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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解 1：顺产不容易恢复体型
顺产不容易恢复体型。因为顺产会便骨盆结构发生改变，从而影响以前苗条的身材，而且产后很

长一段时间也没办法恢复。

专家纠误：顺产非但不会危及体型，而且还会增强体型的美。

女性体型美的标准之一在于有丰满的臀围。阴道分娩时由于骨盆韧带松弛，使盆围、臀围增宽，

显得更加丰满。新妈咪在分娩后应积极母乳喂养，合理进食，并坚持运动。身材一定能恢复孕前的样

子。

误解 2：顺产不成还要剖腹产，不如开始选择剖腹产
如果顺产不成，还是要剖腹产，还不如从一开始就选择剖腹产，免得吃 "二遍苦 "。

专家纠误：到底选择哪种分娩方式最终还是要听医生的。

产妇应当要采取什么样的分娩方式，医生都会有专业的安排，医生会根据你自身的条件为你决

定适合的分娩方式。不适合顺产的产妇。在生产前医生就会告知应采取剖腹产。

剖腹产应该是在母体或胎儿有异常时所采用的方法，例如，孕妇骨盆腔狭窄、胎儿过大、胎儿胎

位不正、前置胎盘、胎盘早期剥离、妊娠毒血症、急性胎儿窘迫等，不能成为产妇害怕顺产的理由。

误解 3：顺产太疼了，无法忍受
顺产太疼了，简直无法忍受，做剖腹产多好，用了麻醉药既不疼，而且母子安全，多好啊！

专家纠误：剖腹产虽没有顺产那么疼，但也存在一定风险。

顺产时，产妇应转移注意力，注意放松心情，这样，也能适当减轻疼痛。

剖腹产由于麻醉药的止痛作用，分娩痛是减轻了，但剖腹产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一定的风险，如

麻醉意外、术后出血、产后感染率等。

误解 4：顺产影响性生活
顺产影响性生活，因为分娩时阴道及外阴极度扩张，导致阴道松弛。

专家纠误：锻炼骨盆肌肉，就可以帮助你改善阴道松弛。

产后在保证营养素摄取的前提下，通过锻炼骨盆肌肉就可以改善阴道松弛的现象。随着产妇身

体复原，性激素水平回升到原水平，性功能也会随之恢复。所以，完全不用为此担心。

误解 5：个子小巧生产无力
个子小巧，担心自己在分娩时力气不够，生孩子困难。

专家纠误：产力与体质没有绝对关系，子宫收缩是自主神经的收缩，力量非常大，所以正常女性

都具有产力，最主要最关键的是要注意用力的技巧。

产力与平时用力是不一样的，分娩时要两只胳膊抓着把手往外，屁股往下坐，把力气用到该用的

地方。在整个分娩过程中，产妇要适当地调节呼吸、放松心态、正确地运用力气。

要想增强自己的产力，孕妇在怀孕期间就要开始做运动，同时也要保持良好的心情。

当然，如果孕妇的腹部脂肪太厚，那力气就没有办法使出来，所以孕妇要控制体重，这也是顺产

能否正常进行的关键呀。

误解 6：切下面不如切上面
很多阴道分娩的病友说，自己生，下面还是要切一刀，疼得很，还不如剖腹产。

专家纠误：不经过侧切的产妇其产后恢复快，出院早。从发生新生儿窒息、产程延长的角度分析，

不侧切组与侧切组无显著差异。

会阴侧切是有适应症的，对于胎儿较大、有缺氧情况、臀位产时，或第二产程较长，或有其他医疗

指征，需施行产钳、吸引器助产的产妇，仍需侧切。它可以扩张产道，让宝宝顺利、快速地出生，而且裂

口整齐，分娩后的缝合手术容易操作。

如果一味坚持不做侧切，会导致裂口不规则，难以缝合，拆线后留下的伤疤也很不规则，很影响

美观；严重的，还会损伤肛门括约肌，造成以后大小便失禁。会阴侧切是要局部打麻醉药的。

爱心提示：
l、做好产前检查，及时发现怀孕期的不利因素。及时纠正治疗。注意调整饮食结构，避免因营养过

剩而造成胎儿过大，影响产程进展。

2、在分娩期前多听医生建议，选择合适分娩方式。在分娩中不要自作主张，应听从医务人员的指

导。

钥

（综合报道）虽然每个孕妈咪都很清楚的知道顺产优于剖腹产，可是，临到
分娩，她们却仍然还在踌躇，最终可能还是会因为恐惧等心理问题或是对
顺产的误解而选择剖腹产。

周末休士頓繽紛色彩周末休士頓繽紛色彩 戶外運動慶典戶外運動慶典、、世界狗狗大展世界狗狗大展、、婚禮展婚禮展
(本報訊) 本周休士頓有愛狗人士不能錯過

的世界狗狗大展、喜愛歌劇的人不能不去觀賞
的歌劇魅影續集，還有超大型的婚禮策畫展讓
女孩們打造夢想中的婚禮，如果想活動筋骨，
不妨去看看戶外運動慶典，或在周四的早晨參
加Buzz雜誌主辦的免費鍛鍊日，祝大家週末愉
快！
1. 休斯頓世界狗狗大展(Houston World Series
of Dog Shows)

休斯頓世界狗狗大展從周三至周日這段時
間在NRG中心舉行，參觀者可以觀賞讓人眼花
撩亂的狗狗選美大賽，激動人心的狗狗團體接
力賽，還有狗狗與牠們的主人精心設計的表演

節目。當天還有McScotty市集，提供與狗狗相
關的產品、禮品。

時間：7月18-22日(周三-周日) 8:00am-6:
00pm

地點：1 NRG Pwy, Houston, TX 77054
門票：周三免費；周四-周日$5-15/人

2. 戶外運動慶典(Outdoor Sportsman Show)
大自然愛好者的交流時間到了！從周五至

周日，戶外運動慶典中，有包括狩獵，釣魚和
休閒射擊等展覽活動。另外有特別設置家庭娛
樂區，確保孩童也能開心、安全的享受在活動
中。當天還有頂級戶外零售商、製造商、戶外
用品商等將來到現場設立攤位，與參與者有更

好的互動。
時間：7月20-22日(周五-周日) 3:00pm-8:

00pm
地點：1001Avenida De Las Americas, Hous-

ton, TX 77010
門票：$5-10/人

3. 歌劇魅影續集 – 愛情永不死(Love Never
Dies Performance)

