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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40 Bellaire Blvd, suiteB, Houston, TX77036

R03-Hankook Kwan 韓國館1234567C_8

346-240-9696

億佳超市億佳超市
即將盛大開幕即將盛大開幕
位於位於 KatyKaty 黃金地段黃金地段﹐﹐交通樞紐交通樞紐
供應生猛海鮮供應生猛海鮮﹑﹑新鮮蔬果新鮮蔬果﹑﹑肉類肉類﹑﹑南北雜貨南北雜貨﹑﹑
零食零食﹑﹑熟食等熟食等
一次買齊日常生活所有必需品一次買齊日常生活所有必需品
KatyKaty 新世紀廣場新世紀廣場 地址地址﹕﹕15251525 S. MasonS. Mason
Rd., Katy, TXRd., Katy, TX 7745077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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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萬年薪不是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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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0 W Parker Rd, Suite 501, Plano, TX 75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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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 Ho    
benho@midlandrg.com 

Office  713.988.9688 
Cell  713.539.8188 9896 Bellaire Blvd. Ste D, Houston, TX 77036 

     New Century Plaza                |     1525 S. Mason Road, Katy, 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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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is ng Business  

The informa on contained herein was obtained from sources deemed reliable; however, Midland, LLC makes no guarantees, warran es or representa ons as to the completeness or accuracy thereof. The presenta on of this 
property is subject to errors, omissions, change of price or condi ons, prior sale or lease or withdrawal without no ce.  

Food Court 
U li es & 
Greasetraps 
ready  

Pharmacy 

     Individual Suite 

 And more……... 

 Jewelry 
 Flower 
 Clinic 
 Gift Shop 
 Clothing 

 Deli 
 Pizza 
 Bakery 
 Salad 
 Sandwi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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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SANASA舉辦火星住宅設計比賽舉辦火星住宅設計比賽 入圍作品圖曝光入圍作品圖曝光

NASANASA 的首席科學家的首席科學家
Jim GreenJim Green表示表示，，到火星旅到火星旅
行的第壹人很可能已經存在行的第壹人很可能已經存在
於地球於地球，，而人類也絕對會在而人類也絕對會在
未來來到達火星未來來到達火星。。然而然而，，人人
類登陸火星最大的阻礙就是類登陸火星最大的阻礙就是
建造維持生命的整體基礎設建造維持生命的整體基礎設
施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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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新疆博物館展出的“解憂故裏——徐州漢代楚國精品文物展”，出土於徐州獅子山楚王墓
葬的金縷玉衣吸引參觀者。該金縷玉衣長1.74米，使用4248片玉片和1576克金縷制成，玉片全部
采用和田產的白玉、青玉。據介紹，本次展覽共展出徐州博物館館藏的117件漢代精品文物，分和
親萬裏、制如京師、勇兵銳器、奢華器用、永生之夢5個單元，令到場參觀者重溫解憂故裏的漢代
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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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臉”究竟有多靠譜
2009 年，多名美國亞裔消費者投

