生持股的
大連億海集團責任有限公司。

見證重要時刻見證重要時刻 克利夫蘭豪格項目破土動工克利夫蘭豪格項目破土動工

活動快報活動快報 55月月
55日至日至55月月66日日

台灣同鄉聯誼台灣同鄉聯誼
會五月份舉辦會五月份舉辦
「「房地產稅的房地產稅的

抗辯及減稅的正確程序抗辯及減稅的正確程序」」 講座講座
房地產減稅專家房地產減稅專家Paul BettenPaul Betten--
courtcourt主講主講
55--0505--20182018（（Sat)Sat)上午上午 1010 時時
至中午至中午1212時時
恆豐銀行恆豐銀行1212樓會議室樓會議室
99999999 Bellaire Blvd.,Houston,Bellaire Blvd.,Houston,
TX.TX.7703677036

美南銀行社區服務講座美南銀行社區服務講座
「「如何抗爭減免房地產稅如何抗爭減免房地產稅？？」」
黃維芬黃維芬（（德州房產稅仲裁德州房產稅仲裁、、房房
產稅顧問產稅顧問））主講主講
55--0505--20182018（（Sat)Sat)上午上午1010時時

美 南 銀 行 社 區 會 議 中 心美 南 銀 行 社 區 會 議 中 心
（（Member FDIC)Member FDIC)
69016901 Corporate Dr.,Houston,Corporate Dr.,Houston,
TX.TX.7703677036

紀念華工建設太平洋鐵路紀念華工建設太平洋鐵路150150
週年圖片展開幕週年圖片展開幕
55--0505--20182018（（Sat)Sat)上午上午 1010 時時
3030分分
僑教中心僑教中心
1030310303 Westoffice Dr.,HousWestoffice Dr.,Hous--
ton,TX.ton,TX.7704277042

休士頓台灣長春會休士頓台灣長春會55月份月會月份月會
55--0505--20182018(Sat)(Sat)下午下午 22 時時 3030
分至下午分至下午44時時3030分分
台灣人活動中心台灣人活動中心
58855885 Point West,Houston,Point West,Houston,
TX.TX.7703677036

休士頓台灣松年學院休士頓台灣松年學院1515週年週年
募款音樂會募款音樂會
「「新聲亞韻新聲亞韻」」
55--0505--20182018(Sat)(Sat)下午下午 77 時時 3030
分分
休士頓浸信大學休士頓浸信大學Belin ChapelBelin Chapel
75027502 Fondren Rd.,Houston,Fondren Rd.,Houston,
TX.TX.7707477074

休士頓台灣商會春季烤肉休士頓台灣商會春季烤肉
55--0606--20182018(Sun)(Sun)上午上午1111時時3030
分至下午分至下午11時時3030分分
Eldridge ParkEldridge Park
25112511 Eldridge Rd.,SugarEldridge Rd.,Sugar
Land,TX.Land,TX.7747877478

天后聖母寶旦天后聖母寶旦
55--0606--20182018（（Sun)Sun)中午中午1212時時
德州天后廟德州天后廟
15071507 Delano,Houston,Delano,Houston,

TX.TX.7700377003

多 元 化 高 峰 會多 元 化 高 峰 會 （（ DiversityDiversity
SummitSummit 20182018 ))
55-- 0404--20182018 ( Fri. )( Fri. ) 上午上午 99：：
0000 至下午至下午55：：0000
Sugar Land MarriottSugar Land Marriott

華美易經學社華美易經學社20182018 年度會員年度會員
大會大會
55 -- 0505 -- 20182018 （（ Sat. )Sat. )上午上午
1111：：3030 至下午至下午22：：3030
Tracy Gee Community CenTracy Gee Community Cen--
terter

恆豐銀行恆豐銀行2020 周年行慶高爾夫周年行慶高爾夫
球賽開球儀式球賽開球儀式
55-- 0505--20182018 （（ Sat. )Sat. ) 下午下午 11
：：0000
Quail Valley Golf Course (Quail Valley Golf Course (

28802880 Laquinta Drive , MisLaquinta Drive , Mis--
souri City, TXsouri City, TX 7745977459 ))

光鹽社講座光鹽社講座
55-- 0505-- 20182018 （（ Sat. )Sat. ) 下午下午22
：：0000 至至44：：0000
文化中心文化中心（（ 98009800 TownparkTownpark
Dr. #Dr. #255255 , Houston TX, Houston TX
7703677036 ))

恆豐銀行恆豐銀行2020 周年慶高爾夫球周年慶高爾夫球
賽頒獎晚宴賽頒獎晚宴
55-- 0505-- 20182018 （（ Sat. )Sat. ) 下午下午55
：：3030
球場餐廳球場餐廳（（ 28802880 LaquintaLaquinta
Drive , Missouri City ,TXDrive , Missouri City ,TX
7745977459 ））

