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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館 Hankook Kwan韓國館 Hankook Kwan

韓國人開的韓國館  正宗 地道 真材實料
9140 Bellaire Blvd, suiteB, Houston, TX77036

R03-Hankook Kwan 韓國館1234567C_8

346-240-9696

維吾爾人家維吾爾人家(Uyghur Bistro)(Uyghur Bistro)
中亞傳統健康美食中亞傳統健康美食
正宗維吾爾佳餚正宗維吾爾佳餚
全手工製作全手工製作﹐﹐清真菜清真菜﹐﹐中華料理中華料理
電話電話﹕﹕281281--888888--6222762227
地址地址﹕﹕98889888 Bellaire Blvd., SuiteBellaire Blvd., Suite 168168, Houston,, Houston,
TXTX 7703677036((位於黃金廣場位於黃金廣場))

中式高端厨电领导者

近 吸 强 排 不 跑 烟＊
战役① 大面积也罩得住

方太独门武器：6sf超大拢烟范围，前置进风加后端导流

降伏四眼炉头，专为美国厨房设计

战役④ 如何做到清洗无压力？

方太独门武器：防油涂层设计

不积油、易打理，爱上厨房每一刻 

战役② 对油脂说BYE
方太独门武器：高配双劲风机，油脂分离度高达95%

隔绝油脂，保护你的美丽和健康

战役③“无味”厨房新境界

方太独门武器：近吸强排，气味降低度高达97%

油烟不入鼻，从此不怕炒辣椒

这一场
与油烟的“独立战争”
方太将陪您作战到底

侧吸神器JQG7501郑重宣誓：
近吸强排不跑烟*，

保护您的美丽与健康！  

*不跑烟：指在方太实验室规定条件测试下，
肉眼未见明显油烟逃逸

MEGA
SALE

Tel: 281-201-8186 Add: 3510 Hwy 6, Suger Land, TX 77478 WeChat: FOTILE_US

www.lanecert.com

  
                      十萬年薪不是夢！

3-6www.lanecert.com          Email:  info@lanecert.com
Phone:832-539-3333 | 972-268-7129 | Cell:682-333-3292

12989 Bellaire Blvd #4A, Houston, TX 77072
 930 W Parker Rd, Suite 501, Plano, TX 75075

1:00PM-4: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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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家設計巨型藝術裝置藝術家設計巨型藝術裝置
五萬多個彩色小球連成片五萬多個彩色小球連成片

澳大利亞悉尼，澳大利亞藝術家Nike Savvas正在調整她的藝術品，為即將開始的展覽做準備
。藝術品名為“原子：充滿愛與奇跡”（Atomic: Full of Love, Full of Wonder），由超過五萬個
彩色聚苯乙烯球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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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保護主義肆虐
中國和歐盟攜手應對

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乘專機離開

北京，對保加利亞進行正式訪問並出席

在索非亞舉行的第七次中國－中東歐國

家領導人會晤。隨後，李克強赴德國，

與默克爾共同主持第五輪中德政府磋商

並對德國進行正式訪問。

這是中國總理18年來首訪保加利亞，也是

新壹屆中央政府成立後總理首訪歐洲。中國

外交部官員表示，此訪對保持中保、中德以

及中國－中東歐國家關系良好發展勢頭、推

動“16+1合作”走向深入具有重要意義。

“16+1”，面向“新歐洲”的合作
“16+1合作”， 是指中國與中東

歐16國領導人的會晤機制。自2012年開

始，每年舉辦壹次。

官方數據顯示出“16+1合作”釋放出的潛

能：過去6年來，中國與16國的貿易年均增長

6.5%，從400億美元增長到近700億美元，占

中歐貿易比重從9.3%提高到11%。中方累計投

資近100億美元，16國在華投資超過14億美

元。中歐班列累計運行近9000列，中國公民赴

中東歐國家人次增長了5倍多，目前雙向留學生

已近萬人，雙向旅遊突破每年百萬人次。

保加利亞經濟部長在接受國家廣播電

臺采訪時表示：“中國‘壹帶壹路’倡議和

‘16+1’合作為保加利亞及本地區提供了內

容豐富、形式多樣的優質合作平臺，有力促

進了雙多邊投資貿易和往來。”

此訪期間，李克強多次強調，“16+

1合作”是中歐合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和

有益補充，符合歐洲的整體利益。相關合作

始終遵循包括世貿組織規則在內的國際通行

規則，遵循歐盟有關法律法規框架，堅持共

商共建共享，要求企業按照市場規則、商業

原則參與歐洲招標項目，不搞排他性安排，

是公開透明、開放合作的大平臺。

“中國不會‘吃獨食’，而是與上述

國際金融組織和西歐國家壹道，分享與中

東歐16國開展務實合作的有益經驗，推動

中國與歐洲更多元包容的合作發展。”

