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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時間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SUN.

11 12 13 14 15 16 17

00:00-00:30
地理•中國 (重播)

00:30-01:00
明星加油站(重播) 

01:00-01:30

01:30-02:00

動物傳奇(重播) 
(English)

Story China 
故事在中國(重播)

防務新觀察 (重播) 中國大舞臺 (重播)

02:00-02:30

02:30-03:00

03:00-03:30
地理•中國 (重播)

03:30-04:00
司馬白話(重播)

04:00-04:30

04:30-05:00

05:00-05:30
空姐新發現(重播

)

05:30-06:00

Story China 
故事在中國(重播

)
中國大舞臺 (重播)

06:00-06:30

06:30-07:00

07:00-07:30

07:30-08:00
健身舞起來（重播

）
08:00-08:30

08:30-09:00

09:00-09:30

09:30-10:00

Story China 
故事在中國(首播)

快樂童年(重播) 中國大舞臺 (首播)
地理•中國 

(首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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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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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0-12:00

12:00-12:30

12:30-13:00
空姐新發現(重播

)

13:00-13:30
美食鳳味 (重播)

13:30-14:00 生活 (重播)
動物傳奇(首播) 

(English)
14:00-14:30

14:30-15:00

15:00-15:30
洋言洋語(首播) 粵語天地(首播)

15:30-16:00

地理•中國 
(重播)

台北博物館 (首播)

16:00-16:30 游在美國(首播）

16:30-17:00

我的留學生活(首播
)

17:00-17:30
台北博物館 (重播) 地理•中國 (重播)

幸福來敲門 
(首播1)

幸福來敲門 
(首播2)

司馬白話 (首播)

17:3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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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0-19:30 健身舞起來（首

19:30-20:00
美食鳳味 生活(首播) 防務新觀察  (首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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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0-21:30

21:30-22:00

22:00-22:30
游在美國 (重播） 司馬白話(重播)

22:30-23:00

我的留學生活(重播
）

明星加油站 (重播)

23:00-23:30

23:30-00:00

幸福來敲門 
(重播1)

幸福來敲門(重播2)
電視台保留變更節目權利，以實際播出為準。 Updated as: 6/7/2018

Southern Television 15.3             2018年6月份 電視頻道節目表

中國文藝 (重播) 美南新聞 / 台灣新聞 /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生活魔法師 (首播)

環球神奇炫 
(重播)

味道(重播)

經典電影(重播) 中國功夫(首播) 

經典電影(重播)
今日關注(重播)

中國功夫(重播) 

Fun Way to Learn Chinese (首播) 

特別呈現 (重播) 電視劇《盛夏晚晴天》（重播）（English Subtitles）
武林風 (重播)

電視劇《傾城之戀》（重播） （English Subtit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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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台灣新聞 

防務新觀察 
(重播) 海峽兩岸(重播)

電影藏密（重播）
謝謝我的家  

(重播)
健康之路 (重播)

環球神奇炫 (首播)
檔案（首播）

經典電影(首播)文明之旅  (重播)
電影藏密（首播

）
今日關注(首播)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台灣新聞 

美南新聞 / 台灣新聞 /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台灣新聞 

中國輿論場 (首播)
台灣心動線 

(重播)
治安對談 (重播)

城市一對一（重播
）

體育報導火箭時
間(重播) Howdy 

Philippines!  
(首播)

電視劇《盛夏晚晴天》（首播）（English Subtitles） 特別呈現 (首播)

卡通片《蜜蜂花園》 (首播)

特別呈現 (重播)
來吧灰姑娘 (重播) 武林風  (重播)

中國詩詞大會  
(重播)

武林風 (首播)

中國詩詞大會 
(首播)中國文藝 (重播)

美南新聞 / 台灣新聞 /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台灣新聞 

Howdy Philippines!  
(重播)

治安對談 城市一對一 體育報導火箭時間 台灣心動線

來吧灰姑娘(首播)
電視劇《傾城之戀》 （首播）（English Subtitles） 中國文藝 (首播)

海峽兩岸(首播)
味道(首播) 謝謝我的家  (重播)

健康之路  (首播)

檔案（重播） 文明之旅  (首播)

美南新聞 / 台灣新聞 /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中國電信巨頭中興通訊違反了對伊朗和朝鮮的制裁中國電信巨頭中興通訊違反了對伊朗和朝鮮的制裁 將支付將支付1010億美元的罰款億美元的罰款

康羅湖上泛舟康羅湖上泛舟

【本報訊/鄧潤京】在休斯敦北面50
分鐘車程，有一個好去處。當地的地名
叫：“康羅湖”，（lake Conroe ）。這
裏有一大片水面，很多的湖叉、港灣。
南北長度如果是開汽艇從此岸到彼岸的
話，至少需要 4 個小時。湖的沿岸都是
高級住宅區。

美國的有錢人講究擁有自己的房屋
、自己的汽車、自己的汽艇。當然，自
己的汽車就要有車庫，有汽艇就要擁有
泊位碼頭以及一段湖面。

從水上望去，湖岸邊一個個帶有遮
陽棚的私人遊艇小碼頭。而豪宅的另一
端，一定是停放汽車的車庫。

6月3日，星期日，一群來自中國的

客人來到康羅湖遊覽。這些人來自 “盛
諾一家醫院管理有限公司” 。 這是一個
專門為從國內來休斯敦治病的患者提供
服務的公司。中美兩國的醫療制度和醫
療服務有很大不同。有些慢性病的患
者 ----- 在 美 國 癌 癥 屬 於 慢 性
病-----選擇到美國來治療。休斯敦的
MD Anderson 醫院是美國治療癌癥的專
門醫院之一。盛諾一家接待的許多國內
患者，都直接送到那裏。

這群遊客的不同之處在於，他們都
是癌癥患者和其家屬。就目前的醫療水
平來講，治療癌癥也是一件棘手的事情
。總結起來，能治愈的人當中有些共同
特點。例如，性格開朗，正確面對現實

，良好的生活環境
等等。在治療的空
間，利用周末，遊
覽休斯敦北面的康
羅湖，也變成了放
松心情，改變環境
，輔助療養的方法
之一。

這天是晴空萬裏
，藍天白雲。往遠
看，有一段是天水
相連。湖中有許多
汽艇，有些是釣魚
的，有下湖遊泳的
，更多的是玩滑水
的 。 盛 諾 一 家 到
“ 四 月 天 ” （April
Plaza Boat Rentals ）
租了一條 90 匹馬力

的雙體船，開進湖裏。90匹馬力屬於動
力小的一種，而雙體船在大浪中會比較
平穩。對於患者來講，是好的選擇。

康羅這個地方除了有大片水面，還
有藍天，可以去玩玩。康羅地區機場是
休斯敦IAH機場的備降機場。不要小看
備降機場，上次哈維颶風將IAH機場吹
垮了，那些全國來的重型救災物資都是
通過康羅地區機場，再用卡車運進休斯
敦的。這個小機場有一所培養飛行員的
“陳納德將軍飛行學校” ，很歡迎中國
學生去學習。癌癥患者是可以做體驗飛
行的。以那天晴空萬裏，藍天白雲的天
氣狀況，在中低空飛行，單螺旋槳的教
練機比雙體船還要平穩呢。

【美中頭條編譯報導/ 鄧潤京】
（時代 Time 雜誌 6 月 7 日訊）美國
商務部長羅斯(Wilbur Ross)表示，美
國已與中國電信巨頭中興通訊(ZTE
Corp.)達成協議，其中包括 10 億美
元的罰款。

中興通訊因違反美國的制裁規
定向朝鮮和伊朗出售設備而支付了
大約10億美元的罰款。

羅斯周四在 CNBC 上表示，中

興通訊還必須投入4億美元的第三方
托管資金，如果有任何違反協議的
行為，該資金將被沒收。

羅斯還說，美國挑選的一個合
規團隊將被植入中興，這家中國公
司必須在30天內更換董事會和執行
團隊。

上個月，一位熟悉談判的消息
人士表示，特朗普政府與中興通訊
達成了協議。中興案的解決可能為

美國與中國進行事關重大的貿易談
判取得進展掃清道路。

今年4月，美國商務部裁定，中
興通訊在去年就違反伊朗和朝鮮制
裁的指控達成和解後，欺騙了美國
監管機構。中興依賴美國零部件，
禁令也損害了中興在美國的供應商
。

商會友人致贈市長特納商會友人致贈市長特納((右二右二))大幅合照當贈品大幅合照當贈品。。((記者記者
黃相慈／攝影黃相慈／攝影))

豪宅以及附屬的帶有遮陽棚的私人遊艇小碼頭豪宅以及附屬的帶有遮陽棚的私人遊艇小碼頭。。

中國電信巨頭中興公司中國電信巨頭中興公司。。((路透社路透社))

一群來自中國的特別客人到得克薩斯州康羅湖遊覽一群來自中國的特別客人到得克薩斯州康羅湖遊覽。。

雙體平底船雙體平底船，，比較平穩比較平穩。。安全起見安全起見，，所有人都穿上救生衣所有人都穿上救生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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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車換車？？二手車如何處理更划算二手車如何處理更划算？？
Shabana MotorsShabana Motors 高價收購中古車高價收購中古車

((本報休斯頓報導本報休斯頓報導)) 你正在換車嗎你正在換車嗎？？原來手邊的二原來手邊的二
手車應該如何處理最划算呢手車應該如何處理最划算呢?? 怎樣才能賣個更好的價怎樣才能賣個更好的價
錢錢？？每年五六月時驪歌聲起每年五六月時驪歌聲起，，許多華裔學生畢業許多華裔學生畢業，，如如
果要回到中國或是台灣果要回到中國或是台灣，，這時候這時候，， 原來代步的車怎原來代步的車怎
麼辦呢麼辦呢??