訴，尼康相機的“眨眼提醒”功能總

是錯誤地提示他們拍照時眨眼了；2015

年，美國谷歌公司基於面部識別技術開

發的壹種圖片應用，將壹位用戶的黑人

朋友標記為“猩猩”。

面部識別技術越來越先進，並不斷

滲透我們的日常生活。壹些人樂觀地認

為，“刷臉”時代正在向我們走來。可

是，“刷臉”真的靠譜嗎？至少從目前

看，還得打上壹個問號。

準確度欠缺
最近壹段時間，“刷臉”接二連三

地出糗。

在美國，有機構使用亞馬遜公司的

面部識別系統掃描了535名國會議員的

面部照片，並與相關數據庫中的2.5萬張

罪犯照片比對，結果28名議員被系統識

別為罪犯。

英國多個城市的警方開始試應用面

部識別技術。但最近公布的有關數據顯

示，倫敦警方使用的面部識別系統錯誤

率高達98％，被批評為“幾乎完全不準

確”。倫敦警察局局長克雷茜達· 迪克對

此辯護說，她不認為這項技術會帶來大

量逮捕行動，但公眾“期待”執法機構

測試使用面部識別技術。

英國警方曾將面部識別技術應用在

音樂會、節日慶典或足球賽等場合。據

英國媒體報道，在威爾士加的夫舉行的

2017年歐洲冠軍聯賽決賽中，警方使用

的面部識別系統產生2400多次匹配，其

中2200多次是“假陽性”匹配，即把普

通人錯認為犯罪嫌疑人。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研

究人員測試了微軟、IBM（國際商用機

器）和中國曠視科技3家公司的面部識

別系統，讓3個系統判斷1270張圖片中

人物的性別。結果顯示，3個系統對膚

色較淺男性的判斷錯誤率都低於1％，

識別效果較好；但對膚色較深女性的判

斷錯誤率從21％到35％不等，識別效果

差。

訓練數據不理想
對於“媒體實驗室”的研究，IBM

公司沃森和雲平臺業務首席架構師魯奇

爾· 普裏說，人工智能系統深度學習的有

效性有賴於訓練的基礎數據。即使人工

智能模型本身設計優異，不理想的訓練

數據只能導致高錯誤率及帶有偏見的判

斷。曾有研究顯示，在美國廣泛使用的

壹套面部識別系統訓練數據中，超過

75％的圖像為男性，超過80％的人為白

人。

英國《自然》雜誌在近期壹篇評論

文章中也指出，無論在學術界還是產業

界，開發出復雜算法會廣受贊譽，但相

對而言，很少有人關註數據如何收集、

處理和歸類。導致人工智能產生偏見的

壹個主要因素，就是訓練所使用的數據

質量不佳。

麻省理工學院人工智能研究人員喬

納森· 弗蘭克爾認為，很多用於面部識別

的圖片質量不佳，尤其是那些街頭監控

攝像頭拍下的圖片，也是導致面部識別

技術在實際應用上經常出錯的壹個重要

原因。

憂心隱私安全
除本身存在技術問題，面部識別大

量使用還引發了對個人隱私的擔憂。美

國喬治敦大學法律中心壹份關於技術與

隱私的報告顯示，美國目前有16個州允

許美國聯邦調查局使用面部識別技術，

將犯罪嫌疑人照片與相關數據庫中的駕

照照片進行比對。

美國數字化權利保護組織電子前

沿基金會的詹妮弗· 林奇說，很多人

並不同意警方在尋找罪犯時比對自己

的照片，他們並不知道州政府有這種

政策。

出於對隱私和安全的擔憂，壹些人

甚至研制推出了反監測裝備。德國人亞

當· 哈維曾在德國混噸通信大會上介紹了

自己研制的“假面”產品，比如在衣服

上繪制起迷惑效果的圖案，讓面部識別

系統難以識別真實的臉。

互聯網產品“薅羊毛”時代壹去不返了
微信宣布起對通過微信支付進行的每筆信用卡還款

收取0.1％的服務費，此舉影響了數億綁卡微信用戶。

綁定信用卡、壹鍵還款、免手續費……這項對於

不少微信用戶來說已經習以為常的便捷服務開征服務

費，不免引發這樣的疑問：下壹項收費的服務是什麽？

在互聯網產品上“薅羊毛”的時代是否壹去不返了？

收費的焦慮——下壹個收費的是什麽項目
“手上有4張信用卡，全部綁定了微信支付自動

還款，雖然0.1％的費率並不高，但我還是決定棄用

微信支付了。”在得知微信對償還信用卡的服務進行

收費時，北京的張先生解綁了所有在微信上的銀行