百老匯著名音樂劇 「歌劇魅影」轟動全球
25年後，推出續集，自周四到周日在休士頓轟
動上演，門票每人35元，喜歡的朋友可前往觀
賞。

時間：7月22日2:00pm、7:30pm

地點：800 Bagby St., Houston, TX 77002
門票：$35/人

4.新娘狂歡展(Bridal Extravaganza Show)
新娘狂歡展將在周末登場，400多家供應商

等著和想要步入婚姻的 「你們」會面，新娘新
郎和婚禮策劃師可以從700多個陳列櫃或正式的
時裝秀中獲取靈感，展覽中能找到一切與婚禮
相關的東西，並與專家交談，了解最新趨勢，
打造夢想中的婚禮。

時間：7 月 21-22 日(周六日) 10:00am-5:
00pm

地點：215 Kipp Ave., Kemah, TX 77565
門票：$15/人

【泉深編譯 / 來自 CNN 】美國當地時間
週五（ 20 日）上午，美國得克薩斯州休斯頓市
德州醫學中心發生一起自行車槍擊事件，美國
前總統喬治. W . H .布什（老布什）的心臟醫生
馬克.豪斯克希特（ Mark Hausknecht ）不幸中
槍身亡。

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 ）報導，
休斯頓警察局執行助理特洛伊.芬納（ Troy
Finner ）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事發於休斯頓
市得克薩斯醫學中心附近，事發時間為 20 日上
午 9 點前不久。

芬納稱，事發當時，豪斯克希特與槍手各
自騎著自行車相向而行，兩人擦肩而過後，槍
手突然轉過身朝豪斯克希特開了兩槍，之後便
騎著自行車逃離事發地。

中槍後，豪斯克希特被送往醫院，但之後
被宣告不治身亡。調查人員目前尚不清楚槍手
是針對性的開槍還是隨機開槍，抑或是公路暴
力引發的。但是，芬納稱，事發現場有一些目
擊者，可能會有現場視頻流出。

據悉，槍手被描述成一位 20-30 歲的拉美
裔男性，事發時他穿著深色襯衣、深色褲子，

騎著一輛黑色自行車。
報導指出， 94 歲老布什的發言人.吉姆.麥

格拉斯（ Jim McGrath ）發表聲明稱，前總統老
布什對豪斯克希特遇難一事感到非常難過，並
向豪斯克希特的家人及其在休斯頓衛理公會醫
院（ Methodist Hospital ）的同事、他的朋友們
表達了最誠摯的哀悼。

老布什在聲明中說：“馬克是一位了不起
的心髒病專家，也是個好人。我將永遠感激他
對我非凡的、富有同情心的關懷。我們為他的
家人祈禱。”

休斯頓衛理公會醫院事後也發表聲明稱：
“我很遺憾地告訴你們，休斯頓衛理公會員工
、德比奇心臟和血管中心員工中最重要的一位
成員——心髒病專家馬克.豪斯克希特博士在今
晨騎自行車上班的途中不幸被槍殺了。馬克是
休斯頓血管協會的一位領導，專門研究心血管
疾病。他獲得了貝勒醫學院的醫學學位，並在
約翰霍普金斯醫院完成了進修還獲得了獎學金
。他是休斯頓資深醫生，已有近 40 年的行醫經
驗。”

休斯頓德州醫學中心再發槍擊案
美國前總統老布什心臟醫生不幸中彈身亡

休斯頓德州醫學中心再發槍擊案休斯頓德州醫學中心再發槍擊案，，美國前總統老布什心臟醫生不幸中彈身亡美國前總統老布什心臟醫生不幸中彈身亡。。 警察在調查槍擊案現場警察在調查槍擊案現場。。 警察在調查槍擊案現場警察在調查槍擊案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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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韋霓休斯敦報導) 休斯敦的中國城裡，匯集了林林種種
各式菜系，在眾多的餐廳裡，新疆美食可算是獨樹一格，一方面
因為是清真菜，肉品的處理特別乾淨；同時，新疆菜總是香噴噴
，味道美滋美滋的，特別開胃。位於黃金廣場的維吾尔人家

(Uyghur Bistro)提供正宗的新疆美食，吸引許多喜愛佳餚的顧客
上門。

來到維吾尔人家，可以發現牆壁上裝飾著中亞的藝術品，這
裡的服務人員特別nice，服務非常周到。經理拜先生是道地的新
疆人，他表示，店裡的菜有兩大類，包括中亞傳統健康美食，以
及中華料理，麵類都是全手工製作，特別有嚼勁，可以吃的出來
。

拿著菜單，發覺有好多想要點的菜，都是新疆的特色美食，
像是羊肉抓飯、羊肉串、新疆大盤雞、薄皮羊肉包子、維吾尔拌
麵、羊肉湯餛飩、囊包肉等，而深受大家喜歡的牛肉麵、水煮魚
片、干鍋牛/羊肉、麻辣大蝦、干燒全魚等，這裡也有。

清真菜
清真菜是信仰伊斯蘭教的人使用的飯菜，他們不用豬肉，而

牛肉、羊肉都依規定來屠
宰，必須經過祈禱與放血
，因此非常的乾淨，沒有
腥味。

一位顧客劉小姐表示
，這裡能做出正宗的新疆
口味，她去過新疆，也在
其他地方吃過不少新疆菜
，認為這一家是休斯敦最
好的。

新疆特色美食
手抓飯:在當地人眼中

是美食之王，原來是用手
抓著吃，是婚喪喜慶必備
的主菜，也是每家常常吃
的主食。關於手抓飯，有
個美麗的傳說，相傳一千多年前，有一位新疆醫生，
因為年紀很大了，身體相當虛弱。他自己研究一
種好吃又營養的飯進行食療，早晚吃一小碗，
慢慢的身體越來越好，族人覺得很好奇，以
為他有什麼妙藥，才發現是手抓飯，後來公
諸於世，因為色香味俱全，營養又好吃，便
廣為流傳。

羊肉串:新疆冬天天氣冷，人們喜歡吃肉
來提高能量。羊肉串在新疆有非常多的作法，

其

特色是切成小塊，醃好入味，用鐵籤串
起來，以炭火來烤，味道很純正、自

然，裡面會有孜然粉，微辣，味道
非常香，肉質嫩又富有油脂。
羊肉薄皮包子: 用一定比例的羊

肉、羊腿油，加上特殊調料，味
道比較清爽，只有新疆能做出這種

味道。
維吾尔拌麵: 採用手工麵，全手工製

作，拉的細細長長的，煮熟了再和另外的菜
拌在一起，不油不膩，Q彈有咬勁，口感一流。

新疆大盤雞: 是新疆文化與漢文化的結合
，最早的新疆菜沒有炒菜，後來漢人的
習慣慢慢傳進來，才有炒菜，是文化
與生活上的一種交流，大盤雞即是
一個很好的例子。這裡的大盤雞
分量很足，鮮美多汁，裡面有