外交學院教授熊煒分析認為，中東歐16國

發展對資金需求量較大，而來源相對較

少。中國作為世界銀行主要股東國之壹，

還加入了歐洲復興開發銀行等國際金融組

織。中方積極倡議這些國際金融組織與中

國金融機構開展“銀團式”合作，共同為

中東歐國家壹些重大項目提供資金支持，

也預期得到合理回報。實踐證明，“16+1

合作”既為中國與中東歐國家關系發展註

入了新動能，也為深化中歐全面戰略夥伴

關系打造了新引擎。

“16+1合作”不是地緣政治平臺，而是

經貿人文合作平臺。這成為中國總理和此次

會議主辦國保加利亞總理共同釋放的信號。

李克強與保加利亞總理鮑裏索夫共

見記者時做出了上述表態。鮑裏索夫更

直言，“16+1合作”不是反對歐盟壹體

化，而是促進歐盟以內國家，以及歐盟

以外中東歐國家與中國的經貿人文交流，

是完全基於市場原則的務實合作。李克

強也強調，中國歷來支持歐洲壹體化，

支持壹個團結的歐盟。“16+1合作”不

僅有利於中國與中東歐，有利於歐洲，

也有利於世界多極化和貿易自由化。

“‘16+1’機制不會分裂歐洲。這

不是壹個地緣政治聯盟，不會在歐洲引

起分裂。”保加利亞政府網的新聞稿引

述鮑裏索夫的話稱，“我想把這壹信息

明確地從索非亞傳播給我所有歐洲的夥

伴們：我們（‘16+1’機制）的目標不

是引起歐盟分裂。恰恰相反，我們盼望

盡可能使相對落後的巴爾幹地區的收入

水平，達到我們都期待的水平。這是這

個多邊會議想要實現的目的。”

在人民大學教授王義桅看來，如今中歐

面臨相似的挑戰，即保護主義、單邊主義、逆

全球化思潮的擡頭。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領

導人同中東歐16國領導人共推“16+1合作”

走實走深，有利於維護多邊主義和經濟全球

化，促進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也是支持

歐洲壹體化進程，為地區乃至世界的穩定與發

展註入穩定性與確定性。

“16+1合作”被視為中國面向“新歐

洲”的合作。有著長期歐洲問題研究經驗的

王義桅對記者說，從實踐來看，“16+1合

作”不僅有利於促進中國和中東歐國家發

展，也有利於縮小歐盟內部差距，實現均衡

發展，更好推進壹體化進程。歐盟作為多極

化發展中的重要力量，是維護世界和平與穩

定的重要力量，也是中國最大的經貿合作夥

伴，壹個團結、穩定、繁榮的歐盟和強大、

穩定的歐元符合中方根本利益。

外交學院教授熊煒也對《中國新聞

周刊》表示，中國主張多邊主義與世界

格局多極化，歐洲作為世界和平繁榮的

重要壹極，歐洲這壹“極”穩，世界就

會更加穩定平衡，從而更進壹步推動國

際政治民主化與經濟自由化的發展。

中國與“老歐洲”挖潛合作新領域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乘專機抵達柏林泰

格爾機場，同德國總理默克爾共同主持第五

輪中德政府磋商並對德國進行正式訪問。

德國是世界制造業強國和出口大國，

以“工匠精神”著稱的“德國制造”享

譽全球，中小企業“隱形冠軍”數量龐

大，“工業4.0”成為開啟“萬物互聯”