卡，而擺在他面前的，還有支付寶、銀聯雲閃付、京

東金融等免收還款服務費的支付軟件可供選擇。

和張先生有同樣焦慮的人並不少，記者在采訪中

得知，壹些用戶認為微信當初使用多種獎勵手段鼓勵用

戶綁定信用卡，在用戶養成習慣後突然收費，很不適應；

還有壹些用戶則擔憂，收費覆蓋面從提現到信用卡還款，

微信是否還有對其他免費產品進壹步收費的計劃。

騰訊方面表示，用戶每筆還款都會產生支付通道

手續費，騰訊財付通壹直在投入手續費補貼。近年來

，通道手續費成本隨著信用卡還款業務的發展而迅速

增長，為適當平衡成本和可持續發展做出收費調整。

騰訊的數據顯示，截至2017年12月，微信支

付的綁卡用戶已超8億。知名互聯網行業分析人士

尹生認為，京東和阿裏最大的利益來源是商品交易，

因此它們有動力降低用戶的支付成本以鼓勵用戶更

多交易；而騰訊並沒有自己的直接商品交易業務，

無法通過交易的價值來覆蓋金融服務的成本，因此

會選擇通過金融服務來獲得營收。

是什麽讓互聯網企業動起了“用戶的奶酪”？
資深互聯網行業分析師馬繼華認為，不論是收

取提現手續費還是信用卡還款手續費，微信支付的

這壹系列舉動都是在為流量“紮緊袋口”——希望

留住資金流，又不希望承擔過多的經營成本。

不難發現，近年來各大互聯網平臺都在求解“如

何用最小投入來吸引最大用戶流”這道題，從打車平

臺大戰到外賣補貼之爭，從共享單車的彩虹博弈到三

色共舞，用戶始終在經歷從“薅羊毛”的狂喜到吐槽

服務“越來越貴”的輪回之中。而促使互聯網企業動

起“用戶的奶酪”心思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點：

——巨額補貼模式的不可持續性。最讓用戶記

憶猶新的應該是2014年掀起的打車平臺的補貼大戰。

彼時，滴滴、快的和Uber的用戶爭奪持續白熱化，

單壹打車平臺日最高補貼額甚至達到了千萬計，但

隨著時間的推移，巨額補貼的負效應進壹步顯現，

公開報道顯示，即使是當前最大的打車平臺滴滴出

行，也仍未在2018年到來前夕實現盈利。

——投資人的獲利需求。“企業不是做公益，

羊毛出在羊身上，不要妄想在企業家身上薅羊毛。”

壹位不願具名的互聯網行業投資人表示，所有的投

資都是建立在有回報的基礎上，壹些“無利可圖”

或邊際效益趨零的服務會被叫停或被要求減小開支，

因此盡管微信在信用卡還款上所承擔的總成本也許

並不高，但也會被納入“節流”範圍。

——消費升級的必然性。業內人士認為，從出

門打車到家裏叫好車等車到了再出門，互聯網行業在

改造用戶生活習慣、促進用戶消費模式升級上起到了

積極引導作用。當用戶所付出的成本與接受的服務質

量達到動態平衡時，全行業才能實現良性發展。

既然收費，就要有收費服務的樣子

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盡管壹些互聯網平臺修

改了免費政策或取消了現金補貼，但受訪者並沒有

感受到服務質量有明顯提升。“過去搶紅包經常能

搶到5元8元的全場通用紅包，現在只能搶到5角1

元的了，還限制商家使用，用戶體驗明顯差了。”

杭州的胡先生向記者“吐槽”，現在在外賣平臺上

點壹單外賣的成本明顯高於過去，非但沒有看到送

餐服務質量提高，缺斤少兩、送錯餐品等情況反而

多了，讓人很不舒服。

有業內人士分析指出，既然選擇向用戶收費，

企業也應該做到服務質量同步提高。收費與否、從

什麽時候開始收費、針對哪些業務收費都將直接影

響產品或服務的市場競爭力，如果企業貿然選擇收

費而競爭對手並沒有跟進，或者收費服務的便捷性

和可靠性並不能覆蓋所付出的經濟成本，將面臨用

戶流失、失去市場份額的尷尬局面。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劉俊海認為，企業可

通過培育有忠誠度的客戶群體，繼續把企業事業做

大，讓企業公信力和品牌效力不斷增值，“關鍵是

心裏有沒有消費者，態度決定壹切，打造消費者友

好型的現代互聯網企業才是王道。”