寬帶麵，同時使用的是休
斯敦本地農場養的土
雞，是經理親自去農
場抓來的喔，肉質鮮
美，口感很棒。
羊腿湯:這裡的羊腿

需要煮好幾個小時，在新
疆婦女產後要吃羊腿湯，既營

養又補鈣，對恢復身體很有幫助。

此外，這裡的牛肉麵非常受歡迎，份量大，牛肉給的也多，非
常的叫好。

經理拜先生表示，新疆菜比較多是
烤、蒸、煮等方式，健康而自然，
在新疆有很多百歲老人，之所以
如此長壽，跟他們的食物有關，
即使七、八十歲也不用去醫院
，他們是通過食物來調理身體
的。歡迎民眾來品嘗道地的新
疆美食。

維吾尔人家(Uyghur Bis-
tro)電話: 281-888-6227。

地址: 9888 Bellaire Blvd.,
Suite 168, Houston, TX 77036(
位於黃金廣場)

休斯敦美味推薦休斯敦美味推薦
維吾尔人家維吾尔人家 正宗新疆美食正宗新疆美食

美南直播電視大抽獎活動美南直播電視大抽獎活動，，昨在大華超巿十號公路店舉行昨在大華超巿十號公路店舉行
吃美食看節目抽大獎吃美食看節目抽大獎，，給大華超市廣大客戶帶來意外驚喜給大華超市廣大客戶帶來意外驚喜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為了宣傳 「美南電視
」廣播電視合為一體，全球直播，或直接掃二維
碼（ QR code ),上 Google 網站 「Southern TV -
STV 15.3 Houston 」 搜尋； 或以下載 Apps 方式
，在Apps 里收看STV 15.3 電視直播，人人都可在
手機上每天觀看美南電視。

為了協助大家立即可觀看美南電視 STV 15.3
台，美南電視廣播直播車，昨天（ 周六 ）中午來
到大華超巿位於10 號公路與Blalock 交口上的十號
公路德州分店，為該店繁忙的業務空檔帶來意外
的驚喜和視野。

美南電視昨天帶來了著名歌手石雪梅的＜ 牧
羊曲＞,＜ 月亮花兒開＞ 兩首名曲，以及著名歌手
王宇演唱＜ 古老的歌＞，只見兩位歌手動人的歌
聲在大華超巿偌大的空間迴響，吸引了不少在大
華購物的民眾，大家在推車購物之餘，順著優美
動人的歌聲，目不轉睛的盯著台前的動人演出。

還有，由董革老師率領的 「美南電視藝術團
」 ，一群風度翩翩，舉止端莊的仕女，在 「太湖
美 」 的歌聲中，表演中華旗袍真人秀，在大華超
巿收銀台前的空地，表演隊形多變，婀娜多姿的
「走秀」功力，所有在現場的人皆被這支美麗的

隊伍深深吸引，而目不暫捨。
當天最精彩的莫過於大抽獎活動，由大華超巿

十號公路店的經理Cecile 主持抽獎，在主持人吳凱
俊的介紹下，共抽出六名大獎，獎品包括黃金奇
異果一箱或九九香米一袋，很多寫抽獎券的人被
精彩節目吸引，不捨離去，後來又抽中大獎，自
然喜不自勝。

美南直播電視大抽獎活動，下週（ 7 月28 日
）中午， 將來到Katy 的大華超巿，與Katy 地區的
民眾作面對面的交流，我們也將推出更精彩的節
目，送出驚人大獎，敬請期待！

圖為圖為1010 號公路邊上的大華超巿休士頓店外觀號公路邊上的大華超巿休士頓店外觀。（。（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圖為1010 號公路邊上的大華超巿休士頓店外觀號公路邊上的大華超巿休士頓店外觀。（。（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由大華超巿十號公路店經理由大華超巿十號公路店經理CecileCecile （（ 右右 ）） 與節目主持人吳凱與節目主持人吳凱
俊俊（（左左））主持抽獎主持抽獎。（。（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著名歌手石雪梅在現場演唱＜圖為著名歌手石雪梅在現場演唱＜ 牧羊曲＞牧羊曲＞。（。（ 記者記者
秦鴻鈞攝秦鴻鈞攝））

圖為圖為 「「 美南電視藝術團美南電視藝術團 」」 在現場表演中華旗袍真人秀在現場表演中華旗袍真人秀。。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抽中大獎者圖為抽中大獎者（（ 中中 ）） 接受大華超市經理接受大華超市經理CecileCecile （（ 右右 ）） 現現
場頒獎場頒獎。（。（左左））為活動主持人吳凱俊為活動主持人吳凱俊。（。（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著名歌手石雪梅演唱圖為著名歌手石雪梅演唱<< 月亮花月亮花
兒開＞兒開＞。（。（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著名歌手王宇演唱＜圖為著名歌手王宇演唱＜ 古老的古老的
歌＞歌＞。（。（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美南電視藝術團美南電視藝術團 」」 演出後表演者合影演出後表演者合影。（。（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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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01-JESSICA REALTY TEAM王洪旭256C_4

金牌地產經紀人   

手機：832-207-8808
微信：andearwang
E-Mail:wanghongxu001@gmail.com

杰喜地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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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僑委會副委員長高建智僑委會副委員長高建智
視察休士頓僑教中心視察休士頓僑教中心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
陪同僑委會副委員長高建智視察僑教中心業務

莊雅淑主任與陳家彥處長向高建智副委員長解說
為介紹臺灣文化，在中心大廳設置打谷機及臺灣

村舍情境

高建智副委員長以農民之子詳細解說打谷機
應用方法

陳家彥處長、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及楊容清副主
任向高建智副委員長報告僑教中心如何行銷台

灣文化

高建智副委員長表示僑胞是政府海外力量的延
伸，政府寶貴的資產，服務僑胞是僑委會、僑教
中心的責任，鼓勵休士頓僑教中心繼續提供優質

僑務服務。

休士頓辦事處陳家彥處長、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
及楊容清副主任陪同僑務委員會高建智副委員

長參觀台灣導覽教室

高副委員長由高副委員長由 休士頓辦事處陳家彥處長休士頓辦事處陳家彥處長、、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及楊容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及楊容
清副主任清副主任 陪同參觀歡樂歌唱班耆老練唱情形陪同參觀歡樂歌唱班耆老練唱情形。。與歡樂歌唱班會員鐵大與歡樂歌唱班會員鐵大
鵬鵬，，會長陳德新等會長陳德新等((著紅色著紅色TT恤衫者恤衫者))歡迎高副委員長歡迎高副委員長

僑務委員會高建智副委員長在僑教中心即興與
王妍霞合唱一隻小雨傘

僑務委員會高建智副委員長 7月1日應邀和中
華合唱團員們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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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星光教育基金會由星光教育基金會，，美國休士頓兒童少年合唱團美國休士頓兒童少年合唱團
和台中市惠文國小聯合主辦和台中市惠文國小聯合主辦