進程新標桿。德國也成為歐洲重要的發

動機和“老歐洲”中的代表性國家。

如今，中德之間活躍著70多個對話與磋

商機制。德國已連續43年保持中國在歐洲最

大貿易夥伴地位，中國繼續成為德國在全球的

最大貿易夥伴。但在長期合作的過程中，也遇

到了壹些困難的挑戰，中國與“老歐洲”之間

的合作關鍵在於如何求同存異。

以德國為例，有歐洲的企業擔心，中

國企業壹旦學到先進技術，就會成為他們的

競爭對手。同時，關於中國“剽竊”技術、

侵犯知識產權等擔憂，也困擾著壹些工商界

人士邁出與中國企業合作的腳步。另外也有

聲音擔憂，中國“以市場換技術”，是否存

在設置市場門檻，強制技術轉讓等情況？

對此，熊煒認為，中國發展存在不平

衡問題，中國制造向中高端邁進還有相當

長的路要走，兩國產業和技術上的互補性

將長期存在。同時，隨著中國產業轉型升

級和消費結構優化，中國市場對德國高附

加值產品的需求不會減少，只會增加。雙

方還可以共同拓展第三方市場合作，共同

開拓更廣闊的市場。這意味著，中德加強

技術合作絕不是妳失我得的“零和遊戲”，

而是智慧共享、機遇共享、加速創新、互

促互進的共贏途徑。

上世紀80年代以來，以大眾汽車公司為

代表的德國企業較早參與中國對外開放進程。

僅過去5年，中國從德國進口產品達4700億美

元。今年以來，中國相繼推出擴大開放新舉

措，放寬金融、汽車等領域市場準入及外資

股比限制，大幅降低部分產品進口關稅。據官

方介紹，李克強此次訪問德國，中德雙方簽署

汽車制造、金融保險等領域合作協議，中方開

放利好措施首先在中德合作中落地。

此訪期間，李克強也明確表示，中國

嚴格保護知識產權，不允許強制轉讓技術，

高度重視在數字化和大數據利用過程中保護

個人隱私和商業機密。中方壹直遵循世界貿

易組織規則，全面履行加入世貿組織承諾，

要求中國企業嚴格按市場原則、商業規則辦

事，隨時糾正與規則不符的做法。

中國致力於推動營商環境法治化、

國際化、便利化，對內資外資企業壹視同

仁。這不僅有利於外資企業，也是中國本

土企業自身發展的需要。中國企業對外投

資基於市場規則，中國政府不加幹預。希

望德方把中國企業當作平等、可信賴的合

作夥伴，為他們赴德、赴歐投資創造公平

開放的環境和穩定的制度框架。

與此同時，中德雙方在此訪期間首次就

德國汽車企業在華合資項目所占股比提高、化

工企業在華建立大型獨資項目等達成協議。

“在新技術革命浪潮中，中德企業可以

充分發揮各自產業和科技優勢，加強在人工

智能、新能源汽車、物聯網等領域合作，特

別是以智能制造、自動駕駛、新能源汽車為

突破口，挖潛彼此互利合作新的增長領

域。”億歐智庫創始人黃淵普對記者說。

中歐維護自由貿易和多邊主義
當前，美國正在挑起全球範圍的貿易

摩擦越演越烈。李克強此次訪歐，維護多

邊主義、反對貿易保護主義也是重要的議

題。李克強指出，中國從來不會主動挑起

貿易爭端，更不會主動打貿易戰，但如果

對方采取加征關稅等做法挑起貿易戰，中方

必將采取相應反制措施。這既是維護自身發

展利益，也是維護世貿組織規則。他同時

對外宣示，無論外部形勢如何變化，中國

將堅定不移深化改革、擴大開放，辦好自

己的事，使中國經濟始終保持穩中向好。

德國知名學者、波恩大學全球研究中

心主任辜學武對記者表示，中方希望德國

和歐洲理性看待美國總統特朗普在全球範

圍內推進貿易保護主義的行為，同中國共

同捍衛全球多邊體制。

在辜學武看來，中方向德國和歐洲表

達了兩個非常清晰的信息：壹是，中國不會

受美國總統特朗普政策的幹擾，會繼續按照

自己的節奏和設想來進壹步推動自身的對外

開放；二是，如果特朗普總統壹意孤行地推

行單邊貿易保護政策，不僅僅是中國，全球

都會受到損失。為了能夠得到德國的支持，

中方做出了諸多努力，來消除在合作過程中

的疑慮。比方說公布負面清單，同時也加快

中歐自由貿易的談判速度，向歐洲表達會持

續加大開放的明確信號，也釋放善意。

中國堅持開放發展，與歐洲國家“向

東看”的預期契合，“16+1合作”目前進展

良好，各國參與熱情日益高漲。阿爾巴尼亞

總理拉馬提出，牽頭建立“16+1”青年發展

中心；波黑部長會議主席茲維茲迪奇表示，

希望在明年舉行第四次中國-中東歐交通部

長會議，並表示願同中方共同努力，加強地

區經濟聯系和市場聯通；羅馬尼亞總理登奇

勒則提出，希望在“16+1合作”框架下建立

智慧城市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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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網混雙穆雷溫網混雙穆雷//阿紮倫卡獲亞軍阿紮倫卡獲亞軍

歐巡蘇格蘭公開賽斯通奪冠歐巡蘇格蘭公開賽斯通奪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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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球星基斯坦奴朗拿度葡萄牙球星基斯坦奴朗拿度（（CC

朗朗），），於北京時間於北京時間1717日凌晨出席加日凌晨出席加

盟祖雲達斯的記者會盟祖雲達斯的記者會。。雖然已經年雖然已經年

屆屆3333歲歲，，惟惟CC朗在記招中依然展示朗在記招中依然展示

出萬丈雄心出萬丈雄心，，表明加盟表明加盟““斑馬兵斑馬兵

團團””是為了走出是為了走出““舒適區舒適區”，”，並希並希

望與該意甲班霸一同創造歷史望與該意甲班霸一同創造歷史。。

在完成體測後，C朗於北京時間17日凌晨召開記者會，據報吸引近200名記者到場，而
媒體最感興趣的，自然是這位葡萄牙巨星為何要離開皇家馬德里，以及選擇加盟祖雲

達斯，對此C朗就表示：“祖雲達斯是全球最大的球會之一，對於加盟我是經過深思熟慮後
所作出的決定。事實上祖記是意大利最大的球會，教練艾歷尼亦是非常出色的主帥。此
外，上季歐聯皇馬對祖記之戰，這裡的球迷給予我的掌聲真的很溫暖，所以希望可以用
表現回饋他們的支持。”

感激祖記給予機會
作為5屆金球獎得主，又已年屆33歲，媒體難免問到C朗還有什麼想追求，C朗

對此則回應指：“我的心理年齡還是很年輕，現在的我想要享受足球並走出‘舒適
區’。對於離開皇馬，我不是感覺特別悲傷，因為祖雲達斯也是大球會。事實上到
我這個年紀的球員，大多也會到卡塔爾或中超踢球，所以很感激會方願意給我這
個加盟的機會，我已經準備好開始職業生涯的新一頁，也會證明自己仍是那個
無所不能的頂級球員，我願意接受新挑戰，並與祖雲達斯共同創造歷史，並彌
補於歐聯的遺憾。”

避談返士砵亭退役
另一方面，C朗亦被問到對新隊友的評價，他指出如基迪拉及

希古恩，均是在他於皇馬年代已經認識，現時非常希望可與兩人合
作贏下更多比賽。至於曾於本屆世界盃碰頭的中堅貝拿迪亞，C朗
則讚揚對方是十分出色的後衛，不管以前如何，現在變成一起奮

鬥必定很有趣。最後，C朗亦被問到是否會於完成在祖記的
合約後，返回母會士砵亭退役，對此C朗就回應謂，很感
激母會過往的培育，但現階段不宜對是否回歸作評論，
事關他現時的心思將完全放在祖記之上。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浩然

當C朗以過億歐元身價加
盟祖雲達斯，可以預期今夏歐
洲轉會市場將會非常熱鬧，因
為財政壓力增加的祖記，除了
要出售一些球員以收回資金之
餘，在歐聯達成3連霸的皇馬，
亦肯定要為C朗尋找接班人，以
繼續延長王朝，可以預言今夏
的轉會窗，肯定不會平靜。

皇家馬德里在出售C朗之
後，自然要努力尋找接班人，
但由於尼馬及基利安麥巴比均
會留効巴黎聖日耳門，故“銀
河艦隊”的目標已轉到比利時
翼鋒夏薩特身上。根據歐洲媒
體報道，夏薩特在世盃季軍戰