您是否在想著要賣舊車時不知該找誰嗎您是否在想著要賣舊車時不知該找誰嗎？？一般人一般人
在換新車時在換新車時，，最常見到的是將手邊原來代步的車以便最常見到的是將手邊原來代步的車以便
宜的價格賣給車行宜的價格賣給車行，，雖然方便雖然方便，，但是價錢都不高但是價錢都不高。。您您
可知道可知道，，其實有更好的處理方式其實有更好的處理方式。。休斯頓的休斯頓的ShabanaShabana
MotorsMotors 以高於以高於CarmaxCarmax價格價格$$500500元價購買民眾的中古元價購買民眾的中古
車車，，在目前市場上在目前市場上，，算是最好的條件之一算是最好的條件之一。。

如果你想要賣車如果你想要賣車，，應該要找對的地方應該要找對的地方。。沙巴納汽沙巴納汽
車公司車公司(Shabana Motors)(Shabana Motors)自自19791979年以來年以來，，一直從不同的一直從不同的
民眾那裡民眾那裡，，以較高的價格購買二手車以較高的價格購買二手車，，民眾並不需要民眾並不需要
在此買車在此買車。。

那麼那麼，，過程是怎麼進行呢過程是怎麼進行呢？？
第一第一，，是進行估價是進行估價。。要賣車的朋友要賣車的朋友，，可以將您的可以將您的

車先給另外一個經銷商評估賣價車先給另外一個經銷商評估賣價，，以便讓您了解市場以便讓您了解市場
價值大致落在哪個範圍價值大致落在哪個範圍，，一般來說一般來說，，CarmaxCarmax給的價格給的價格
較為公允較為公允，，不會亂出價不會亂出價。。

其次其次。。營業時間內把車子開到營業時間內把車子開到Shabana MotorsShabana Motors去去
，，讓他們估價讓他們估價，，如果有先前的估價單如果有先前的估價單，，也一起帶著也一起帶著。。

接下來接下來，，在在1010到到2525分鐘內分鐘內，，Shabana MotorsShabana Motors會有會有
一個書面評估一個書面評估。。您可以在一星期之內您可以在一星期之內，，決定是否接受決定是否接受
他們的報價他們的報價，，沒有義務一定要賣沒有義務一定要賣。。如果價格好如果價格好，，雙方雙方
同意同意，，您也可能在半小時之內拿到支票您也可能在半小時之內拿到支票，，輕鬆的賣掉輕鬆的賣掉
舊車舊車。。

賣車時賣車時，，您需要帶些什麼證件呢您需要帶些什麼證件呢？？
身分證明身分證明(Photo ID)(Photo ID)、、汽車所有權狀汽車所有權狀(Vehicle title)(Vehicle title)

、、或是或是lien releaselien release。。若所有權不在當前所有者身上若所有權不在當前所有者身上，，
最好有委託書最好有委託書。。

三十多年來三十多年來，，沙巴納汽車公司致力於幫助休斯頓沙巴納汽車公司致力於幫助休斯頓
民眾賣車民眾賣車、、以及找到符合他們需求的車子以及找到符合他們需求的車子，，以配合其以配合其

預算和信貸紀錄預算和信貸紀錄。。 Shabana MotorsShabana Motors也為所有購買的車也為所有購買的車
輛提供輛提供22年年// 2424,,000000英里的保修期英里的保修期。。

Shabana MotorsShabana Motors就位於就位於Southwest FrwySouthwest Frwy上上，，有寬敞有寬敞
的展示空間的展示空間、、富有經驗的車輛顧問富有經驗的車輛顧問，，Shabana MotorsShabana Motors
樂於購買各種車型樂於購買各種車型，，尤其是尤其是ToyotaToyota、、HondaHonda、、LexusLexus等等
日系車日系車，，但不限於此但不限於此。。如果您要賣車如果您要賣車，，來此做個比價來此做個比價
，，您可能可以多賣不少錢喔您可能可以多賣不少錢喔。。

詳情請洽電話詳情請洽電話: (: (713713)) 270270--90059005、、 ((713713)) 766766--57445744
、、 ((281281)) 393393--00850085。。 地 址地 址:: 98119811 Southwest Frwy.,Southwest Frwy.,
Houston, TexasHouston, Texas 7707477074。。網站網站: www.shabanamotors.com: www.shabanamotors.com
。。

韓版《毒戰》全美上映
杜琪峰模式開啟

((本報訊本報訊)) 電影電影《《Believer-Believer-毒戰毒戰》》
北美北美66月月88日同步上映囉日同步上映囉！！韓版韓版《《毒毒
戰戰》》將由曾執導將由曾執導《《大力士麥當娜大力士麥當娜》》
、《、《京城學校京城學校》》等影片的李海英導等影片的李海英導
演演，，講述緝毒刑警為抓捕販毒組織講述緝毒刑警為抓捕販毒組織
頭目而與販毒組織成員合作的故事頭目而與販毒組織成員合作的故事

，，車勝元在這部影片中將飾演與警車勝元在這部影片中將飾演與警
方合作的販毒組織成員方合作的販毒組織成員。。除了車勝除了車勝
元以外元以外，《，《毒戰毒戰》》還聚集了趙震雄還聚集了趙震雄
，，柳俊烈柳俊烈、、金柱赫金柱赫（（故故））等人氣藝等人氣藝
人人，，受到廣泛的關注受到廣泛的關注。。

翻 拍 自 同 名 電 影 的 韓 國 電 影翻 拍 自 同 名 電 影 的 韓 國 電 影
《《毒戰毒戰》，》，才上映五天票房就突破才上映五天票房就突破
了一百萬人次了一百萬人次。。相比上一部由韓國相比上一部由韓國
影帝崔岷植出演影帝崔岷植出演、、同樣改編自孫紅同樣改編自孫紅
雷出演電影的雷出演電影的《《沉默沉默》》的敗北的敗北，，這這
顯然是一場韓影改編中國電影的勝顯然是一場韓影改編中國電影的勝
利利，，也可以說是中國電影逆向輸出也可以說是中國電影逆向輸出
韓國市場的勝利韓國市場的勝利。。 《《 毒 戰毒 戰 》》 為為
什麼成功什麼成功，，孫紅雷出演的電影為什孫紅雷出演的電影為什
麼在忠武路這麼受歡迎麼在忠武路這麼受歡迎？？

這部韓版這部韓版《《毒戰毒戰》》為什麼能打為什麼能打
敗复聯敗复聯、、死侍和星戰死侍和星戰？？翻拍自中國翻拍自中國
同名電影的韓國電影同名電影的韓國電影《《毒戰毒戰》》才上才上
映五天映五天，，票房就突破了一百萬人次票房就突破了一百萬人次
，，這部警匪動作片也由此成為今年這部警匪動作片也由此成為今年
以來最快突破百萬觀影人次的韓國以來最快突破百萬觀影人次的韓國

電影電影。。而那些好萊塢大片們而那些好萊塢大片們，，無論無論
是是《《死侍死侍 22》、《》、《俠盜索羅俠盜索羅》》還是還是
《《復仇者聯盟復仇者聯盟33》，》，則全部被這部韓則全部被這部韓
國電影壓在腳下國電影壓在腳下。。 這 場 胜 利 顯這 場 胜 利 顯
然超出了忠武路的預期然超出了忠武路的預期，，雖然擁有雖然擁有
趙鎮雄趙鎮雄、、柳俊烈柳俊烈、、車勝元以及已故車勝元以及已故
的金柱赫這樣的不俗陣容的金柱赫這樣的不俗陣容，，但畢竟但畢竟
沒有宋康昊沒有宋康昊、、河正宇這些國民演員河正宇這些國民演員
壓陣壓陣，，但影片票房依然勢如破竹但影片票房依然勢如破竹！！