20182018 星光親善大使休士頓音樂交流活動開始星光親善大使休士頓音樂交流活動開始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

本屆出訪的星光親善大使孩子們周五在墨西哥餐廳用完本屆出訪的星光親善大使孩子們周五在墨西哥餐廳用完 「「台北經文台北經文
處處」」 陳處長的接風宴後陳處長的接風宴後，，全體師生及主辦方代表在餐廳門口合影全體師生及主辦方代表在餐廳門口合影。。

「「星光教育基金會星光教育基金會」」 董事長林文寶董事長林文寶（（ 左左 ））在在
晚宴上贈送紀念品給晚宴上贈送紀念品給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陳家彥處

長長（（ 右右 ）。）。

「「星光教育基金會星光教育基金會 」」 董事長林文寶董事長林文寶（（ 右右 ））
贈送紀念品給贈送紀念品給 「「休士頓兒童合唱團休士頓兒童合唱團」」 董事林董事林

富桂女士富桂女士（（ 左左 ）。）。

「「星光教育基金會星光教育基金會 」」 董事長林文寶董事長林文寶 （（ 右右 ）） 頒頒
贈紀念品給贈紀念品給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教育組組長周慧宜教育組組長周慧宜
（（ 左左 ）。）。

台中巿南屯區惠文國民小學校長曾金美台中巿南屯區惠文國民小學校長曾金美（（ 立者立者
）） 在餐會上致詞在餐會上致詞。。

「「星光教育基金會星光教育基金會 」」 董事長林文寶董事長林文寶
（（ 左左 ）） 贈送贈送 「「共創未來共創未來 」」 字畫給字畫給
「「休士頓兒童合唱團休士頓兒童合唱團」」 指揮指揮StephenStephen

Roddy (Roddy ( 右右 ）。）。

台中市南屯區惠文國民小學校長曾金美台中市南屯區惠文國民小學校長曾金美（（ 左左 ））
在晚宴上贈送紀念品給在晚宴上贈送紀念品給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 陳家彥陳家彥

處長處長（（ 右右 ）。）。

「「星光教育基金會星光教育基金會 」」 董事長林文董事長林文
寶寶（（ 右右 ）） 與其幼子在餐會上與其幼子在餐會上。。

（（ 左起左起 ））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林映佐副處長林映佐副處長，， 「「休休
士頓兒童合唱團董事士頓兒童合唱團董事」」 林富桂林富桂，，指揮指揮StephenStephen

Roddy ,Roddy , 陳家彥處長陳家彥處長，，董事董事Susan Wescott.Susan Wesco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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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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聰明的讀者當會明白
今次拙文題目中的 「雙普會
」，乃指美國總統特朗普

及俄羅斯總統普丁矣。當今世界上最強大的兩大國家首腦的初次會
晤，竟然會鑄成大錯 ，何解？具誏我一一述來。

2016年，特朗普以 「讓美國再度強大」為口號競選總統，成功
擊敗民主黨的希拉莉。他登上寶座後，貫徹競選承諾，以 「美國優
先」立場，處理外交關係，挑起無數火頭。例如，他向中國開打貿
易戰，對同屬民主陣營的盟友加拿大和歐盟諸國同樣加徵關稅，在
言談上亦不假辭色。然而，他對極權國家的領袖卻較為客氣。早前
他與北韓領袖金正恩會面，並簽署一份內容空泛的聲明，事後他表
示與對方很合得來，更主動叫停被北韓形容為具挑釁意味的美韓聯
合軍演。最近特朗普與另一位極權領袖、俄羅斯總統普京的會面，
卻造成他上任以來最大的政治危機，而問題是出在他與普京一同出
席記者會時的表現。

俄羅斯干預美國2016年總統選舉，是美國情報界一致認同的結
論。特朗普與普京會面前夕，美國司法部宣布起訴12名俄國軍事情
報人員，指他們進行非法網絡攻擊，幹預選舉。在記者會上，特朗
普回應相關問題時，處處維護普京，更表示看不到有任何理由會是
俄羅斯所為。特朗普的表現，令國民目瞪口呆。民主黨斥責他向極
權屈膝，有辱國體，甚至近乎 「叛國」。就連一向支持特朗普的電
視台霍士，也形容他的舉止令國人厭惡。他的共和黨親密盟友亦批
評他犯大錯。

面對全國一致劣評，特朗普回國後在白宮見傳媒，表示他當時
是想說 「看不到理由不會是俄羅斯所為」，只是他把”wouldn’t”

讀錯為”would”。他又強調，對美
國情報部門絕對信任，並認同其結
論。不過，他依然指可能有其他人
幹預當年選舉。在記者會有聲有畫

的紀錄下，這番解說全無說服力。
特朗普一直拒絕接受俄羅斯干預選舉，是因為假如屬實，這會

令他的總統大選，贏得不夠光彩，有損其個人 「必勝」形象。但他
今次在世人面前奉承普京，令他民望插水。因為美國開國以來，從
來沒有一個美國總統在另一個國家元首面前這樣 「失威」，更何況
今次的對手，是美國幾十年來的世紀宿敵。前年不少美國人支持特
朗普，是因為相信他是個維持美國第一的強人。今次當他們看到特
朗普在普京面前矮了一大截時，難免大失所望。

國家情報總監柯茨(Dan Coats)早已說過，俄國持續幹預美國民
主；而特朗普則說，相信情治單位對俄國幹預美國2016年大選的調
查，及當局極力避免俄國介入11月期中選舉，但他最新的評論與前
述說法矛盾。特朗普新一波矛盾說辭，引起國人更強烈的憤怒，就
連共和黨內人士都看不下去。

南卡州共和黨參議員葛理漢(Lindsey Graham)說： 「我被他不相
信俄國人仍持續幹預的說法嚇壞了，若俄國威脅是真實的，忽視它
形同 『政治瀆職』。我相是這種威脅是真的。」

參院情報委員會共和黨主席博爾(Richard Burr)說，情治單位警
告俄國可能幹預11月期中選舉的說法，毋庸置疑；該委員會民主黨
首席成員華納(Mark Warner)則說，特朗普不信任情報單位， 「讓人
質疑總統威信和他對國安的保證。」

特朗普18日推文誇耀 「雙普會」成果，寫道 「在更高情報層次
的許多人」喜歡他在聯合記者會上的表現。紐時指出，不清楚 「許
多人」指的是誰，可能是非常聰明的情報人員，或是情治單位高官
。