馬繼華則建議，用戶要更加理性對待平臺的補貼

或免費政策，提前做好心理預期，考慮到將來是否願

意為平臺的服務買單，畢竟不會永遠有免費的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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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團隊發現晚期卵巢癌新療法
應用國產口服藥組合方案 已納入醫保藥費降9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中山大學腫瘤防

治中心7日宣佈，該中心黃欣教授領銜的專家團隊經過2年的臨

床研究發現，新型靶向藥阿帕替尼（Apatinib）聯合抗腫瘤藥物

依托泊苷（Etoposide）口服藥組合方案，對治療晚期卵巢癌有

明顯效果。

方案錄得的患者中位無進展（即
無惡化）生存期（PFS，指癌症

臨床試驗中藥物生效到患者的腫瘤在
儀器檢測出擴大或者惡化現象之間的
平均時間）達到8.1個月，較目前傳
統治療方法提升近5個月。由於口服
藥治療可在門診進行，無須住院治
療，同時，該國產口服藥價格低且納
入醫保，一個療程實際支出僅為傳統
方法的一成左右。

中國首例 登上權威醫學期刊
該研究成果近日在國際醫學界頂

級腫瘤學雜誌《Lancet Oncology》
（柳葉刀．腫瘤）在線發表，為首例
發表在上面的中國婦科腫瘤醫生所主
導的臨床研究成果。
據黃欣介紹，晚期卵巢癌的標準

治療方式主要包括卵巢癌全面分期
術/腫瘤細胞減滅術，以及術後以鉑
為基礎的一線化療。20多年來，外科
手術技能和治療方案有所改進，但患
者5年生存率仍不足3成。

領先國際 患者無須住院治療
“鉑類藥物是晚期卵巢癌治療的

基礎。”黃欣說，而鉑類耐藥治療選
擇非常有限，因此，臨床上通過尋找
新的有效藥物治療鉑耐藥患者顯得尤
為迫切。
研究團隊成員藍春燕介紹，近年

來的臨床研究證據表明，抗血管生成

藥物與化療藥物的聯合應用，能有效
改善鉑耐藥患者的預後。不過，國外
多個研究團隊最新藥物方案，存在需
要定期靜脈給藥和住院治療、費用昂
貴、部分患者超敏反應等問題。與此
同時，多種抗血管生成藥暫未在內地
上市。因此，研究團隊把目光投向國
產新一代小分子抗血管生成靶向藥物
阿帕替尼。
2016年8月，黃欣教授團隊正式

啟動“阿帕替尼聯合依托泊苷鉑耐藥
性卵巢上皮癌的一項前瞻、單臂、開
放性Ⅱ期臨床研究”。該研究共收治
35例相關患者，觀察到中位無進展
生存期為8.1個月。“新方案中位患
者無進展生存期延長了近5個月，其
他數據也明顯優於目前國際最新研
究。”參與者王寅博士說。
和目前臨床使用方法不同，阿帕

替尼與依托泊苷均為口服製劑，不必
住院留醫，節約了大量醫療資源。

研究團隊成員黃慧強教授透露，
國產藥阿帕替尼一盒只需要1,360元
（人民幣，下同），依托泊苷單價只
有100多元，一個療程費用僅8,000多
元，兩者均已納入醫保報銷，患者只
需自付2成。而傳統方案進口藥物沒
有納入醫保，一個療程實際自付在2
萬元以上。
目前，該團隊正着手三期臨床實