後接受訪問時曾表示，是時候
接受新挑戰，明顯暗示有意為
皇馬効力；只是報道同時指
出，車路士不會輕易放走夏薩
特，更開出2億英鎊價錢希望
嚇走皇馬，看來轉會未必可以
於短期內成事。

另一方面，引入了C朗的
祖雲達斯，亦要出售一些球員
以找回部分資金，而左閘阿歷
士辛度就可能成為犧牲品。據
報巴黎聖日耳門已經與這位沒
有入選世界盃的巴西球員達成
協議，祖記方面將可得到約4,
000萬歐元，得以保持收資平
衡。■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浩然

朗朗：：CC 我要走我要走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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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超班霸曼聯於17日公佈了2018至2019
年賽季的新主場球衣。
過去一季四大皆空的曼聯，17日公佈了

新一季主場球衣的設計，並找來桑馬達、連
格及保羅普巴等球星作主角。從圖片所見，
曼聯新主場球衣當然是以傳統的紅色為主
色，但就於肩膀及腰間位置加入了黑色作配
襯。據報道指，贊助商今次加入黑色元素，
是為了向當年創會的一班鐵路工人作敬。此
外，曼聯新球衣亦首度加入了手袖贊助的標
誌，較早之前他們與一家美國廚房及浴室公
司簽訂了合約。

說到曼聯，這支英超豪門日前已出發到
美國準備一系列熱身賽，然而球隊今次訪美
名單中，除了缺少一眾出席過世界盃的球
員，竟連今年初由阿仙奴來投的阿歷斯山齊
士亦榜上無名。據了解，山齊士並非有傷在
身，而是被美國禁止入境；事緣這位智利球
星今年2月承認於効力巴塞期間逃稅，雖然最
終已補交稅款，惟由於美國禁止曾犯欺詐罪
的人士入境，故“山神”未能隨隊出發，而

曼聯會方已聯同律師，嘗試解決有關問題。

白蘭特回歸阿積士
另一方面，曼聯17日亦宣佈將陣中荷蘭

後衛戴利白蘭特，以約1,400萬鎊轉會費售回
其母會阿積士。現年28歲的白蘭特在2014年
隨雲高爾加盟“紅魔鬼”，可惜一直未能奠
定正選位置，4年期間在英超僅上陣90次，射
入過4球。 ■綜合外電

阿根廷日前宣佈辭退國家
隊教練森柏奧利後，自然要着
手尋找新帥，而現任哥倫比亞
教頭比克文，據報是阿根廷足
總的首要人選。
現年68歲的比克文本身是阿

根廷人，更於1994至2001年間
執教阿根廷U20國家隊，以及在
2004至2006年間執掌阿根廷國家
隊，並領軍殺入世界盃8強。根
據阿根廷《奧萊報》報道，曾培
育出艾馬等球星的比克文，對重
返國家隊亦深感興趣，惟將向足
總要求同時負責阿根廷的青訓系
統，務求為球隊作重建。

馬拉當拿任白俄球會主席
除了比克文之外，亦有媒體

指出阿根廷足總有意邀請曼城主
帥哥迪奧拿任新教練，而哥帥更
承諾願意聽取足總的條件，但由
於哥帥早前才與曼城續約，故消
息看來不太真確。
另一方面，世盃後表示願意

免費執教國家隊的馬拉當拿，日
前則落實成為白俄羅斯球會比斯
特戴拿模的主席，看來已無緣再
次帶領阿根廷出戰。■綜合外電

曼聯新季主場球衣出爐

■■山齊士（左）仍未能出發到美國。
網上圖片 ■■曼聯新球季主場球衣出爐。 官方圖片

■■祖記球迷舉起C朗旗幟歡迎偶像。 美聯社

■■CC朗展示自己的祖記朗展示自己的祖記77
號球衣號球衣。。 官方圖片官方圖片

亨利棄400萬鎊年薪專心教球
一直兼任比利時國家隊助教，以及英國天空電

視台評述員工作的前法國球星亨利，宣佈辭去其評
述員工作以專心成為教練，根據報道，亨利這次決
定將使他失去400萬英鎊的年薪。

協助比利時贏得世界盃季軍的亨利，透露自己
近日燃起了成為教練的慾望：“過去4年我得到一
些寶貴的執教經驗，這些經歷令我更加渴望去完成
自己多年來要成為教練的夢想。無疑，成為教練的

決定亦代表我要辭去評述員的工作，因這樣我才能
花更多時間於球場之上。”

值得一提，亨利早前曾認為自己可以身兼兩
職，故拒絕了恩師雲加的邀請重返阿仙奴任助教，
並因雲加要求自己辭去評述員職務，而與對方出現
一點不咬弦，更沒有出席雲加的告別戰，惟從現時
的抉擇看來，看來亨利已知道雲加當日的看法，才
是正確的道路。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浩然

■■亨利亨利（（右右））將專心教練將專心教練
工作工作。。 路透社路透社 ■■比克文成阿根廷新帥大熱比克文成阿根廷新帥大熱。。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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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朗受到大量記者追訪朗受到大量記者追訪。。
法新社法新社