另外，特朗普在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同日播出的專訪中透露

，他在雙普會中告訴普亭，美國大選不容干涉。
當被問及他是否會要求普亭為介入上屆大選負責時，特朗普回

答： 「我會，因為他是一國之君，正如同我自認應該對這個國家發
生的事負責。」

這次 「雙普會」，大概可以讓美國反對特朗普的民眾，想必過
了一個相當愉快的星期二晚上。我看的是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
晚間新聞：先把特朗普在白宮的講話，一秒不刪全部播出；在特朗
普照稿唸完聲明後，記者的旁白響起： 「我們看看他當時是怎樣講
」，接著是特朗普在記者會講話前文後理片段，包括他引述普京
「堅決並強烈否認」介入美國大選。 《紐約時報》社評說， 「我們

邀請你看總統之言，由你決定總統到底在想甚麼」，大台與大報，
確有格調。

美國民間則是樂昏了頭。 CNN的社交媒體上，光看留言就讓
人笑上半天， 「昨天說支持他的特朗普支持者，今天還會支持他嗎
？有誰可以解釋一下？」有上千 「讚好」。特朗普在峰會為俄羅斯
介入美國大選辯護，雖然保守派人士出言批評，仍有人把民主黨拖
落水，說民主黨和CNN也有類似錯誤。可是當特朗普在白宮的 「口
誤」聲明出來之後，這些人不知哪裏去了。

今次特朗普摔這一跤，會不會尷尬？當然會；會不會政治失分
？必然失分，誠信問題將會直接影響11月的中期選舉。在西方世界
上，甚麼樣的新聞, 均可以拿來賭一下。經此雙普會後，英國博彩公
司看淡特朗普的政途。將他年底前被彈劾及下台的賠率調低。美國
《紐約每日新聞》報道，愛爾蘭博彩公司Paddy Power於美俄記者會
後，將特朗普被彈劾的賠率，由1賠8降至1賠2，又將打賭他會今
年內被罷免總統的賠率，亦由1賠12，降至1賠2。不過，美國眾議
院司法委員會成員斯沃韋爾(Eric Swalwell)認為，需找出實質證據，
才能展開彈劾, 而中央情報局(CIA)前局長布倫南(John Brennan)週一
表示，特朗普已達到被彈劾門檻

7 月9 號，乃中國 「709大抓捕」3
週年悲痛日子，三年前的當天，中國大
規模逮捕維權律師與人士，並把他們投
入黑獄，當中更有律師三年來音訊全無
、生死未卜。當此3週年之際，美國國
務院發言人諾爾特（Heather Nauert）推
文表達關切，也再度呼籲中國當局放人
，並結束對他們家人的騷擾，讓他們能
一家團聚。

追憶2015年5月，中國民眾徐純合
因不明原因在黑龍江慶安火車站被攔截
，混亂中遭警察開槍射殺。當地警方事
後拘留20多名到場聲援的民眾及律師，
引發全國660名律師連署抗議。官方隨
後於同年 7 月 9 日起在境內展開連串逮
捕自由派律師及維權人士的行動，外界
稱為 「709事件」。

在 709 事件屆滿 3 週年之際，諾爾
特透過官方推特表示，對於這些人仍被

持續拘留，以及有關他們據稱遭
受酷刑並被拒絕與獨立法律專家
接觸的報導持續嚴正關切。她也
再度呼籲中國當局立即釋放從
2015年7月9日開始，陸續遭到拘
留的所有律師與維權人士，包括
未經審判遭到拘留長達3年，至今
仍下落不明的王全璋律師。

王全璋律師有太太名叫李文足
， 她特別挑選這個悲傷的 709 三

週年 時刻，深情地發表一封給王全璋的
血淚家書！

“如果我知道那個上午的匆匆一別
，再見卻是遙遙無期，我一定會放下自
己的矜持，主動給你一個熱烈的擁抱，
不去管蘇州火車站那洶湧的人潮。那樣
的話，一千多個日日夜夜的等候，我是
不是可以依靠這個擁抱減輕一絲痛苦？
”

事緣2015年6月初，王全璋去蘇州
辦案，而李文足正好帶著孩子去蘇州找
朋友玩，一塊兒去了蘇州。 9日的那個
上午，他們一家三口在蘇州火車站“一
個再見、一個擁抱”都沒有，匆匆一別
。 7月10日，李文足給王全璋打了一上
午的電話，電話一直打不通，“那個時
候，我就知道是出事了。”

王全璋曾因代理多起法輪功學員等
維權案件，遭到中共當局多次暴力迫害

。就在失踪前的6月18日，他在山東聊
城為法輪功學員楊玉喜做無罪辯護時，
遭到審判長王英軍指使的法警野蠻毆打
。

王全璋之後表示：那是他執業生涯
中遭遇最黑暗的時刻，“曾經接到過電
話威脅，要我的胳膊要我的腿，曾經遭
遇上門抓捕，汽車碰撞，跟踪，曾經被
法官搧耳光，曾經被司法拘留，被扣押
電腦手機，這些曾經遭遇的一切，在這
一次法院法警們密集的拳頭猛烈暴打頭
部之中，盡顯蒼白。”

維權律師梁小軍曾披露王全璋要代
理法輪功學員案件的原因，“他說過，
他之所以後來不再做那些普通刑事案件
和土地拆遷案件的原因，是他認為法輪
功修煉者，更需要法律幫助，而受助者
群體的善良和誠信，則讓他更專注於案
件的代理。”

在一別1095天裡，兒子泉泉是李文
足的開心果。李文足在家書中給丈夫王
全璋分享道，“告訴你一個好消息，兒
子泉泉長成一個小壯漢了，跟你一模一
樣。泉泉上幼兒園兩個月了，至今還沒
有被警察破壞，他很開心。”

而2015年王全璋被抓的時候，泉泉
才2歲半。文足說，那時，她都不知道
如何向孩子解釋，警察為什麼要抓走他
的爸爸王全璋。

而泉泉卻在和媽媽一起被逼遷、被
軟禁、被幼稚園退學、媽媽徒步千里，
尋找爸爸王全璋的日日夜夜中,長大懂事
了，5歲多的他,都能辨別“後面那個是

不是國保啊！”
李文足自言以前自己是一個不愛說

話，不愛拋頭露面、非常矜持的人，
“709 一下子打破了我平靜幸福的生活
。那前六個月，我每天都會哭。一個國
家怎麼可以這樣，把一個人突然就給你
失踪了，不給你任何交代。你知道這個
人失踪了，對於他的老婆孩子，對他的
父母，對他的親戚朋友，是多大的傷害
嗎？”