驗，試圖將新法運用治療不同發展階
段的卵巢癌。

香港文匯
報 訊 （ 記 者
敖敏輝 廣州

報道）“卵巢癌”是常見的婦科惡
性腫瘤之一，是女性生殖器官癌中
最難纏、死亡率最高的癌症，卵巢
癌跟肝癌一樣有“沉默殺手”之
稱。數據顯示，2015年，中國約有
52,100例新發病例，約有22,500名患
者因此死亡。

逾七成未及時發現
專家介紹，卵巢癌初期症狀不

明顯，很難早期發現，超過7成患者
到了第三期才發現，五年存活率僅
剩30%。卵巢癌發現得早治療率雖
高，但它的復發率也高，往往令人

措手不及。
據藍春燕教授介紹，卵巢癌很

多時候是以腸胃不適、便秘、消化
不良、肚子不明悶痛等症狀表現，
不少病患以為是腸胃不舒服，等到
出現嚴重症狀到醫院檢查時，才發
現是卵巢癌，且已到晚期。

籲定期做婦科檢查
藍春燕指出，由於卵巢癌發病

早期幾乎沒有任何症狀，因此，定
期做相關婦科檢查，是發現卵巢癌
的唯一有效方法。
“網上有說法稱，通過觀察經

期異常、腹部腫脹、經常便秘甚至
頭髮變粗可以自查早期卵巢癌，都
是不科學的。”

“沉默殺手”暗奪逾2萬女性命

■■中山大學黃欣教授中山大學黃欣教授（（右右
一一））領銜的專家團隊發現晚領銜的專家團隊發現晚
期卵巢癌新療法期卵巢癌新療法。。
中山大學腫瘤防治中心供圖中山大學腫瘤防治中心供圖

■研究團隊成員和患者交流。
中山大學腫瘤防治中心供圖

新舊治療方案對比
聯合口服方案

中位無進展生存期：

8.1個月

客觀有效率：

逾50%

價格（一個療程，人民幣）：

可醫保報銷，
自付不超過2,000

元

副作用：

無毒性疊加，
毒副作用可耐受

治療方式：

門診口服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敖敏輝

傳統方案

3至4個月

10%至30%

純自費，超2萬元

起效慢，
毒副作用重

住院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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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俊暉世界公開賽
驚險晉級

2018年桌球世界公開
賽繼續在江西玉山展開，當
中中國名將丁俊暉在對手拿
到賽點的情況下連扳兩局涉
險晉級。
日前比賽焦點是衛冕冠

軍丁俊暉與泰國選手瓦塔納
的資格賽。前兩局雙方1：1
戰平。接下來的比賽丁俊暉

手感回暖，一度打出單桿53
分，連贏兩局以 3：1 領
先。不過此後瓦塔納連扳兩
局，兩人再次戰平。

關鍵的第7局，丁俊暉
上手獲得9分後失誤，給瓦
塔納留下一個不錯的球型，
瓦塔納也毫不手軟，單桿
102分迎來賽點。沒有退路
的丁俊暉在第8局中面對複
雜球型穩紮穩打，以68：30
的比分將比賽拖入決勝局。
決勝局，丁俊暉單桿轟出80
分一舉奠定勝局，以總比分
5：4險勝瓦塔納闖進正賽。

■新華社

梁芷珊辭任香港飛馬主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潘

志南）香港足球總會董事、
“市務及傳訊委員會”主席
梁芷珊，7日午宣佈新一屆
大計，同時宣佈辭去港超聯
球會香港飛馬主席一職。

擔任足總“市務及傳訊
委員會”主席的梁芷珊透露
已推倒再重建該委員會，注
入新人士開拓新思維。先以
自己已開立的體育市場公
司，與足總成為合作伙伴關
係，不向足總收取服務費之
餘，更會把在球圈所賺得的
收入，全數捐予足總，希望

能為足總、港超聯、香港
隊、港青及各球會物色到贊
助增加財政資源。
梁芷珊亦宣佈辭去香港

飛馬主席一職，只剩董事身份
沒跟任何球會有利益關係。

她承認過去一年“市務
及傳訊委員會”沒有成績，而
重建小組後將引來新人物加
入，如南區班主陳文俊、方力
申及陳偉豪等，至於原副主席
霍啟山，還有盧覓雪和森美則
留任。
回應香港文匯報記者問