電影電影《《毒戰毒戰》》不僅打敗了好萊不僅打敗了好萊
塢塢，，還破了幾項紀錄還破了幾項紀錄。。一直以來一直以來，，
韓國都是對超級英雄電影最為熱衷韓國都是對超級英雄電影最為熱衷
的市場之一的市場之一，《，《复聯复聯 33》》和和《《死侍死侍 22
》》這兩部漫威電影已經接力統治韓這兩部漫威電影已經接力統治韓
國市場長達近一個月國市場長達近一個月，，但它們最終但它們最終
被一部韓國本土電影掀下了票房王被一部韓國本土電影掀下了票房王
座座，，這部電影就是這部電影就是《《毒戰毒戰》。》。

韓國翻拍杜琪峰韓國翻拍杜琪峰《《毒戰毒戰》》成周成周
末票房冠軍末票房冠軍，，被讚演技好的主演已被讚演技好的主演已
去世去世:: 該片上映三天蟬聯韓國電影票該片上映三天蟬聯韓國電影票
房冠軍房冠軍，，在剛剛過去的周末打敗包在剛剛過去的周末打敗包

括括《《死侍死侍 22》《》《复聯复聯 33》》和和《《遊俠索遊俠索
羅羅：：星球大戰外傳星球大戰外傳》》在內的多部熱在內的多部熱
門電影門電影，，登上韓國周末票房冠軍登上韓國周末票房冠軍。。
中國電影市場越來越成熟中國電影市場越來越成熟，，好的故好的故
事層出不窮事層出不窮，，在我們翻拍別人的時在我們翻拍別人的時
候候，，越來越多的中國電影也在被翻越來越多的中國電影也在被翻
拍拍。。眼下眼下，，翻拍自杜琪峰翻拍自杜琪峰《《毒戰毒戰》》
的韓國電影的韓國電影《《信徒信徒》（》（韓國版韓國版《《毒毒
戰戰》）》）在韓國上映在韓國上映，，勢頭很猛勢頭很猛。。

作為當年杜琪峰北上拍攝的一作為當年杜琪峰北上拍攝的一
部警匪電影部警匪電影，《，《毒戰毒戰》》口碑堅挺口碑堅挺，，
備受好評備受好評。。這次韓國的這次韓國的《《信徒信徒》》改改
編自編自《《毒戰毒戰》，》，故事的主題依然是故事的主題依然是
緝毒緝毒。。影片主線是講述抓捕韓國最影片主線是講述抓捕韓國最
大規模販毒組織的神秘大規模販毒組織的神秘BOSSBOSS李先生李先生
，，警察趙元浩與李先生手下成員樂警察趙元浩與李先生手下成員樂
聯手破案的故事聯手破案的故事。。

北美戲院熱映中北美戲院熱映中，，購票詳情購票詳情：：
http://www.wellgousa.com/films/behttp://www.wellgousa.com/films/be--
lieverliever。。

20182018美南國建協進會美南國建協進會66 月月99 日舉行十大科技研討會日舉行十大科技研討會
當天晚間並舉辦慶祝國建會四十週年晚宴當天晚間並舉辦慶祝國建會四十週年晚宴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2018 年美南國建
協進會年會暨 科學工程技術研討會於 6 月 9 日
（ 周六 ）在 Sugar Land Marriott Hotel 盛大舉行
。該協會各組負責人及國建會會長黃初平介紹
今年研討會的人工智慧科技、能源、環保、煉
油、奈米等十大主題，包括： 1. 能源討論會：
由美國華人石油協會協辦。講題包括： 李新功
主講 「休士 頓周圍的大數據-- 機遇與挑戰」
；陸立綱博士主講 「用於 非常規石油和天然氣
勘探的機器學習」；毛有力博士主講 「具有深
層自然語言處理的序列挖掘和模式分析鑽探報
告」； 林志成博士主講 「項目： 墨西哥灣首
批海底高溫高壓項目之 一」； 以及由陳靖雯博
士主講 「機器學習的多地震屬性分析 ： 無監
督方法」。 2. 環境保護討論會：由 「環保組
」陳天生會長主持， 包括： 內政部 建築研究
所所長陳瑞鈴主講 「我們的生活環境面臨的挑
戰台灣綠色建築促進政策的經驗和前景」； 鄭
騏驎主講： 「台 灣綠色建築綠色建築材料的最
新進展」； 張濟群主講 「我們 如何為全球氣
候變化的影響做好準備- 美國2017 年颶風季節
；劉志恆 主講： 「有機廢物（ 廚餘 ）處理技
術」； 卓英仁博士主講： 「有機 廢物處理技
術 」； 陳天生主講： 「美國城市固體廢物分
類 和回收/ 處理技術的趨勢以及休士頓的生活
垃圾分類，回收 和處理工作）； Keng -Chang
( Jeff ) Tu 博士主講 「基於顏 色變換的材料質地
增強方案」。 3. 納米及複合技術： 浦浩德博士
主講 「納米新添加劑 的生產和應用在科級升級
企業的塑料產品； 盧璐博士主講： 「可固化和
回收的環氧熱固樹脂」；Dr. M.A. 主講： 「摩
擦 攪拌焊接的缺陷檢測挑戰」； 李昂、李國強
博士主講 「簡易 UV 固化的高性能和可回收熱
固形象記憶聚合物具有高應力 輸出」； 嚴成、
林國強博士主講： 「有限元模型具有晶格結 構
形狀的記憶聚合物」； 范濟舟、李國強博士主
講 「高焓儲 存熱固性網絡的巨大應力和高能量
輸出在橡膠狀態」。 4. 專業會計師- 財務管理
講座（ 休士頓華人會計師協 會協辦）： Daniel
Castillo 主講 「關於國際稅法方面的知識 」；
Christina Doherty 主講： 「爭議稅收的基礎知
識 」； Christina Gong 主講： 「稅務在數位科

技的運用」； Bob vLamb CFP : 「投資和
經濟更新與實際應用」。 5. 煉油與石化
科技討論會： 由謝元傑主持。 6. 人工智
慧科技討論會： 由黃壽萱教授主持。主
講人 包括： 孔祥重教授主講： 「電子設
備、人工智慧和區塊鏈」 ； 洪光威醫師
主講（ 秀傳醫療體系彰濱院區醫療副院
長） ： 「從冠心病的大數據分析看人工
智慧在醫學上的應用」； 何宜龍主講：
「人工智慧的硬體推手： 雲端服務、數

據中心 、光學通訊」。 7. 海洋科技研討
會： 由張書豪博士主持。主講人包括 ：
顧寶鼎博士主講： 「台灣離岸風電發展
近況」； 郭原宏 主講： 「離岸風電的統
包工程」； 張書豪博士主講： 「離 岸風
機結構分析方法」。8. 生物醫學講座：
由曾煥昌博士、陳宜婷博士主持。 主講
人： 陳淑霞博士談 「用免疫細胞殺死癌
細胞-- 如何控 制降低癌症效果」； 張碩
修博士： 「如何用外骨骼裝置幫助 病人
回復健康狀態-- 下肌肉強度」 ； 黃正球
博士： 「如何 準備您自身的工程生涯」
； 郭亦希博士（ 任職 Inside Corp. 東岸藥
廠）談 「癌症 藥物治療」。 9. 健康講座
： 由陳康元醫師、陳王琳博士主持。主
題 ： 「北美亞裔健康需知」。主講人：
施惠德醫師主講： 「食品安全」（ 化學
、機械、物理、生物） 對食品的危害。
腫 瘤專家岑瀑濤醫師談 「胃食管癌和結直腸癌
的預防和治癒性 治療策略」； 陳康元醫師、王
琳博士從多元角度討論腸道的 保健，如何免疫
，增智，又抗癌。 10. 商業管理： （ 世華工商
婦女企管協會協辦）主題 「北美亞裔生活觀 」
： 由林美絢心理輔導師主講 「沒有人 看見的
心痛，走出憂鬱，迎向陽光」； 臉部整型、美
容專科 侯大任醫學博士主講 「要妳好看」（
幫助治療臉部老化的微 整型以及外科抗老化手
術可供選擇之治療方式。

中午的午餐及專題演講邀請來自哈佛大學
的孔祥重教授主講： 「電子設備、人工智慧和
區塊鏈」。孔祥重教授說：深入學習是機器學
習如何在人工智慧行業學習，它可以幫助機器

從隨機組合或未分類數據中學習，進行無監督
學習。 它也被稱為深神經網路。深入學習可以
建立開發自動學習巨大數據的能力和技術，它
可以對我們的社會產生巨大而重要的影響。深
入學習項技術是革命性的創新，它不僅可以創
造實際應用，而且還可以產生各種新的商業機
會。 智能電子設備，人工智慧和區塊鏈研究將
為傳統的計算機設計和傳感器行業帶來許多新
的知識，這對於年輕工程師和成熟的專業人員
來說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隨著人工智能的發展
，人工智慧和區塊鏈技術將對消費產品和服務
產生極其重要的影響。 未來電子設備可以是智
能的，並具有思考能力來進行智能和智能交易
，例如比特幣應用。 人工智慧和區塊鏈技術還
可以提供獨立和等效的服務，未來的回報和挑