“709”案三週年了，而王全璋目
前是唯一一位中共“不審、不判、不准
家屬和律師會見的律師”。

執筆至此，我有點多愁善感，不是
無病呻吟，而且有感而發。先跟大家重
溫一首舊歌，由姚敏作曲，李雋清填詞
，李香蘭主唱的國語版時代曲《三年》
。歌詞是這樣的：

想得我腸兒寸斷，望得我眼兒欲穿
。好容易望到了你回來，算算已三年。
想不到才相見，別離又在明天。這一回
你去了幾時來？難道又三年？左三年，
右三年。這一生見面有幾天？橫三年，
豎三年。還不如不見面？明明不能留戀
，偏要苦苦纏綿！為甚麼放不下這條心
，情願受熬煎？

引述這首歌詞，不是要騙稿費，而
是它的內容與維權律師王全璋及其夫人
李文足的境況太相似了。在三年前的
“709 大抓捕”中，他們被迫分開，王
全璋至今下落不明。兩人結婚六年，一
半時間是被人為拆散的；以後，還有多
少個被迫勞燕分飛的三年等待著他們？

他們還要過多少個牛郎織女、人未亡但
家已散的三年？

除了這首國語版的《三年》，我又
在深夜裡獨自唱起香港玉女明星陳寶珠
的《玉女痴心》。年輕時，我曾是“珠
迷”。這是廣東話版的《三年》，歌詞
大概是這樣的：

唯願相處永會面，沒有離開空使心
相牽。莫理他花開花落，永愛護永相憐
。難了相思晝夕懷念，望有重聚歡處的
一天。悠悠歲月空等待，還未得相見。
欲相見，難得見面。當真秋水望穿。徒
思念，怕思念。春風秋雨又三年。難了
相思晝夕懷念，獨歎能聚首也是徒然。
在瞬息之間煙消夢斷，留得此恨綿綿。

此曲細訴相思之苦，又是另一番慘
情。這兩首《三年》，同樣哀怨纏綿，
李香蘭和陳寶珠都唱得聲情並茂，令人
聲淚俱下。但在今天，她們的深情演繹
，都比不上李文足無語問蒼天的苦恨三
年；後者是真實世界裡殘酷的、活生生
的、令人誓作不平鳴之痛。那一位歌手
能唱得出李文足的心頭憤慨？

我忽然又記起還有一首《三年》，
其中一些歌詞是這樣的：人如雪上梅，
能在雪霜耐！經得起風雨萬載！魂在家
國內，魄在天國外！更要苦我三載數載
？日過日，盡鎖了柳黛桃黛！月過月，
落花嘆未栽未採！願有一天擁抱你，春
風永在，重聚時光可再！

有血性的國民，應該努力爭取王全
璋夫婦早日重聚！屆時，我再告訴各位
最後的 「三年」悲歌的填詞人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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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加預算資金著力突破難點 “印尼工業4.0”加快推進
綜合報導 目前，格力、OPPO等中國知名品牌