美南版5 體 育 新 聞 ■責任編輯：李鴻培 2018年7月18日（星期三）

葡萄牙球星基斯坦奴朗拿度葡萄牙球星基斯坦奴朗拿度（（CC

朗朗），），於北京時間於北京時間1717日凌晨出席加日凌晨出席加

盟祖雲達斯的記者會盟祖雲達斯的記者會。。雖然已經年雖然已經年

屆屆3333歲歲，，惟惟CC朗在記招中依然展示朗在記招中依然展示

出萬丈雄心出萬丈雄心，，表明加盟表明加盟““斑馬兵斑馬兵

團團””是為了走出是為了走出““舒適區舒適區”，”，並希並希

望與該意甲班霸一同創造歷史望與該意甲班霸一同創造歷史。。

在完成體測後，C朗於北京時間17日凌晨召開記者會，據報吸引近200名記者到場，而
媒體最感興趣的，自然是這位葡萄牙巨星為何要離開皇家馬德里，以及選擇加盟祖雲

達斯，對此C朗就表示：“祖雲達斯是全球最大的球會之一，對於加盟我是經過深思熟慮後
所作出的決定。事實上祖記是意大利最大的球會，教練艾歷尼亦是非常出色的主帥。此
外，上季歐聯皇馬對祖記之戰，這裡的球迷給予我的掌聲真的很溫暖，所以希望可以用
表現回饋他們的支持。”

感激祖記給予機會
作為5屆金球獎得主，又已年屆33歲，媒體難免問到C朗還有什麼想追求，C朗

對此則回應指：“我的心理年齡還是很年輕，現在的我想要享受足球並走出‘舒適
區’。對於離開皇馬，我不是感覺特別悲傷，因為祖雲達斯也是大球會。事實上到
我這個年紀的球員，大多也會到卡塔爾或中超踢球，所以很感激會方願意給我這
個加盟的機會，我已經準備好開始職業生涯的新一頁，也會證明自己仍是那個
無所不能的頂級球員，我願意接受新挑戰，並與祖雲達斯共同創造歷史，並彌
補於歐聯的遺憾。”

避談返士砵亭退役
另一方面，C朗亦被問到對新隊友的評價，他指出如基迪拉及

希古恩，均是在他於皇馬年代已經認識，現時非常希望可與兩人合
作贏下更多比賽。至於曾於本屆世界盃碰頭的中堅貝拿迪亞，C朗
則讚揚對方是十分出色的後衛，不管以前如何，現在變成一起奮

鬥必定很有趣。最後，C朗亦被問到是否會於完成在祖記的
合約後，返回母會士砵亭退役，對此C朗就回應謂，很感
激母會過往的培育，但現階段不宜對是否回歸作評論，
事關他現時的心思將完全放在祖記之上。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浩然

當C朗以過億歐元身價加
盟祖雲達斯，可以預期今夏歐
洲轉會市場將會非常熱鬧，因
為財政壓力增加的祖記，除了
要出售一些球員以收回資金之
餘，在歐聯達成3連霸的皇馬，
亦肯定要為C朗尋找接班人，以
繼續延長王朝，可以預言今夏
的轉會窗，肯定不會平靜。

皇家馬德里在出售C朗之
後，自然要努力尋找接班人，
但由於尼馬及基利安麥巴比均
會留効巴黎聖日耳門，故“銀
河艦隊”的目標已轉到比利時
翼鋒夏薩特身上。根據歐洲媒
體報道，夏薩特在世盃季軍戰

後接受訪問時曾表示，是時候
接受新挑戰，明顯暗示有意為
皇馬効力；只是報道同時指
出，車路士不會輕易放走夏薩
特，更開出2億英鎊價錢希望
嚇走皇馬，看來轉會未必可以
於短期內成事。

另一方面，引入了C朗的
祖雲達斯，亦要出售一些球員
以找回部分資金，而左閘阿歷
士辛度就可能成為犧牲品。據
報巴黎聖日耳門已經與這位沒
有入選世界盃的巴西球員達成
協議，祖記方面將可得到約4,
000萬歐元，得以保持收資平
衡。■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浩然

朗朗：：CC 我要走我要走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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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超班霸曼聯於17日公佈了2018至2019
年賽季的新主場球衣。
過去一季四大皆空的曼聯，17日公佈了

新一季主場球衣的設計，並找來桑馬達、連
格及保羅普巴等球星作主角。從圖片所見，
曼聯新主場球衣當然是以傳統的紅色為主
色，但就於肩膀及腰間位置加入了黑色作配
襯。據報道指，贊助商今次加入黑色元素，
是為了向當年創會的一班鐵路工人作敬。此
外，曼聯新球衣亦首度加入了手袖贊助的標
誌，較早之前他們與一家美國廚房及浴室公
司簽訂了合約。

說到曼聯，這支英超豪門日前已出發到
美國準備一系列熱身賽，然而球隊今次訪美
名單中，除了缺少一眾出席過世界盃的球
員，竟連今年初由阿仙奴來投的阿歷斯山齊
士亦榜上無名。據了解，山齊士並非有傷在
身，而是被美國禁止入境；事緣這位智利球
星今年2月承認於効力巴塞期間逃稅，雖然最
終已補交稅款，惟由於美國禁止曾犯欺詐罪
的人士入境，故“山神”未能隨隊出發，而

曼聯會方已聯同律師，嘗試解決有關問題。

白蘭特回歸阿積士
另一方面，曼聯17日亦宣佈將陣中荷蘭

後衛戴利白蘭特，以約1,400萬鎊轉會費售回
其母會阿積士。現年28歲的白蘭特在2014年
隨雲高爾加盟“紅魔鬼”，可惜一直未能奠
定正選位置，4年期間在英超僅上陣90次，射
入過4球。 ■綜合外電