戰是巨大的。
午餐會上除黃初平會長致歡迎詞， 「台北

經文處」 陳家彥處長及中華民國科技部政務次
長蘇芳慶致詞外，還頒發 「傑出成就獎」 給國
建會前會長林國強，及 「傑出服務獎 」 給國
建會的青年才俊張書豪。當天中午也頒發國建
會與 「台北經文處 」 教育組合辦的 「學生研
究壁報比賽」 ，該項比賽由王國治、范增璞、
王琳擔任評委，由主席胡先葳博士公佈得獎人
如下： 第一名張繼豪、黃友思，第二名陳盈璇
，第三名林貝瑄，並由胡先葳博士國建會會長
黃初平博士共同頒發。

6 月 9 日晚上美南國建會舉辦慶祝建會四
十週年盛大晚宴。

圖為出席圖為出席20082008 美南國建協進會的貴賓在大會上合影美南國建協進會的貴賓在大會上合影。（。（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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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ssica Realty Team

王洪旭 Andrew Wang

住房買賣 商業地產 公寓租售
 專精 ●Sugar Land 糖城

 ●T M C 醫學中心

 ●Pear Land 梨城 ● Katy 凱帝

德州天后廟熱烈慶祝呂祖純陽先德州天后廟熱烈慶祝呂祖純陽先
師寶旦師寶旦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天后廟理事長周滿洪天后廟理事長周滿洪、、元老雲偉嘉元老雲偉嘉、、楊桂松等率經生楊桂松等率經生
團及善男信女在慶祝呂祖先師純陽寶旦團及善男信女在慶祝呂祖先師純陽寶旦、、先向天后娘先向天后娘

娘上香娘上香

天后廟理事長周滿洪夫婦天后廟理事長周滿洪夫婦、、元老雲偉嘉元老雲偉嘉、、楊桂松夫楊桂松夫
婦婦為呂祖先師純陽寶旦上香為呂祖先師純陽寶旦上香

天后廟馬小卿堂主率經生團向呂祖先師上香祈福天后廟馬小卿堂主率經生團向呂祖先師上香祈福天后廟理事長周滿洪天后廟理事長周滿洪、、元老雲偉嘉元老雲偉嘉、、楊桂松楊桂松領銜為領銜為
呂祖先師呂祖先師寶旦寶旦舉行慶賀大典舉行慶賀大典

天后廟理事長周滿洪夫婦天后廟理事長周滿洪夫婦、、元老雲偉嘉元老雲偉嘉、、楊桂松夫婦楊桂松夫婦、、
馬小卿堂主率經生團馬小卿堂主率經生團慶祝呂祖純陽先師寶旦慶祝呂祖純陽先師寶旦唱祝壽歌唱祝壽歌

天后廟理事長周滿洪天后廟理事長周滿洪、、元老雲偉嘉元老雲偉嘉、、楊桂松楊桂松以壽以壽
桃為桃為純純陽陽祖祖師師獻壽獻壽

天后廟理事長周滿洪天后廟理事長周滿洪、、元老雲偉嘉元老雲偉嘉、、楊桂松楊桂松準備豐準備豐
富祭品與信眾同沾聖蔭富祭品與信眾同沾聖蔭、、共沐神恩共沐神恩

天后廟理事長周滿洪夫婦天后廟理事長周滿洪夫婦、、元老雲偉嘉元老雲偉嘉、、楊桂松夫楊桂松夫
婦婦、、馬小卿堂主率經生團向呂祖先師上香祈福馬小卿堂主率經生團向呂祖先師上香祈福

20182018年年55月月2727日天后廟日天后廟慶祝呂祖純陽先師寶旦慶祝呂祖純陽先師寶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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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8美南國建協進會年會暨科學美南國建協進會年會暨科學
工程技術研討會工程技術研討會（（ 上上 ））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本報記者秦鴻鈞攝

所有出席的貴賓在午餐大會上合影所有出席的貴賓在午餐大會上合影。。

圖為圖為20182018 美南國建協進會午餐專題演講會現美南國建協進會午餐專題演講會現
場盛況場盛況。。

美南國建會午餐專題演講會上頒發美南國建會午餐專題演講會上頒發 「「學生研究壁報比賽學生研究壁報比賽」」 前三名得獎學前三名得獎學
生合影生合影。。

哈佛大學計算機與電機工程系比爾蓋哈佛大學計算機與電機工程系比爾蓋
茨講座孔祥重教授茨講座孔祥重教授，，在午餐會上主講在午餐會上主講
「「電子設備電子設備、、人工智慧和區塊鏈人工智慧和區塊鏈」」。。

國建會首任會長陳謨星國建會首任會長陳謨星（（ 左二左二 ），），與國建會前會長與國建會前會長
陳津源陳津源（（ 右一右一）） ，，僑務諮詢委員鄭昭僑務諮詢委員鄭昭（（ 右二右二 ）） 在午在午
餐會上餐會上。。

國建會午餐會上頒發國建會午餐會上頒發 「「傑出成就獎傑出成就獎 」」 給前會長林給前會長林
國強國強（（ 中中 ），）， （（右右）） 為頒獎人現任會長黃初平博為頒獎人現任會長黃初平博
士士，（，（ 左左 ）） 為前會長為前會長、、大會顧問錢懋曾博士大會顧問錢懋曾博士。。

圖為國建會圖為國建會 「「健康講座健康講座 」」 主講人主講人（（ 右起右起
））陳康元醫師陳康元醫師、、陳王琳博士陳王琳博士、、岑瀑濤醫師岑瀑濤醫師
、、施惠德醫師等人施惠德醫師等人。。

圖為圖為 「「商業管理講座商業管理講座 」」 （（ 右起右起 ）） 「「世華工商婦世華工商婦
女會美南分會女會美南分會」」 會長羅秀娟會長羅秀娟、、主講人林美絢心理主講人林美絢心理
輔導師輔導師，，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副處長林映佐副處長林映佐，，工商婦工商婦
女會副會長吳展瑩女會副會長吳展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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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明中醫針炙師 (ACOO196)

9889 Bellaire Blvd Suite A119
Houston, TX 77036

中醫全科 / 頭痛 / 偏頭痛 / 頸背腰痛 / 各種過敏症 / 氣喘咳嗽各
種胃病 / 男女不孕症 / 性功能障礙 / 月經不調 / 更年期綜合症
各種腸胃病 / 運動損傷 / 戒煙 / 神經性疾病 / 高血壓 / 中風偏癱
口眼歪斜 / 風濕關節炎 / 內分泌失調 / 肝病等...

A03_LU MING呂明中醫2456B_4

主
治

御醫
傳人

免費
諮詢

中國吉林長春中醫學院畢業
具有41余年臨床經驗

美國德州執照中醫針炙醫生

Ming Lu Acupuncture Clinic

~ 科學中藥
           一次性針炙針~

713-271-0118
預 約 電 話 /

週一至週五：10:30AM-4:30PM
週六、日：9AM-1PM 週四休息

門 診 時 間 /

門 診 地 址 /

自上世紀七十年代至
今，香港文壇上约有 4
位女作家稱著，她們就
是農婦、林燕妮、亦舒
、白韻琴。她們各有風
格、各有千秋，但當中
以被譽為 「香江才女」
的林燕妮聲譽最隆。可
惜 「自古美人如名將，
不許人間見白頭」。6

月5 日，突然因肺癌離世，走畢粉紅一
生，終年75歲。

林燕妮在七十年代開始寫作生涯，
筆下有不少著名小說、散文集，即使在
患病期間，亦未有擱筆，而前天香港報
章上刊登的專欄文章，她便提到近日曾
夢見自己死亡。令人擔心。而一向在文
壇及社交界成為耀目焦點的林燕妮，與
已故填詞人黃霑愛得轟烈火瀑的一段情
，亦成一代港人茶餘飯後的話題。另外
，資深傳媒人余家強透露，林於一星期
前，曾邀約多位好友到她家中作客閒話
家常，似乎已知自己餘下日子不多。