積極參與“印尼工業4.0”。圖中戴眼鏡的印尼姑

娘由於銷售智能手機時遇到技術障礙，壹度急得哭

鼻子。中國合作方了解情況後，立即現場辦公，及

時解決了問題。

近日，印尼國會通過了《工業 4.0 預算修

正案》，批準年內追加 2.57 萬億印尼盾（約合

1.78 億美元）用於加快“印尼工業 4.0”發展步

伐。由此，2020 年前印尼有關“工業 4.0”的

財政支持總規模將翻壹番，提高至 5.31 萬億印

尼盾。

據了解，此次追加的預算資金將著力突破印尼

工業升級面臨的難點領域。壹是用於100家以農產

品為主的食品加工企業，幫助他們全面提高國際市

場競爭力；二是強化化學、紡織行業的物流環節，

幫助它們完善原材料供應鏈，如建立塑料垃圾循環

系統，為醫用產品、制藥業提供高質量原材料；三

是向金屬、機械、交通、汽車、電子行業的原材料

和初級產品供應環節定向融資，促進它們盡快達到

《印尼國家標準計劃》的要求；四是通過加強職業

教育和培訓管理，建立80余家職業培訓中心，幫

助600家中小企業提高設計和制造能力。

“印尼工業4.0”是第四次工業革命在印尼的

本地化發展，由物聯網、大數據、雲計算等數字技

術和應用所驅動，涵蓋食品加工、紡織和服裝、汽

車、電子、化學五大先導產業。在印尼總統佐科看

來，“印尼工業 4.0”是印尼工業重建和產業升

級、國際競爭力和國際地位提高、2030年前進入全

球十大經濟體的必由之路。他認為，第四次工業革

命將推動印尼經濟社會發展進入全新時代。“故舉

國上下尤其是青年壹代，務必高度重視、全面

推進、先發制人。”佐科說。

印尼工業部長艾爾郎加表示，政府目前通過

多種手段確保這項國家戰略順利實施，包括強化

工業部的調控能力和公信力、完善技術發展和產

業升級相關政策、加快工業發展成果公平分配速

度、拓展更為包容的國際化渠道等。其中，最值

得關註的是“工業人才4.0計劃”。該計劃於今

年開始落實，目標是更好發揮人口紅利優勢，為

“印尼工業4.0”尤其是“印尼制造4.0路線圖計

劃”培養大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高素質工業人

才。印尼工業部數據顯示，在未來十年中，印尼

人口的70％將處於 15歲至 64歲這壹“具備產出

能力的階段”。

為此，印尼工業部將進壹步推動旨在培養更多

技術型勞動力的職業教育改革，力求在2030年前新

增1000萬個技術和創新工

作崗位。目前，這項改革

已進入第六輪，地域上已

從發展情況較好的爪哇島

和蘇門答臘島向相對落

後、偏遠的加裏曼丹島和

蘇拉威西島拓展，日本國

際協力機構等外方力量也

積極參與其中。同時，印

尼人力資源部配套實施兩

項新政，壹是積極開拓多

元化職業培訓渠道，二是

對下崗工人定向提供職業

培訓貸款或援助。

在此過程中，不少中

資企業不僅積極參與“印

尼工業 4.0”，更樂於與

印尼開展產能和人才合

作。OPPO手機（印尼）

總經理劉彬表示，該公司已率先在印尼設廠實行本

地化生產，“這既有助於降低制造和物流成本，又

能為印尼培養壹大批手機產業工人乃至手機工程

師，實現互利共贏的可持續發展”。格力電器

（印尼）總經理文侃則表示，該公司積極與印尼高

校合作，定向培養國際型技術人才，“達到公司錄

用標準的，畢業後可擇優錄取，我們希望以人才合

作引領產能合作、帶動產業升級”。

人工智能產業仍需過三關

綜合報導 現實中，應用人工智能已

是大趨勢。發展成績可圈可點，成長道

路依然漫長。抓核心技術是重中之重，

抓標準制定是關鍵環節，抓安全防控是

發展基石

今年的足球世界杯可謂看點多多。

除了精彩的賽事之外，智能足球、智能

裁判手表等不少高科技元素也成為球場

新亮點。尤其是首次引入的視頻助理裁

判（VAR）技術，力圖讓判罰更加精準

公平，引發不少熱議。

世界杯只是壹個例子。實際上，高

科技早已進入生活的各個領域，迅猛發

展的人工智能正加速影響人們的生

活。中國互聯網協會最新發布的《中

國互聯網發展報告 2018》指出，中國

人工智能市場增長迅速。2017 年產業

規模達152.1億元，增長率為51.2%。預

計到2019年，中國人工智能產業規模將

增長至344.3億元。由清華大學發布的

《中國人工智能發展報告 2018》也顯

示，中國人工智能投融資占到全球的

60%，勢頭相當活躍。

現實中，應用人工智能已是大趨

勢。發展成績可圈可點，成長道路依然

漫長。中國的人工智能產業要站上新臺

階，仍需過好“三關”。

抓核心技術，是重中之重。據

《中國人工智能發展報告 2018》顯示

，中國人工智能論文總量和高被引論

文數量都是世界第壹，但在全球企業

論文產出排行中，中國只有國家電網

公司的排名進入全球前二十。數據讓

人深思，人工智能的發展不能停留在

紙上。當前，中國很多傳統產業亟待

升級換代、提高生產力。夯實智能傳

感器、人工智能芯片和基礎軟件等產

業核心基礎，加快關鍵性技術研發，

讓企業成為人工智能創新的主導力量

顯得尤為重要。

抓標準制定，是關鍵環節。沒有

規矩難成方圓，標準是產業競爭的制

高點。缺失標準，人工智能的研發和

應用有可能變得混亂；標準不統壹，

市場和相關資源難以對接，會造成數

據上不必要的重復和浪費。我國雖然

在人工智能領域具備了良好基礎，但

適應人工智能發展的基礎設施、政策

法規、標準體系亟待完善。2017 年以

來，國家相繼發布《新壹代人工智能

發展規劃》與《促進新壹代人工智能

產業發展三年行動計劃（2018—2020

年）》，明確要求初步建立人工智能

標準體系、測試評估體系及安全保障

體系框架，加快推進產業發展。

抓安全防控，是發展基石。人工

智能可能引發的安全風險，不容忽

視。自動駕駛汽車因不能正確識別路

標，導致交通事故；為保護家人安全

而設立的家庭安防系統、應用火爆的

人臉識別技術，卻成為黑客竊取個人

隱私的重要工具。這些也是產業發展

中必須加快解決的現實難題。有專家

形容，人工智能就像壹個被“黑客”

生出來的孩子，帶有某種程度的安全

隱患基因。如果只註重發展而忽略安

全防範，人工智能或將被不當利用；

但若利用得當，人工智能可以檢測惡

意軟件、監控異常數據、預警黑客入

侵等等，成為“道高壹尺”的有力防

禦工具，提升網絡安全防禦水平，也

為行業發展迎來更好的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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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時間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SUN.

23 24 25 26 27 28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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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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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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魔術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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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魔術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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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媽囧很大(重播) 城市一對一（重播） 科技與生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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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媽囧很大 城市一對一 科技與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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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了，我的家》

▲ 節目截圖

精彩
節目介紹

節目介紹：
《謝謝了，我的家》是央視四套中文國際頻道重磅推
出的一檔全球華人家庭文化傳承節目，它以不同人物
的真實故事，展現中國人心靈深處最柔軟的地方——
家，在眾多文化類清流節目中形成一股獨特的暖流。
本期節目主要內容： 故宮古鐘表修復師王津、敦煌壁
畫修復師李曉洋、寧波守塔人葉超群、歌手崔京浩、
民間教育者蔡笑晚以及空軍裝備部金牌藍天工匠陳衛
林做客。

 

《謝謝了，我的家》

全球華人家庭文化傳承節目

播出時間：
每周日中午12:30首播，
重播時間為每周日晚上9:30，以及周一早晨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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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奧運游泳決賽上午進行

東京奧運游泳決賽上午進行

2018韓國乒乓球公開賽21日率
先誕生混雙冠軍盟主，國乒組合王
楚欽/孫穎莎以1：3遭朝韓組合張宇
鎮/車孝心逆轉，屈居亞軍。而港隊
男雙組合黃鎮廷/何鈞傑則打入決
賽。

21日決賽的兩對混雙組合均由資
格賽突圍，而且都是左右手的搭配。
國乒組合先後戰勝朝鮮組合朴申赫/
金娜荷和韓國組合林仲勳/梁夏銀；
而朝韓組合張宇鎮/車孝心則接連擊
敗兩對港乒組合及中華台北組合陳建
安/鄭怡靜闖入決賽。結果，王楚欽/
孫穎莎在11：5先下一城後，被對手
以11：3、11：4和11：8連取三局反
勝奪冠。

至於港隊方面，繼蘇慧音奪得女
單U21銀牌後，黃鎮廷/何鈞傑在20
日晚的男雙準決賽以3：0淘汰韓朝組
合李相秀/朴申赫。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港足泰國熱身大勝華欣
香港亞運足球隊未受香港足球無出路

言論影響，21日在泰國進行的第二場熱
身賽以3：0大勝華欣城隊。教練郭嘉諾
大讚全隊踢出攻守戰術。足總主席梁孔德
日前在立法會直言“我睇港超就冇乜出
路”，令球圈嘩然，被批打擊青訓、贊
助。體院主席林大輝質疑梁孔德未能令香
港足球有起色，籲港府考慮停止鳳凰計
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潘志南

港七欖世界盃出師不利
正在美國三藩市角逐“世界盃”決賽

周的香港男子七人欖球隊，首仗出師不
利，憑處子登場的靴貝特在完場前破蛋，
以7：21向俄羅斯稱臣。遭淘汰的港隊跌
落銀碗賽，希望在牙買加身上爭分，後者
於21日午以0：50遭到法國隊一記悶棍。

■香港文匯報記者 潘志南

港棍網球世錦賽名列27
香港棍網球男子代表隊當地時間20日

在以色列舉行、四年一度的世界男子棍網球
錦標賽的最後一場比賽中，港隊以15：5大
勝匈牙利，取得賽事第27名。港隊教練布
思國總結賽事指，港隊在未來要增加與強隊
比賽的機會，以改善在實力、形勢對等賽事
的把握以及面對壓力的能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港隊誓師 東亞泰拳賽全力爭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
南）香港隊將於主場派出8男3女
出戰第三屆“東亞泰拳錦標賽
2018”全部11個級別的比賽。為
此，21日午舉行誓師大會，以金牌
為目標，誓突破過去兩屆賽事6金
成績。