阿根廷日前宣佈辭退國家
隊教練森柏奧利後，自然要着
手尋找新帥，而現任哥倫比亞
教頭比克文，據報是阿根廷足
總的首要人選。
現年68歲的比克文本身是阿

根廷人，更於1994至2001年間
執教阿根廷U20國家隊，以及在
2004至2006年間執掌阿根廷國家
隊，並領軍殺入世界盃8強。根
據阿根廷《奧萊報》報道，曾培
育出艾馬等球星的比克文，對重
返國家隊亦深感興趣，惟將向足
總要求同時負責阿根廷的青訓系
統，務求為球隊作重建。

馬拉當拿任白俄球會主席
除了比克文之外，亦有媒體

指出阿根廷足總有意邀請曼城主
帥哥迪奧拿任新教練，而哥帥更
承諾願意聽取足總的條件，但由
於哥帥早前才與曼城續約，故消
息看來不太真確。
另一方面，世盃後表示願意

免費執教國家隊的馬拉當拿，日
前則落實成為白俄羅斯球會比斯
特戴拿模的主席，看來已無緣再
次帶領阿根廷出戰。■綜合外電

曼聯新季主場球衣出爐

■■山齊士（左）仍未能出發到美國。
網上圖片 ■■曼聯新球季主場球衣出爐。 官方圖片

■■祖記球迷舉起C朗旗幟歡迎偶像。 美聯社

■■CC朗展示自己的祖記朗展示自己的祖記77
號球衣號球衣。。 官方圖片官方圖片

亨利棄400萬鎊年薪專心教球
一直兼任比利時國家隊助教，以及英國天空電

視台評述員工作的前法國球星亨利，宣佈辭去其評
述員工作以專心成為教練，根據報道，亨利這次決
定將使他失去400萬英鎊的年薪。

協助比利時贏得世界盃季軍的亨利，透露自己
近日燃起了成為教練的慾望：“過去4年我得到一
些寶貴的執教經驗，這些經歷令我更加渴望去完成
自己多年來要成為教練的夢想。無疑，成為教練的

決定亦代表我要辭去評述員的工作，因這樣我才能
花更多時間於球場之上。”

值得一提，亨利早前曾認為自己可以身兼兩
職，故拒絕了恩師雲加的邀請重返阿仙奴任助教，
並因雲加要求自己辭去評述員職務，而與對方出現
一點不咬弦，更沒有出席雲加的告別戰，惟從現時
的抉擇看來，看來亨利已知道雲加當日的看法，才
是正確的道路。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浩然

■■亨利亨利（（右右））將專心教練將專心教練
工作工作。。 路透社路透社 ■■比克文成阿根廷新帥大熱比克文成阿根廷新帥大熱。。 路透社路透社

傳
比
克
文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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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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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家
隊

■■CC朗受到大量記者追訪朗受到大量記者追訪。。
法新社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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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電視介紹

7/16/2018 -7/22/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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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17 18 19 20 21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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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曉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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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曉說(首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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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0-12:00

12:00-12:30

12:30-13:00 曉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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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在美國(首播）

14:30-15:00

我的留學生活(首
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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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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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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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7/12

Southern Television 15.3             2018年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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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者歸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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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戰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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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輿論場  (重

播)
健康之路 (重播)

王者歸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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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鹽健康園地(重播) 城市一對一（重播） 休士頓論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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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瑞與大魔王》 (首播)

特別呈現 (重播)
舌尖上的中國 (重播) 武林風  (重播) 開門大吉 (重播) 武林風 (首播)

開門大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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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鹽健康園地 城市一對一 休士頓論壇 台灣心動線

舌尖上的中國(首播)
電視劇《家庭戰爭》 （首播）（English Subtitles） 中國文藝 (首播)

海峽兩岸(首播)
味道(首播) 中國輿論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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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南廣播電視台     看電視聽廣播

美南國際電視STV15.3為方便觀眾收看，
「電視廣播合為一體」

               不需任何付費，
             觀眾可24小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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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下載Apps收看：
         可在蘋果商店搜尋  
      「Today America」，
         下載Apps，除了
         可用手機讀報
         更方便，也可以在Apps裡
         收看STV15.3 電視直播。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如需開車時收聽廣播，請鏈接到車載音響設備 (數據線/藍牙設備），效果更佳。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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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STV15.3 Hou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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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南廣播電視台     看電視聽廣播

美南國際電視STV15.3為方便觀眾收看，
「電視廣播合為一體」

               不需任何付費，
             觀眾可24小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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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下載Apps收看：
         可在蘋果商店搜尋  
      「Today America」，
         下載Apps，除了
         可用手機讀報
         更方便，也可以在Apps裡
         收看STV15.3 電視直播。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如需開車時收聽廣播，請鏈接到車載音響設備 (數據線/藍牙設備），效果更佳。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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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STV15.3 Hou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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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1對1》
   一檔固定的城市交流訪談欄目

▲ 節目截圖

精彩
節目介紹

節目介紹：
CCTV4《城市1對1》

欄目是全球唯一一檔固定的城市交流訪談欄
目，每期節目選擇中外兩個城市，通過小片
展示以及演播室嘉賓講述，展示風貌建築、
特色美食、傳統文化，探尋人文故事，展現
城市魅力。

播出時間：
晚上7:30-8:30，
重播時間次日下午1:00-2:00. 敬請關註。

《城市1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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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汽車榮獲2018 J.D. Power
新車初始品質調查頂級品牌殊榮

出了車禍不要緊出了車禍不要緊，，李醫生免費幫你治李醫生免費幫你治！！

（本報記者黃梅子）在美國，
每個人都要開車，如果出了車禍怎
麼辦？一般來講，傷員要被送到急
疹室進行一系列檢查，比如腦部CT
、胸腔CT、腹腔CT等。如果需要手
術，你就不要猶豫了，馬上進行。
如果內部器官完好，也沒有傷筋動
骨，只是肌肉或軟組織受傷，可以
尋求中醫或西醫復健治療。這時候
，找李醫生，他可以幫你免費治療
！不用你自己掏一分錢，全部由保
險公司買單！不管是你的過錯還是