香港著名女作家林燕妮被稱為 「香

江才女」，並非浪得虛名，的是實至名
歸，因為她擁有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的
雙碩士學位，而且容貌出眾，早年曾在
香港電視台擔任過不少主持工作，更曾
與TVB 電視台的第二任CEO周梁淑怡
擔任 過香港第一代 「天氣女郎」。林於
1973年起開始涉足文壇，在香港最受歡
迎的明報副刊專欄上撰文，並出版多本
著作，首本作品是與專欄同名的《懶洋
洋的下午》。甚得明報老細 金庸先生的
賞識，為其作品大開綠燈。那個年代，
金庸先生的武俠小說正流行在港澳、東
南亞以至整個華人社會，由他推介林燕
妮的作品，真的是洛陽紙貴。以至其後
她的出版的《小屋集》、《粉紅色的枕
頭》等小說，亦相當暢銷大賣，讓她成
為橫跨七十至千禧年代的多產作家，作
品超過70本，大多為散文集或愛情小說
。

對於她雄霸七十年代的時代背景，
現今香港才子陶傑有這樣獨特的評價：

她的崛起和走紅，隨着香港七十年
代文化經濟起飛：時裝、報紙、廣告公
司、電視、雜誌，低胸晚禮服、頒獎典

禮、鎂光燈和掌聲，她是香港在芳華
全盛時維港兩岸霓虹燈綠那杯香檳的
一層芳冷的泡沫，當香港神話不再，
這隻西洋玻璃杯子竟然改盛載着二鍋

頭，不止是年紀之迭，更是時代之遷；
風景不殊，而山河有異，無論如何不甘
心，也就黯沉了她的華采。

正如沒有了北宋，沒有了東京元宵
燈市的銀花千樹和遍地的魚龍燈影，到
了蒙古人的元朝，縱還有些零碎的短歌
小令，卻也再無李清照。

一度公主般的萬千寵愛，美貌財富
、錦衣才華，幾俱在她一人。在查良鏞
（即金庸先生）的報紙專欄，她時時遲
到，解釋：這幾天公務忙，乘飛機去倫
敦跟盛世談收購事宜，故脫了稿。她又
說：到英美公幹，住酒店，不一定都華
度夫或多徹斯特，三星也可以，最要緊
是寧靜、清潔、舒適。講時若見海棠春
睡嬌慵方起之態，在那個時世，哇，也
真教許多公子哥兒仰望。

每當寫作時，林燕妮有在稿紙噴香
水的習慣，她曾解釋因大多在深夜寫作
，溫馨的香水會給她營造一個很好的氛
圍。林燕妮早在1989年奪得香港藝術家
聯盟 「最佳作家獎」，亦曾被著名作家
金庸評為 「現代最好的散文女作家」。

另外，林燕妮亦寫過家傳戶曉的歌詞，
就是無綫長壽節目《歡樂今宵》的主題
曲， 「日頭猛做，到而家輕鬆吓……」
，據悉當年製作人蔡和平在友人介紹下
，找了林燕妮為顧嘉煇譜的曲填詞。

50多年矣，林燕妮一直在報章撰寫
專欄，即使近年在病榻中仍堅持寫作，
其專欄文章昨仍在明報副刊版刊登，題
為〈故夢重逢〉，文中提及自己 「久不
久會有些怪夢，什麼夢見死亡」，亦稱
「活着是一生，睡着來個夢又似活多一

生。活得好，夢得也好時，是對生命的
感恩。」

林燕妮在香港文壇的文學地位不容
置疑，而她與填詞人黃霑的一段情更為
大眾所熟悉。林燕妮21歲時，曾與李小
龍兄長李忠琛結婚，婚後育有一子李凱
豪，惜9年後，兩人最終離婚。及後林
燕妮因工作與黃霑結緣，兩人之後於
1976年一起成立 「黃與林廣告公司」每
人各出資25000元。兩名文學藝術皆優
的大師走在一起，為香港廣告事業打開
一個光輝燦爛的天地，不足 10 年時間
，他倆人的資產，各為1 億元！

在工作上的緊密接觸下，兩人不慎
墮入愛河，不能自拔。當時黃霑的妻子
華娃正懷孕，惟黃霑仍力追林燕妮，林

亦不惜背負 「第三者」之名，與黃相戀
，而華娃最終在懷有身孕的情況下，仍
堅持離婚。

兩人拍拖十多年間愛得轟烈，黃霑
曾在1990年寫下 「公告天下：黃霑愛林
燕妮」的愛的宣言, 並傳真予好友，亦
在1991年初的港台十大金曲頒獎禮上稱
，要將最高榮譽金針獎獻給林，並公開
表示林是他一生中最愛；而林燕妮接受
傳媒訪問時亦曾表示，與黃霑談戀愛是
「很自然」及 「不能自制」，惜兩人一

起十多年後，竟然最終分手。林燕妮曾
於專欄中撰文《給黃霑的信》，說出分
手原因，指 「和你一起十多年，我是真
的想要個名份，但每次都是無了期地等
，想結婚的念頭，也隨拍拖太久而失去
，所以分手是必然的結局。」

一向活躍於社交界，被喻為 「第一
代Ball后」的林燕妮，近年甚少在公開
場合露面，據悉她在2016年患上肺癌，
最近病情轉差，需入院治療，日前在養
和醫院離世，終年75歲。林燕妮是家中
長女，有兩弟一妹，惜其弟著名填詞人
林振強，及另兩弟妹林振剛及林雁妮，
均先後因淋巴癌病逝。一門四傑，一一
隨夙而逝，是家族遺傳，還是宿命早定
，令人百思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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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 金正恩 唔嫁又嫁

楊楚楓楊楚楓

美國總統特朗普與北韓狂人金正
恩的 「612」峰會是否開得成，是眼
前全球關注的焦點。先不談廢核，單
是說曾被美國前總統喬治布殊稱為
「邪惡軸心」的北韓，如今特朗普與

所謂 「邪惡軸心」會面，美國如何自
圓其說，頗為值得留意。北韓幾十年
來把美國列為頭號敵人，是為 「美帝
國主義」，若是金正恩會晤美帝國主
義第一號人物，儘管金是北韓政治上
的絕對權威，怎樣解說，相信也要費
一番周章。

這次峰會由提倡到拍板，是美朝
之間的互動，特朗普以公開信取消峰
會，是要向世人顯示美國是老大，
「美國說了算」，但不消兩天，卻轉

過頭來不願放棄這個名留歷史的黃金
機會，擺了威風又想開會，此情此景
看了令人發笑。另一是中國的角色，
網上看了大量海內外評論，有說中國
在特金會中 「被邊緣化」，也有說中
國實是北韓的 「幕後人」。

美朝關係根本說不上情誼，誰都
知這是合則來、不合則去的明買明賣
。可是中朝關係不同，上世紀五十年
代，中國志願軍在朝鮮半島打了三年
惡戰。韓戰和談期間，表面雖是由北
韓將軍南日為首席代表，但八十年代

有中國官員憶述，具體是北京決定。
然而，韓戰停火之後，中朝關係變差
，因此兩國關係惡化，不是最近十年
八載的事。當中最為人所知的是，
1956年金日成清洗勞動黨內親中共一
系 「延安派」，有人處死有人出走，
這是歐美韓日學者研究中朝關係的核
心課題。

或曰，時間可以治療一切，但中
朝關係過去十年的惡化，有目共睹。
北韓三番四次發射導彈和核試，中國
外交部多次強烈批評，中國網民口誅
筆伐，最印象深刻是不少人說 「李鴻
章當年就應拿下朝鮮，成為中國的一
個省」。

朝美關係固然是特金會的主軸；
中朝關係則是另一重要看點， 「邊緣
化論」與 「幕後人論」，其實到底是
哪一論？白宮發言人桑德斯四日在記
者會上表示，美朝領導人定於新加坡
時間本月十二日上午九時舉行首場會
晤。峰會地點為新加坡聖淘沙島嘉佩
樂酒店。（Capella Hotel）

這間五星級酒店, 原是英軍建築
，其後改建為酒店。酒店位於兩棟列
入法定保護建築物建築物：丹那美拉
I和丹那美拉II（ 「丹那美拉」譯自馬
來 文 Tanah Merah， 意 思 是 「紅 土
」），原用作英軍海防基地，2009年
改建成酒店開業，由英國建築大師
Norman Foster 設計，有 112 間房及套

房，會議室有落地
玻璃窗可遠眺南中
國海。

聖淘沙島是新加坡南部一個離島
，也是旅遊勝地，島上豪華海濱酒店
林立，亦有新加坡環球影城、SEA海
洋館、水上探險樂園、海事博物館等
景點。雖然聖淘沙島從未舉行過高級
政治會議，但新加坡國安專家 Mu-
hammad Faizal Abdul Rahman表示，聖
淘沙島屬於離島，與新加坡本島分開
，也成為杜絕威脅的天然保安屏障。

有小道消息指出：金正恩指明要
住新加坡最貴的酒店, 就是聖淘沙島
嘉佩樂酒店的總統套房, 日租700O美
元，但卻不肯由朝方付出一分錢。想
不到特朗普 「順攤」最後還是順從金
正恩的編排，按原定日期在新加坡與
他會面，並且承諾會幫手打點結賬，
讓金正恩感到有體面，可謂體貼入微
。