本屆賽事定於下月16至19日
一連四天於香港伊利沙伯體育館舉
行。賽事共有8個國家及地區派隊
角逐，包括中國、日本、韓國、中
華台北、澳門、蒙古及菲律賓。

香港隊領隊梁偉耀指出：“選

手們已展開集訓，重點包括加強體
能以及溫故知新重複拳腳練習。今
屆賽事增加至4日，拳手有機會要
連續出戰3天甚至4天賽事，對他
們的體能會是極大挑戰。”

早前歐盈盈、郭海寧兩位女拳
手參加西洋拳賽好評如潮，郭海寧
坦言對步法有幫助，心態亦成熟不
胡亂進攻。因前兩屆東亞錦標賽都
未能奪冠，今屆目標是爭金。她稱
賽前加強膝及踭力量，這兩項相對
拳腳較弱。“每次我們都好珍惜代
表香港的機會，希望比賽時可以放

開包袱，發揮應有水準。”
“東亞泰拳錦標賽2018”共設

11個級別，港隊男成員包括林烈
棟、余萬勝、文偉義、李瑋洛、王
康達、陳俊賢及李俊賢。女拳手有
歐盈盈、郭海寧、曾靜怡。

賽事首3日賽事免費，門票於
泰拳理事會總會及各大屬會派發，
19日賽事門票售20港元，於城市
電腦售票網及伊館現場發售。另
外，賽事將由賽事Facebook專頁
及大會全球媒體夥伴Opensky TV
同步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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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日本游泳協

會和國際泳聯確認，東

京奧運會游泳決賽最終

沒能按照日本當地時間

晚上的黃金時段舉行，

而是按照電視轉播權持

有者——美國廣播公司的要求，在北美時間的

晚上（日本時間上午）進行。對此，中國

游泳將士們的態度是“來吧，決鬥吧”。

國際奧組委國際奧組委（（IOCIOC））理事理事
會日前正式通過了會日前正式通過了20202020年東京年東京
奧運會奧運會（（東奧東奧））賽程基本框賽程基本框
架架。。此次奧運會競技賽事將從此次奧運會競技賽事將從
20202020年年77月月2424日開始舉行日開始舉行，，延延
續至續至88月月99日日。。此外此外，，由於奧運由於奧運
會時至盛夏會時至盛夏，，部分賽事將避開部分賽事將避開
白天炎熱時分白天炎熱時分，，提前或延後舉提前或延後舉
行行。。

據環球網報道據環球網報道，，東京奧運東京奧運
會賽事包括會賽事包括3333個大項個大項，，339339個個
小項小項，，分佈在分佈在4242個賽場進行個賽場進行。。
女子壘球項目是奧運會的首個女子壘球項目是奧運會的首個
賽事賽事，，將先於開幕式兩日舉將先於開幕式兩日舉
行行。。

此外此外，，為了避開酷暑天為了避開酷暑天

氣氣，，馬拉松比賽時間較原定時馬拉松比賽時間較原定時
間提前間提前3030分鐘分鐘，，改為早晨改為早晨77時時
開始開始。。而男子而男子5050公里競走比賽公里競走比賽
也被放在下午也被放在下午66時進行時進行，，足球足球
比賽時間則由傍晚時分改至晚比賽時間則由傍晚時分改至晚
上上。。

考慮到男女平等考慮到男女平等，，橄欖球橄欖球
及籃球等項目決賽時及籃球等項目決賽時，，女子決女子決
賽將放在男子決賽後舉行賽將放在男子決賽後舉行。。

對於游泳項目對於游泳項目，，東京奧運東京奧運
會組委會原本計劃沿襲往屆賽會組委會原本計劃沿襲往屆賽
程安排程安排，，在上午進行預選賽在上午進行預選賽，，
下午進行決賽下午進行決賽。。然而考慮到美然而考慮到美
國觀眾的收看時間國觀眾的收看時間，，游泳項目游泳項目
決賽時間放在上午進行決賽時間放在上午進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陳曉莉

東京奧運游泳項目的比賽定於2020年7月
25至8日6日舉行。此前，日本游泳協

會和國際泳聯一直在為游泳決賽在當地晚上
進行而努力，但是日前在瑞士洛桑舉行的
國際奧委會大會上，國際泳聯聽取了電視
轉播商的需求，最終同意將2020年東京
奧運會游泳決賽定於東京時間的上午進
行。

2008年北京奧運會時，游泳決賽
應電視轉播商的
要求，被安排
在 上 午 進
行，當時美

國游泳巨星菲比斯創造了勇奪8金的泳池神話，中
國游泳選手劉子歌收穫女子200米蝶泳冠軍，張琳
摘取男子400米自由泳銀牌，創造中國男子游泳在
奧運會的最佳戰績。

同樣的理由，2016年里約奧運會游泳決賽
被安排在了里約當地時間晚上10點開始，泳將
們“越夜越興奮”。

首要任務是亞運與世錦賽
對於東京奧運會游泳比賽在上午進行，正

在積極備戰8月雅加達亞運會的中國游泳將士們
顯得十分平靜，國家游泳隊領隊程浩表示：
“北京奧運會時我們就經歷過上午決賽，現在
說適應東京奧運會的決賽時間還為時過早，我
們要把眼前的亞運會和明年的世錦賽兩大戰役
完成後，再積極應對。”

里約奧運會男子100米背泳亞軍、2017年
世錦賽冠軍徐嘉余表示：“上午決賽會很刺
激，我覺得對我沒什麼影響。”

女子背泳世界冠軍傅園慧更是直接喊話：
“比啊，決鬥吧！”不過，她坦言早上剛剛睡
醒，可能會相對難以調動狀態，“但是大家都
一樣沒睡醒”。

女子50米自由泳亞洲紀錄保持者劉湘說：
“我沒有試過上午決賽。我相信，到時候能夠
適應的。”

男子混合泳世界冠軍汪順說：“我們在里
約奧運會時是晚上10點開始決賽，東京奧運會
再戰上午決賽，沒什麼大不了的。”

崔登榮教練表示：“優秀運動員的適應能
力都是超強的。上午決賽對大家都很公平。”
早年運動員時期曾經歷過半夜訓練的海軍名帥
葉瑾說：“只有在訓練中去適應，積極調整和
應對。” ■新華社

短

訊

東奧個別賽事避白天炎熱時分東奧個別賽事避白天炎熱時分

■■黃鎮廷黃鎮廷（（右右））//何鈞傑打入混雙決賽何鈞傑打入混雙決賽。。

徐
嘉
余

徐
嘉
余

■■香港泰拳代表隊舉行誓師會香港泰拳代表隊舉行誓師會。。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 攝攝
■■三名女拳手三名女拳手（（左起左起））歐盈盈歐盈盈、、郭海寧與曾靜怡狀郭海寧與曾靜怡狀
態十足態十足。。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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