到會否於明年競選足總主

席，成為香港首位女足總主
席時，梁芷珊笑說：“沒有想
過，但因為董事職位明年9月
任滿，視乎剛宣佈的改革主

場新計劃可否做到成績，才
想想是否繼續競選董事職
位。至於競選足總主席則容
後回應。”

第18屆亞運會中國體育代表團日前正式成立。作為亞洲最高水準的綜

合性體育賽事，雅加達亞運會是中國體育代表團在2020年東京奧運會之

前的一次“中考”，也是最重要的一次練兵。中國體育健兒正厲兵秣馬，

蓄勢待發。

第18屆亞運會中國體育代表團成立動員
大會日前在國家體育總局召開。中國

代表團由 1,273 人組成，其中運動員 845
人。中國國家體育總局局長茍仲文任代表團
團長，國家體育總局副局長趙勇、蔡振華、
高志丹和局長助理杜兆才任副團長。

田徑隊值得期待
田徑歷來是綜合性運動會金牌大戶，而

中國田徑隊近期在世界賽場上的不俗表現，
如蘇炳添追平百米亞洲紀錄、謝震業百米跑
進10秒大關、韋永麗成為第3位百米跑進
11秒的“亞洲女飛人”、鞏立姣和呂會會
分別在鑽石聯賽中奪得女子鉛球和標槍冠
軍，讓人們對他們在亞運會上的表現充滿期
待。

游泳方面，中國軍團領軍人物孫楊將在
200米、400米、800米及1,500米自由泳等
項目衝擊“多金王”，他在回歸恩師朱志根
教練麾下後，中長距離的水準恢復情況值得
關注。亞運會的泳池將是中國隊與日本隊的
正面較量。孫楊同門師弟汪順能否在混合泳
中戰勝萩野公介，中國男子蛙泳雙子星閆子
貝和覃海洋能否突破日本選手的壟斷，都值
得期待。至於傳統強項跳水，施廷懋、陳艾
森等名將在亞洲幾乎沒有對手，唯一的軟肋
在女子跳台，面對實力強勁的朝鮮隊，中國
隊並無十足勝算。
射擊賽場上，中國的神槍手們已做好準

備。中國射擊隊此次派出一支平均年齡僅有
24歲的年輕陣容，但隊伍在實力和經驗上
不遜於任何一支強隊，幾乎在所有小項上都
有爭金奪銀的實力。本次亞運會射擊項目的
一大特點是增加了混合團體賽，這對男女隊
實力均衡的中國隊來說相對有利。

乒乓成東奧前哨戰
乒乓球項目雖然馬龍、丁寧等名將缺

陣，但男隊和女隊依然具有世界級的競爭
力。逐漸成長為國乒新一代領軍人物的樊振
東領銜男隊，女隊陣容則包括朱雨玲、陳夢

等實力派。本屆亞運會乒乓球項目取消了
男、女雙打，令中國隊少了兩個奪金點，但
東京奧運會上新增的混雙項目，本屆亞運會
上勢必會上演提前的較量。
羽毛球項目或將在雅加達迎來南京

世錦賽後的又一次“中日爭霸”。在南
京世錦賽5個單項中，中國與日本各奪
兩冠，其中中國隊收穫男雙、混雙冠
軍，日本贏得男單、女雙冠軍。當然除
了日本隊外，其他參賽隊選手也將在亞
運會給中國隊帶來不少威脅，尤其是女
單方面。

體操隊望破繭成蝶
里約奧運會上，中國體操隊遭遇“滑

鐵盧”陷入低谷。本屆亞運會上，新科世
錦賽全能冠軍肖若騰領銜的男隊，無疑
希望在雅加達打個翻身仗。女隊由年
輕隊員挑大樑，隊員們多為東京奧運
周期湧現的新星，新主教練喬良帶來
了新的訓練理念和方法，女隊同樣渴
望破繭成蝶。 ■新華社