桑德斯稱，白宮先遣團隊目前正
在新加坡，落實一些具體安排。準備
工作將一直持續到會晤開始之前。首
場會晤暫定於當地時間本月十二日上
午九時舉行，即美東時間十一日晚間
九時。與此同時，由美國外交官員組
成的美方代表團正在韓朝非軍事區與
朝方代表團磋商。外交層面的磋商非
常順利，並取得了重要進展。

桑德斯在四日的記者會上，拒絕
透露這封信函的具體內容。有報道稱
，金正恩的親筆信及口信中包含“願
意多次會晤”；“即使不能在朝美首

腦會談上解決所有重大問題，只要能
夠解決其中一兩個，也可為他倆對世
界和平作出貢獻。”

桑德斯僅回應說，美朝雙方正共
同向前邁進，並已取得一些成果。特
朗普總統目前每天都會聽取國安團隊
有關朝鮮的情況簡報。他將在會晤金
正恩時清晰地表明自己的立場，持續
聚焦朝鮮半島無核化，否則制裁措施
不會解除。

有媒體分析認為，白宮特意將美
朝領導人此次會談稱為“第一次會談
”，鑒於此，美朝雙方可能將根據會
談情況再次舉行會談。

新加坡作為此次美朝首腦會晤的
舉辦地，也受到外界關注。新加坡已
經為美朝首腦會晤將城市中心區域劃
作“特別活動區”。為加強活動區的
安保，將在本月十至十四日期間，將
香格里拉酒店周邊的東陵、烏節及聖
淘沙島劃為“特別活動區”。說明特
別活動區的安保限制及警方的權力，
並在特別活動區內標識出安檢措施更
為嚴密的“特區範圍”。活動期間，
警員與任何獲批准的安保人員有權搜
查進入區內的公衆，公衆須遵循相關
人員的指示。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就本
月十二日將舉行的美朝首腦會晤發表
看法，李顯龍說，美朝雙方選擇在新
加坡會面，說明兩國都視新加坡為朋
友，也是兩國在政治上能接受的場地
，雙方也相信新加坡能辦好峰會。

不過美朝雙方任務艱巨，峰會要
一夜間取得突破性成果並不容易，但

這為恢復美朝對話跨出第一步。
距離 「特金會」倒數48 小時舉行

前, 還會存在哪些變數？
放眼世界，各國人民不分政治取

態，對會議如期舉行的期待愈來愈高
，但仍有一些問題,可能再度讓峰會告
吹，或導致談判破裂。最重大的挑戰
似乎是縮小雙方在北韓去核及進度上
的差距。北韓是否同意將部分核彈頭
、核原料及洲際彈道飛彈運往國外，
並允許對該國核設施，進行強有力的
檢查? 北韓則希望美國取消制裁，並
開始與其建立外交關係。

韓東國際大學教授朴遠建（Park
Won-Gon）說： 「要小心的最大變
數, 是美國能否保證北韓所希望提供
的保護程度。除非北韓做出足夠大的
讓步來說服美國國會，否則美國要承
諾北韓希望提供的安全保證將非常困
難。」

不過，專家也認為，兩人達成的
協議獲美國參院批准的希望似乎很難
，除非協議中涉及北韓的人權議題。
不過白宮官員日前說人權並非峰會優
先討論事項，但特朗普曾稱 「很可能
」在會上提出此問題，而且也許會
「相當詳細地」討論。另個影響會議

的可能變數，則是中國。 「若中國想
發揮作用，跟南北韓及美國共同宣布
韓戰結束，可在會議之前，安排跟北
韓見面，施壓該國讓中國參加峰會，
讓中國在如此重大的歷史事件中，也
顯現出固有的光芒 。

楊楚楓楊楚楓

香江才女 粉紅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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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實施“最嚴數據信息保護條例”
中國企業積極應對

綜合報導 60余家中國企業負責人

聚集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參加“個人

信息保護：中歐進展與企業合規”公

益培訓。

日前，被稱為“史上最嚴數據信息

保護條例”的歐盟《通用數據保護條

例》（下稱GDPR）宣告產生法律效力。

由於擁有“超重罰款”與“最廣泛管轄

權”兩把利刃，全球各行業不得不在其

正式實施後，重新審視自身的數據處理

政策和行為，避免被處以巨額罰款。

為厘清跨國業務中，中國企業涉及

到的 GDPR 合規問題，免被 GDPR 的

“長臂管轄權”無端波及，南都個人信

息保護研究中心、數據治理和網絡安全

研究聯盟、中國人民公安大學聯合推出

公益培訓，為中國企業答疑釋惑，提供

應對建議。

培訓中，歐洲數據保護監督員辦公

室前政策和咨詢主管Hielke Hijman 對

GDPR作出詳細解釋。他指出，與此前

條例相比，GDPR大幅擴展了適用範圍，

擴充了多項原則性規定，增加數據主體

權利的同時，加重了數據控制者和處理

者的責任義務。

中國電子技術標準化研究院信息安

全研究中心審查部技術總監何延哲指出，

《中華人民共和國網絡安全法》之後，

《信息安全技術個人信息安全規範》今

年5月起在國內實施，中國正大力加強

對個人隱私的保護力度。

培訓中，何延哲就企業如何對個人

信息進行規範收集、保存和存儲作出梳

理，並闡釋了企業提升數據安全能力的

方法。

數據安全資深從業者方興表示，數

據時代來臨後，許多中國企業存在把數

據安全理解為信息載體安全，重視數據

訪問安全而忽視使用安全，重視事前保

護而忽略溯源追責體系等通病。

他強調，全知的數據時代需要整體

的安全視角，只有從授權、用途、量級、

法律規範等多種角度動態追蹤和分析風

險，才可剔除數據在流動過程中埋下的

隱患。

此外，多位嘉賓還就“GDPR與個

人信息安全規範異同”“數據安全與企

業內控”“中外合規產品設計實例與輿

情”等主題進行分享。

主辦方介紹，培訓獲得了相關企業的

壹致好評，未來將每月舉辦壹次。

國產醫療器械應用遲緩影響創新

需打通最後壹公裏
醫療器械是國民健康保障體系的重要

基礎，也是國內重點發展的高科技產業之

壹。記者近期調研發現，不少國產創新醫療

器械產品，在品質和性能上取得了長足進

步。但要進入臨床應用環節，還面臨著壹

系列復雜的手續和流程，影響了“進口替代”

效應的發揮。

國產醫療器械從“跟跑”轉“並跑”
壹個手表大小的心臟起搏器，體積

只有8立方厘米，使用壽命可達10—12

年。這就是上海創領心律管理醫療器械

有限公司研制的國產新型心臟起搏器，

去年9月獲得國家食藥監總局的批準。

作為壹種高端醫療器械，中國心臟起

搏器市場95%以上的份額掌握在外資手中，主

要供應商包括美敦力、聖猶達、波士頓科

學等。由於費用高昂，中國每年的心臟起

搏器植入量約8萬臺，而人口不到中國1/4

的美國，每年的起搏器植入量約30萬臺。

創領心律CEO、國家千人計劃特聘

專家王勵博士表示，研制國產心臟起搏

器，就是為了給國內患者提供更多、更

好的選擇。“國產起搏器除了品質達到

國際先進水準外，價格也比同檔次的進

口品牌便宜20%—30%。”

心臟起搏器只是壹個縮影。近年來，

大量人才和資本的湧入，推動國產醫療

器械產品逐漸從“跟跑”轉為“並跑”，

並朝著“領跑”的方向邁進。

在近期舉行的中國國際醫療器械博覽

會上，聯影醫療發布了人工智能平臺，基於

深度學習算法進行胸片預讀，對異常影像進

行精準篩查與分流，為醫生提供壹個“AI助

理”。逸思醫療推出了近紅外熒光攝像

系統，借助熒光顯影劑，幫助醫生“手

術導航”，精準切除腫瘤或分離組織。

國產醫療器械的快速進步引起了國外

關註。GE中國總裁兼首席執行官段小纓

說，中國是GE美國之外最大的單壹市場，

GE現在有超過壹半的醫療器械新品在中國

同步首發，這在幾年前是不太能想象的。

註冊審批提速 臨床應用遲緩
研制出國產創新醫療器械，並拿到國

家食藥監總局的批文，只是第壹步。要進

入臨床應用環節、造福國內患者，相關市

場主體還有壹段相當長的路要走。

“從去年9月獲批到現在，創領國產

心臟起搏器在全國的手術量還不到40臺，

大部分走的還是醫院臨時采購路線。”