對方的過錯導致的車禍，只要汽車
買了保險，你把保險號告訴給李醫
生，由他負責免費將你治好！

有些人怕麻煩不願意看醫生，
車禍之後開始沒感覺，3--4 星期之
後才會覺得肩痛、背痛，才想起來
去求醫；也有人雖然車禍後很快去
看醫生，但看了幾次感覺稍好之後
，就三天打魚，兩天曬網。這些對
於車禍賠償都是不利的，對自己身
體更是有害。對於沒有傷筋動骨的
小車禍，2--3個月的推按摩康復治
療之後，大多數人都會感覺好了；
對於大小手術治療後的傷員，1--2
年之後，也會慢慢好轉，這個時候
，絕大多數人都會忘記車禍這檔子
事兒，繼續開車。遺憾的是，5年、
10 年，甚至 20 年之後，大多數人
（尤其是老年時期）就開始出現了
病癥。一般是頭部、視力、手腕、
肩部、腰部以及骨骼其它部位等，
總是感覺哪兒不對勁兒，找不到原
因。其實，這就是車禍後遺癥。腦
震蕩是比較容易查出來的，但軟組
織受傷是很難查出來的，CT、超聲
波都不行，最多是核磁共振（NMR

）可能會發現一些問題（醫學檢查
稱為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
nance Imaging，MRI ）。但如果自
己記得當年的車禍，發生的部位，
便可很容易聯想起來。

這就提醒車禍傷者，需要及時
進行腦部、背部、骨關節和軟組織
恢復治療與保養，千萬不要等到10
年20年之後才想起來，那就晚了。
建議您去找李醫生，他是這方面的
專家，他會幫您設計治療方案，保
險公司支付您全部的費用，經過精
心治療之後，您不會有任何後遺癥
。

車禍後遺癥有一個顯著的表現
就是長期腰痛背痛頸痛，腰椎間盤
發生退行性變異導致纖維環破裂，
造成髓核脫出壓迫神經根或硬膜囊
而引起坐骨神經痛等一系列腰腿痛
癥狀，患者常常感覺下肢放射性疼
痛（坐骨神經痛）下肢麻木、感覺
異常、前行困難。嚴重時出現神經
肌肉癱瘓和萎縮。腰部長期反復疼
痛，休息時減輕，勞累就加重，常
常有彎腰困難，久坐後疼痛，彎腰
過久後疼痛加重等癥狀。部分患者

出現眩暈、頭痛等癥狀，甚至引發
鼻炎、耳炎，也伴有手麻、手酸。

Texas Spinal Care的李醫生治車
禍後遺癥和療椎間盤突出有20多年
的經驗，李醫生畢業於加州大學聖
荷西分校，行醫多年，信譽卓著。
他採用非手術治療，運用推拿、註
射、器材和營養相搭配的方法，治
療車禍後遺癥和腰椎、頸椎間盤突
出非常有效，病人無痛苦、不用專
門請假，可以邊工作邊治療，而且
整個療程的費用比手術治療時的co-
pay還低。

李醫生診所使用最新技術MRI
診斷治療，病人躺在治療床上，電
腦很快就能診斷出是哪一節椎間盤
受損或突出、有無炎癥、缺水程度
等，李醫生根據電腦診斷的結果針
對受損的那一節椎間盤治療，既準
確又見效快，一次治療下來疼痛馬
上減輕80%。李醫生專精車禍後的
複健，車禍後PI與PIP都收。請打電
話給李醫生免費諮詢。中文請與
queen 陳 聯繫。

Texas Spinal care
電話：713-278-2225
網址：http:txspinalcare.com
診所地址：9610 westheimer road, Houston,
Texas77063
診療時間：每周一、三、五全天，二、四、
六上午。

• 在非高級品牌中，現代汽車排名第二。
• 現代汽車整體排名提升到第三，每百輛新
車問題數量比2017年減少了14個。
• 現代Tucson在新車初始品質調查中為排名
最高的小型休旅車。
• 現代Santa Fe則在中型休旅車中排名第二
。
• 現代汽車位於蔚山的製造工廠榮獲工廠品
質銅牌獎。

現代汽車的新車初
始品質在業界名列前
茅，因為現代在2018
年 J.D. Power 的美國
新車初始品質調查
(Initial Quality Study)
中被評為非高級品牌
中的第二名。同時，
現代每百輛新車的問
題也減少了14個，藉
此從去年的第六名晉

升到第三名，成為進步最大的汽車品牌。
在不同的車款級距中，現代Tucson被評為

排名最高的小型休旅車，整體的排名則為第四
名。現代Santa Fe則在中型休旅車中排名第二
。此外，現代汽車位於南韓蔚山，製造Tucson
的工廠則榮獲亞太地區製造工廠生產線品質的
銅牌。

北美現代汽車品質與服務工程總監Omar
Rivera提到： 「現代汽車的顧客能對他們選擇

的新車款充滿信心，是因為現代新車的初始品
質以及長期質量在整個汽車業界中皆為數一數
二。J.D. Power的新車初始品質調查為業界公
認的衡量標準，我們2018年的排名是現代汽車
致力於生產最高品質的車輛以及教育顧客如何
使用其汽車科技和功能的結果。」