衍易實用面相班衍易實用面相班
55--0606 --20182018 （（ Sun. )Sun. ) 下午下午 22

：：0000 至至66：：0000
文化中心文化中心

長青中文學校結業典禮長青中文學校結業典禮
55-- 0606 --20182018 （（Sun. )Sun. ) 下午下午 33
：：0000 至至44：：3030
Strake Jesuit College (Strake Jesuit College ( 89008900
Bellaire Blvd. )Bellaire Blvd. )

美南華文寫作協會理事會美南華文寫作協會理事會
55-- 0808-- 20182018 ( Tues. )( Tues. ) 下午下午33
：：0000
文化中心文化中心

聯禾地產凱蒂辦公室開幕儀式聯禾地產凱蒂辦公室開幕儀式
55-- 0909-- 20182018 （（ Wed. )Wed. ) 上午上午
1010：：0000 至中午至中午1212：：0000
2311923119 Colonial Pkwy , UnitColonial Pkwy , Unit
AA11, Katy , TX, Katy , TX 7744977449

活動活動
快報快報

 
















2017年，休斯頓黃河合唱團跨過
了建團二十週年的里程碑;2018年，在
歌唱之路 上我們又翻開了嶄新的一頁
。 4月22日下午，合唱團向休斯頓愛
好音樂的朋友們獻上了又一場精心設
計和準備的音樂會，展示了不同時期
、風格迥異、多元文化背景和新穎組
合的合唱、獨唱作品，給觀眾帶來聽
覺和視覺上的享受。這場音樂會的曲
目種類豐富多彩，八首大合唱包括了
多種語言、多種形式的中外作品，不
僅有充滿京劇韻味的“又見紅梅”，
還有根據流行歌曲改編的合唱“不了
情”、“時間都去哪兒了”、為徐志
摩的詩譜曲的“偶然”，西方作品有
受觀眾喜愛的前蘇聯歌曲“海港之夜
”、美國黑人靈歌“Give Me Jesus”
、帶有粗狂土著風的“Adiemus”、和帶給觀眾驚喜的“Mon-
ey, money, money”。這首有關金錢的歌在1976年由瑞典流行
歌唱組合“ABBA”原唱， 表現了一個賣力工作卻仍然貧窮的女
子對富豪生活的想往，暗諷現實社會里金錢的重要 性。這首歌
無論在語言、風格、表現和動作上對全體團員都是一個相當大的
挑戰，在莊莉莉指揮和陳瑜團長不厭其煩的指導下，大家齊心努
力，終於克服困難，表現出這首歌的內涵。黃河合唱團的女聲小
合唱是一支深受觀眾喜愛的組合，在這場音樂會上她們為觀眾獻
上了四首不同風格的歌曲:作曲家黃自根據唐代詩人白居易的
《長恨歌》譜曲的組歌中第八首“山在虛無縹緲間”把人們帶入
仙境，根據電視劇插曲改編的“九兒”唱出了農家女兒的勇敢與
悲壯，“葡萄園夜曲”描繪出星光下果園的靜謐與優美，而台灣

作曲家林育伶的“甜蜜”則歡快活潑，充滿對童年的美好回憶。
近年來，合唱團的男聲小合唱也在崛起。這次他們唱了兩

首外國民歌:朝鮮歌曲 “阿里郎”和膾炙人口的意大利民歌“我
的太陽”。他們的雄厚歌聲和瀟灑自如的颱風給觀眾 留下了深
刻印象。

音樂會上最具挑戰性的曲目是男女聲小合唱“土耳其進行曲
”。這是大家都極為熟悉的由莫扎特譜寫、交響樂隊演奏的快速
進行曲，如今改寫成聲樂形式並加入歌詞，其難度之大超出每一
個團員的想像，大家克服了重重困難，通過各種方法和方式學習
、排練，最後在莊莉莉指揮的嚴格要求和指導下基本達到了預想
效果。

音樂會上的又一個新穎亮點是男高音歌唱家李文一與他的組

合。他不僅向觀眾獻上 歌劇《托斯卡》中的詠嘆調“今夜星光
燦爛”，還與女高音張馨一重唱了音樂劇《歌劇魔 影》中的
“All I Ask of You”。他與樂隊組合共同演唱的“山丘”更使觀
眾耳目一新，為音樂會 開闢了一個嶄新的領域。

隨著最後的一個音符落地，觀眾熱烈地鼓掌歡呼，要求反場
。指揮和團員們都被觀 眾的熱情感動，又加唱了一遍“不了情
”。在音樂會圓滿成功之際，黃河合唱團的指揮和全 體團員謹
向各位觀眾表示誠摯的感謝:感謝你們多年來的支持與鼓勵，沒
有你們就沒有黃 河的音樂會，就沒有黃河的今天。我們與觀眾
一起期盼下一場演出，讓我們攜手，在歌唱 之路上繼續我們的
不了情。
（相片由周化育、黃深、董伯苓提供）

歌唱之路不了情
記休斯頓黃河合唱團“不了情”音樂會

不了情不了情 朗誦翟玉熙朗誦翟玉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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