創領心律市場總監朱曉明說，臨床應用上

不去，單個心臟起搏器的成本無法攤薄，

給企業後續的研發創新帶來很大挑戰。

在企業憂心產品推廣應用難的同時，

醫生也在感慨沒有好的器械可供選擇。

壹家三甲醫院心內科主任陶勇（化名）

表示，很多國產醫療器械產品，包括先

心病封堵器和介入瓣膜等，不但可以滿

足臨床使用的要求，還提供了更多的型

號選擇，但問題是遲遲進不了院。

“印尼來院裏進修的醫生問，中國

制造的很多醫療器械性能都不錯，有的

比國外還好，印尼也在使用。可為何中

國醫院還要大量進口？我們也無言以對。”

陶勇表示。

供需脫節，癥結到底在哪裏？王勵分

析說，醫療器械從研發到投入臨床使用，

以拿到食藥監的批文為界，可分為註冊前、

註冊後兩個階段。前壹個階段在國家政策

支持下明顯提速，如創領心臟起搏器走的

就是創新醫療器械特別審批程序。後壹個

階段在手續和流程上依然非常復雜，影響

了創新產品的落地應用。

以心臟起搏器為例，其進入臨床應

用，要經歷醫保核準、各級招標、醫院

品種遴選等多個不確定性因素較高的環

節，且這些流程都有窗口期，壹旦錯過

就要等待下壹個窗口。如果幾個關鍵點沒

踩準，創新產品有可能要等2年以上才

能進入市場。

“只有廣泛應用的醫療器械產品才是

好產品。盡管很多區域提出鼓勵醫院采購

國產耗材，但真正落地實施，還有壹系列

關節需要打通。” 王勵說。

多措並舉打通“最後壹公裏”
作為壹門涵蓋生命科學、機械、電

子等多學科的高科技產業，醫療器械產

業的發展壯大對“健康中國”戰略有著

重要意義。當前，醫療器械領域的新技

術層出不窮，相應的創新成果落地，需

要政策扮演“助產士”的角色。

逸思醫療創始人聶紅林認為，可以

借鑒仿制藥質量壹致性評價的經驗，開

展國產醫療器械質量壹致性評價，這在

我國既是補課也是創新。如果國產醫療

器械在臨床上實現與進口醫療器械的相互

替代，既有利於降低醫藥費用總支出，

也有利於淘汰落後產能，提高國產醫療

器械產業的競爭力。

不少企業期待，在公平競爭的前提

下，確保國產醫療器械能及時進入醫院

的耗材清單，使國產器械有機會和進口

產品同臺競爭。“國內高端醫療器械市

場，外資占據了80%以上的份額。很多

國產醫療器械，並不是醫生和病人不想

用，而是根本沒得選。” 王勵說，相關

部門應該大幅簡化國產創新醫療器械進

入臨床應用的流程和手續，給醫生和病

人更多的選擇權。

壹些專家認為，可以運用醫保控費和

“耗占比”政策，引導醫院和醫生使用

國產器械。上海藥品審評核查中心副主

任張華說，國產醫療器械與進口產品相

比，在性價比上有優勢。嚴格控制醫用

耗材在醫療收入中的占比，對價廉質優

的國產醫療器械來說，會提供重要機遇

。這在鼓勵國產醫療器械企業科技創新

的同時，也會推動其走向世界。

法國上演大力士錦標賽法國上演大力士錦標賽 抬汽車抬汽車、、推輪胎力量爆表推輪胎力量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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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路易斯安那州新奧爾良，野生動物專家Tanee Janusz收養了同事在後院發現
的壹只雙頭錦蛇。據報道，該雙頭蛇由於基因缺陷而擁有兩只頭，概率僅有萬分之壹，
Tanee Janusz為兩只蛇頭分別起了名字，這對“雙胞胎”擁有不同的性格，經常因為往
哪走扭作壹團。

為世界杯預熱為世界杯預熱
俄羅斯動物園舉辦俄羅斯動物園舉辦““足球日足球日””

為慶祝即將到來的為慶祝即將到來的20182018年世界杯年世界杯，，
俄羅斯克拉斯諾雅爾斯克的羅伊夫魯奇動俄羅斯克拉斯諾雅爾斯克的羅伊夫魯奇動
物園組織了壹場名為物園組織了壹場名為““足球日足球日””的活動的活動，，
兩頭披掛不同顏色兩頭披掛不同顏色““戰袍戰袍””的羊駝上場的羊駝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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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能瘦
堅持科學跑步減肥法

跑步減肥法是最簡單的減肥方法袁不受時間地點的限制袁又經濟實惠袁但很多人跑步減肥的問題是無法堅持下去袁或者是跑步不
到幾分鐘就累了袁這都表明你跑步減肥的方法有問題遥下面編輯敎你科學的跑步減肥方法袁堅持下去絶對能瘦下來的哦遥

1尧步幅要小
在跑步中步幅小的目的是主動降低肌肉在每跑一

步中用力強度袁目的是儘可能的延長跑步的時間遥有許
多人在跑中過多地腳腕兒用力袁還沒跑多遠就出現局部
疲勞袁往往使人放棄跑步遥步幅小但動作要均衡遥

3尧跑程要長
跑程長最爲重要的一點是袁人體內可野主動的冶將當

前血液中的血糖全部消耗掉袁同時還在消耗掉人體內蓄
積的多餘熱量遥這種野主動的冶消耗是降低血糖尧血脂尧
緩解血壓的最好的方法遥就減肥而言袁更爲關鍵的是其
對健康的傷害幾乎爲野零冶遥

2尧跑速要慢
我們都知道不同的跑速對心腦血管的刺激是不同

的袁慢速跑對心臟的刺激比較溫和遥一般來説每一個人
的基礎脈搏數是不一樣的袁如有的中老年人的心律過
緩袁晨脈每分鐘才五尧六十次袁而有些中靑年人的晨脈卻
達到每分鐘七尧八十次遥因此袁根據自己每分鐘晨脈數
乘以 1.4至 1.8所得到的每分鐘脈搏次數來控制初期健
康跑強度是比較適宜的遥

4尧因人而異
一般來説袁每一個人的體質和在病情况各有不同袁

因此在跑步中一定要結合自身進行遥

5尧交替跑步
身體較胖現想開始健康跑鍛煉袁一下就跑較長的距

離身體肯定受不了遥所以袁可先走一段袁然後再跑一段袁
這樣反復的交替走跑也算是健康跑遥

6尧要注意營養
許多人認爲跑步的運動量很大袁一定要多補充營養

才行遥許多人大量的補充動物蛋白袁其實這樣的補養是
不對的遥慢跑中人體的消耗主要是血糖袁對蛋白質的需
求不大遥因此袁跑步之後以補充碳水化合物食品爲宜遥
野健康跑冶是適合所有的健康人和在病人群的一項簡單
而又易行的運動袁它對人類的貢獻決不是單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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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澳門酒店愈來愈多，單在路氹
地區，今年都已經至少有兩間新酒店開
幕，而雖然已開幕一段時間的新濠天地及
新濠影匯，酒店裡設有不少適合親子活動
的地方，如最受小朋友歡迎的莫過於遊樂
場，佔地17,000平方尺的“童夢天地”，
讓小朋友同時享受室內及室外的玩樂體
驗，於充滿自然光照射的空間暢遊暢玩。
這兒設有四個主題區——星夢、電

玩、創意、探索，分設刺激又益智的新奇
玩意，激發孩童無窮想像、啟迪創意、幫
助小朋友發展溝通技巧及協調能力，玩樂

同時啟發無限潛能。當中如“衝天迴旋”
巨型滑梯，設計充滿未來感，體驗刺激快
感；“蹦蹦跳”跳彈區為活躍好動者帶來
無限歡樂；室外遊樂區設大型攀爬設施
“反鬥扭計骰”，在陽光下大顯身手；小
小藝術家亦可在“創藝坊”參加DIY創意
工作坊，一展才華創思。而“超電玩”設
有多款最新遊戲機，電玩一族絕對不能錯
過。
另外，對於父母來說，位於新濠影滙

的“蝙蝠俠夜神飛馳”就可讓他們玩一
下，這兒將多個精心設計的精彩震撼場景

活現賓客前，包括韋恩企業的辦公室、蝙
蝠俠的地下安全屋及虛擬的葛咸城等，讓
賓客為故事中的一角，跟隨蝙蝠俠穿梭葛
咸城，並把故事中的頭號罪犯繩之以法。

穿過模擬韋恩企業辦公室的大堂進入
劇院後，冒險者將與布魯斯．韋恩會面並
觀看一段簡報，然而，簡報突然被中斷，
冒險者隨即將進入真正的冒險之旅。在這
個全球首個擁有電影專利以DC漫畫超級
英雄蝙蝠俠為主題的4D數碼遊樂設施中，
筆者進入虛擬實境中，的確如同親歷蝙蝠
俠故事中的刺激場面。