除了新車初始品質調查的好成績之外，現
代汽車在2018年J.D. Power的汽車可靠性調查
中也榮獲了非高級品牌第三名的殊榮。現代汽
車在這兩個調查中的優異成績證明了其領導團
隊長期的努力成效顯著。現代Tucson在可靠性
調查中也得到了同級距中最高的排名。
J.D. Power是藉由每百部新車 (於車主購車後90
天之內) 中駕駛人所遭遇的問題數量 (PP100) 來
衡量新車的品質。分數越低，新車初始品質則
越高。現代汽車的PP100分數為74，遠好過業
界標準的93個問題。

2018年美國市場的新車初始品質調查於
2018年2月至5月進行，結果是根據75,712名
2018年新車車主的回覆所得出的。這些車主是

在擁有現代新車後90天內參與調查。這個調
查包含八個部分，總共有233個題目，用意在
於為製造廠商提供訊息，以便於辨別新車問題
以及推動產品改進。請至http://www.jdpower.
com/resource/us-initial-quality-study-iqs查詢
更多美國新車初始品質調查的訊息。

Large-Large-3063830638--20182018TUCSONSPORTTUCSONSPORT

台灣大學管中閔教授已應邀訪問休士頓並將於八月十二日(星期日)以 ‘台大新價值，台灣新意志 ’ 在休
士頓作專題演講。

籌備會於八月十二日安排了兩個活動，一是管中閔教授歡迎午餐(餐費$35), 以及下午的專題演講(免費,但必
須事先報名)。演講會中並安排Q&A時段，讓來賓與管中閔教授互動。

八月十二日歡迎午餐時間: 中午11時半, 專題演講時間: 下午二時，地點均為Houston Marriott Westchase,
2900 Briarpark Dr, Houston, TX 77042，: ucc2018.kuan@gmail.com, 或以電話: (281) 446-0000報名。報名時請務
必留下您的中文姓名、參加人數、電話號碼以及表明您是參加: 1) 演講會, 2) 歡迎午餐, 或是3) 午餐及演講,
以便統計人數安排場地。接到參加歡迎午餐朋友的報名資訊後, 主辦單位將會即時回覆餐費的付款方式。

歡迎大家踴躍參與，共襄盛舉。

請來聽聽管爺怎麼說 管中閔教授休士頓演講及餐會

（ 休士頓 / 秦鴻鈞
報導 ） 每年七月開課的
德州佛教書院，今年特
別邀請馬來西亞的道一
法師前來主講 「普賢願
‧ 當代行 」系列講座。
道一法師以普賢十大願
，如何契合當代人的生
活需求，探討將佛法融
入身心的可行性，落實
經教不離生活，生活不
離佛法的理念，提升生
命品質，增進佛法信念
。

在 本週一晚的 「普
賢願 ‧ 當代行 」第一講
中，道一法師以 「普皆
回向」 為當晚的主題，
他一開始即提出兩個關
鍵反思：（ 一 ） 我為什
麼學佛？誦經、禪坐、
當義工----- 我要什麼
？他提出是為成佛、證果、解脫、提高生命品質。（ 二 ） 怎麼做才
能達成我的目標？他提出達成目標的方程式，從普賢十大願，習學八
正道，覺察善惡心，通過苦諦、集諦、道諦、滅諦，從應對模式，到
覺知模式, 達到知足的、悲憫的、諒解的、尊重的、信任的、如理的
善性循環的覺知模式，這就是滅諦。

道一法師以佛經的經句說明覺悟旅程的起始點： 「爾時，普賢菩
薩摩訶薩稱歎如來勝功德已，告諸菩薩及善信言： 「善男子！如來功
德，假使十方一切諸佛，經不可說不可說佛剎極微塵數劫，相續演說
，不可窮盡」 「若欲成就此功德門，應修十種廣大行願。」

道一法師提到何為 「普賢十大願 」？何等為十？一者、禮敬諸
佛，二者，稱讚如來，三者、廣修供養，四者、懺悔業障，五者、隨

喜功德，六者、請轉法輪，七者、請佛住世，八者、常隨佛學，九者
、恆順眾生，十者、普皆迴向。」

道一法師簡歷：1997年大馬醫藥檢驗學院畢業，1997年下旬出家
，2013年台灣福嚴研究所畢業。曾任馬來西亞佛學院、台灣福嚴佛學
院及壹同寺女眾佛學院教員。現任：彼岸法音基金會、妙香林護法團
、士拉央佛教會宗教顧問，檳城真光佛殿及北海華嚴講堂監院、廣餘
長老佛教教育基金會總務及馬來西亞寂靜禪林長老團成員。

法師嘗自謂，福嚴佛學院的一千多個晝夜，是對他一生影響最多
，改變最大的階段，而且有幸遇見生命中的大善知識─印順導師。法
師曾隨Ven. U Pannathami學習馬哈希禪法，後隨性空法師習慈心禪，
後又在帕奧禪師座下習四界分別觀。

2018 年德州佛教書院本周一開課，共二週十晚
道一法師主講 「 普賢願‧ 當代行」 系列講座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UFO 學會本月份開
會，將於本周六（ 7 月21日） 上午九時半至十一
時半在美南銀行會議室舉行。本次會議將由 UFO
學會會長亓國華主講： 「他們來自金星 ！？」 ，
歡迎各界踴躍前往聽講。

UFO 學會本周六開會
亓國華主講 「 他們來自金星！？」

圖為道一法師圖為道一法師 本周一起在玉佛寺大雄寶殿本周一起在玉佛寺大雄寶殿 「「德州佛教書院德州佛教書院」」 暑期班主講暑期班主講：： 「「
普賢願普賢願 ‧‧ 當代行當代行 」」 。（。（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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