住得
出色

澳門新濠親子玩意多澳門新濠親子玩意多
文文、、圖︰雨文圖︰雨文小模特兒︰梓諾小模特兒︰梓諾

龜峰，位於江西省上饒市弋陽縣城南的信
江南岸，總面積136平方公里，是世界

地質公園龍虎山—龜峰地質公園和世界自然
遺產“中國丹霞”的組成部分，發育於距今
1.35億年的白堊紀晚期，是雨水侵蝕型老年

期丹霞峰林地貌的典型代表，是國家級風景
名勝區、國家AAAAA級旅遊景區、國家森
林公園、全國愛國主義教育示範基地。近年
來前往龜峰旅遊，以本省及江浙滬一帶自駕
遊居多，香港遊客則大多是團隊遊。

當一回現代徐霞客當一回現代徐霞客
遊龜峰賞巒嶂之奇遊龜峰賞巒嶂之奇

“無山不成龜，無石不成龜。”龜峰，因境

內有上千隻烏龜象形石和整個景區遠遠看去像一

隻巨龜，成為登山者希冀長壽和吉祥的目的地。

天然龜形峰石，星羅棋布，千姿百態，惟妙惟

肖，被譽為“江上龜峰天下稀”、“東方神龜樂

園”。公元1636年，明代地理學家、旅遊家徐

霞客分別在晴天、陰天、雨天盡攬其美，不禁發

出“蓋龜峰巒嶂之奇，雁宕所無”的感慨。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王逍江西報道

老人峰屬於丹霞崩塌殘餘造型地
貌，身高28米，體重2240餘噸，已有30
多萬年的歷史。該峰頭部和身子分離，神
奇的是之間的岩層面是斜面，上面3個連
着頭和身子的支撐點不在一個水平面上，
形成“斜而不落，落而不墜”的玄妙景
觀，人稱“三足鼎立”；從不同方向看老
人峰，則能顯示4種精美造型，有世界絕

景之譽。一看老人峰，像一位精神矍鑠的
老人，穿着寬大的衣袍，端坐在樹叢中；
二看老人峰，則是一位雄赳赳的古代武
士，身着戎裝，頭戴頭盔，加上頂上的纓
絲，顯得英姿勃發，似乎準備隨時出征；
三看老人峰，一位長髮的村姑背着一個背
簍滿載而歸；四看老人峰，一隻大熊貓，
有鼻有眼，憨態可掬。

下船後，嘎魯帶領記者一行徒
步約一個小時，抬頭天空湛藍如
洗，散落雲朵絲絲；鼻尖空氣清
新、花香淡淡；耳邊清泉石上流，
飛鳥嗖地掠過；水芹菜在沼澤中搖
它的葉子，灌木叢吐嫩芽，還能看
到小松鼠奔到路邊覓食。熱身之
後，最大的挑戰來臨，“無膽莫上
駱駝峰，上得駝峰真英雄”。
龜峰最高峰——駱駝峰，海拔

486.3米，有七道天險：鯽魚背，東
面是萬丈絕壁，西面是千丈懸崖；
登雲梯，此梯上下懸空，架在絕壁
上，是唯一通道；一線天，比“天
然三疊”處的一線天險峻數倍；颶
風峽，此處山高月小，狂風如電，
雖風光無限，卻令人膽戰；壁虎
崖，沒有壁虎游牆絕技，莫想上得
去；斷魂溝，過不了這個天然裂
縫，也難窺駱駝峰頂的無邊秀色；
絕勝坡，此處傾斜角度達45度，非

得小心翼翼經過不可。
其實，在前往駱駝峰的途中，

階梯沿着山勢綿延向上，記者的腳
步漸漸緩下來，氣喘吁吁，累得實
在不行時，就直接坐在石頭上，再
也不願意動了。在休息兩三次後，
硬着頭皮穿過懸崖，不想雲梯之險
近在眼前：雙手扶欄杆，腳踩梯
子，慢慢往上走，尤其是鞋子與梯
子之間稍有摩擦，就令人感覺整個
雲梯在晃動，如果雙眼再透過階梯
縫隙俯視萬物，本來已疲憊的雙腿
開始發抖。有位遊客嚇得不敢再往
前爬，但因沿着筆直梯子往下只能
會更恐怖，還會造成整個雲梯交通
阻塞，最後在大家鼓勵和自己內心
激勵下，硬是咬着牙過去了。
附近，150米玻璃棧道傳來陣陣

尖叫聲和笑聲，大多是膽大者嚇膽
小者的惡作劇。玻璃棧道所處地勢
險要，上下臨空，視野開闊，對於

膽大者而言，是一個合影留念的好
地方。而膽小者一般是貼着陡壁，
踩着實心棧道（山體與玻璃間隙，
寬約為20厘米）而走，膽大者則故
意攔着前者去路，聲稱要留下買路
財；還有膽小者在前面小心翼翼移
動，膽大者則在其後面大叫一聲，
前者出於本能也隨之大叫，這引得
旁邊人也嚇得大叫。
“人若走過百年道，便可活到

一百歲。”在骨立陡峭的畫壁峰
下，水簾洞不遠處，有一條山石罅
縫。其整體向外傾斜，長約30餘
米，寬約20-30厘米，夾縫兩邊盡是
狼牙鋸齒似的石稜，觸摸令手掌生
疼。隨着出口處愈來愈窄，身體只
能側着，雙腳斜着，雙手則扶着石
稜移動。體形稍大的人難以通過，
幸運者大多衣褲被磨損甚至撕毀，
運氣差點的則進退兩難，只能灰溜
溜地原路折回。

導遊嘎魯說，想當一回現代版徐霞客並
非易事，首先一定要有足夠好的體力，除去
觀光車接送、坐船觀光，領略最美風光仍然
需要徒步旅行兩至三小時；其次，要打開思
維空間，在層巒疊嶂中慧眼拼石，一石成
景，一景多看，將周邊石峰組成不同的景
觀。徐霞客，這個史上最著名的驢友說龜峰
“但詘水觀耳！”，意指水少了點。2001
年，清水湖依山建成，水域面積達200多
畝，成為附近居民的飲用水源地。我們的旅
行是從登上“霞客號”遊船開始的，丹山碧
水和諧，兩岸皆是象形石。船所到之處，濺
起不少水花，嘎魯不斷指出象形石、傳說，
我們不得不央求開船師傅多次停泊，以便鏡
頭鎖定、拍照。

瞧，那隻綠毛龜，若專看頭部，它又像
一位活脫脫的北京猿人；茂盛灌木叢像濃密
的鬍鬚，鼻子高高挺起，是不是像大科學家
愛因斯坦呢？又過來一隻爬山龜，正努力地
一步一步往上爬，準備去峰頂欣賞美景。

哈，一隻烏龜拉着幾節火車廂，堪稱世界上
最慢的火車！而在烏龜拉火車的下方刻有
“東方龜樂園”，總長68米，其中龜字是世
界上最大的單體石刻。景區中唯一一隻海
龜，露出一對鰭，懶洋洋地趴在沙灘上沐浴
陽光雨露。
在景區裡，我們還能捕捉到一群可愛的

烏龜：昂首龜、神龜迎賓、三疊龜、氣象
龜、龜壽延年眼鏡龜、皇冠龜、長頸龜、幼
龜戲狗熊、情侶龜等。譬如，三疊龜，傳說
是東海龍宮龜將軍的三個兒子，爬上峰火台
盼父凱旋，寄情雲天之間；最上面一隻烏龜
胖乎乎的，伸長脖子向前眺望，中間的是隻
綠毛龜，背上長滿了青草，最下面一隻就可
憐了，被壓得扁扁的。同時，三疊龜峰和臥
牛峰並立而就，兩峰相距不過數尺，峰壁陡
峭，只見青天一線（長十餘米，高七十餘
米），給人“蒼天無邊似有邊”之感。至
於，金鐘峰上的氣象龜則是天氣預報員，
“雲蓋金鐘峰，無雨便是風”。

登上“霞客號”遊神龜樂園 穿越險峰體驗神奇自然力

四看老人峰三足鼎立

■■三疊龜三疊龜

■■一看老人峰一看老人峰

■■神龜迎賓神龜迎賓。。

■■猩猩猩猩

■■二看老人峰二看老人峰，，為武士為武士。。

■■情侶龜情侶龜

■■漢堡峰漢堡峰

■■綠毛龜綠毛龜，，
被稱為被稱為““最最
聰 明 的 烏聰 明 的 烏
龜龜”。”。

■■昂首龜昂首龜

■■雄鷹展翅雄鷹展翅

■■““衝天迴旋衝天迴旋””巨型滑梯巨型滑梯

■■創藝坊創藝坊，，早前因應復活節早前因應復活節DIYDIY復活蛋復活蛋。。

■■““霞客號霞客號””遊船遊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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