杭州2022年
亞運會會徽揭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莉 杭州報道）備受期

待的杭州2022年亞運會會徽“潮湧”日前正式對外
發佈。“潮湧”的主體圖形由扇面、錢塘江、錢江
潮頭、賽道、互聯網符號及象徵亞奧理事會的太陽
圖形六個元素組成，下方是主辦城市名稱與舉辦年
份的印鑒，兩者共同構成了完整的杭州亞運會會
徽。
亞組委副主席兼秘書長、杭州市長徐立毅表

示，杭州亞運會會徽設計富有時代氣息，符合奧林
匹克精神，彰顯主辦城市杭州的人文底蘊和城市特
質，具有鮮明的形象識別度和原創性，充分表達了
廣大民眾對亞運盛會的熱切期待，對構建亞洲和人
類命運共同體的美好願望。
亞奧理事會第一副主席霍震霆在接受記者採訪時

表示，1990年北京舉辦亞運會以來，中國體育的發展
日新月異。杭州作為內地最美麗的城市，4年後就要舉
辦亞運會，希望杭州亞運
會一方面宣傳好亞運，一
方面宣傳好美麗的杭州。
亞洲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
大洲，青年人很多，希望
通過杭州亞運會這個平
台，促進亞洲各國的體育
交流、文化交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郭正謙）香港保齡球代表隊上屆亞運奪得1
銀1銅成績不俗，不過印尼亞運保齡球改制刪減了一半項目，職業生涯
只欠一面亞運金牌的胡兆康認為港隊優勢在於實力平均，比賽減少反而有
利。
印尼亞運保齡球賽制有不少變動，以往第10局有3次投球機會，不

過新制下只剩兩次，打出全中的得分亦比舊制高，港隊主力麥卓賢認為
新制下更講求運氣：“始終打出全中多少牽涉運氣成份，每次出手都十
分重要，要更加專注。”另外今屆亞運亦會取消約一半保齡球項目，只

餘下3人賽、6人賽及優秀個人賽，爭奪獎牌機
會大幅減少，不過上屆於精英賽收穫一面銀牌
的胡兆康就認為反而對港隊有利：“我們的優
點是實力平均，有質素的球手較多，我們於3
個項目都有力爭牌，所以仍有很大信心。”

第5次出戰亞運的胡兆康表示比以往多
了一份平常心及享受比賽的心情，加上現在
身體已經完全康復，十分期待今次亞運的比
賽：“以前可能亞運開始前3個月已經開始
緊張、寢食難安，不過今次心情很放鬆，我
仍然期望自己可以出戰更多的亞運，甚至希
望有朝一日保齡球成為奧運項目時，自己仍
可以為港爭光。”

上年於世錦賽3人賽項目勇奪冠軍的胡
兆康職業生涯只欠一面亞運金牌，他表示不
會太在意獎牌顏色，反而首次參加6人
賽，更在意的是與隊友一起奮鬥的感覺：
“近來多了跟隊友們建立默契，現在比賽
少了入局要更快，希望在3人及6人賽盡
早取得成績，以更輕鬆的心境挑戰優
秀個人賽。”港隊今次將派出9名運
動員參賽，男子隊有胡兆康、麥卓
賢、曾德軒、劉冠濠、黃鈞源及謝
晉軒，而女子隊則有陳淑嫻、吳紫
燕及鄭頌衡。

■■梁芷珊透露新季大計梁芷珊透露新季大計。。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攝攝

■■丁俊暉驚險晉級丁俊暉驚險晉級。。
中新社中新社

■杭州2022年亞運會會徽。
■■蘇炳添亞運奪金機會甚大蘇炳添亞運奪金機會甚大。。新華社新華社

■■孫楊將帶領中國游泳孫楊將帶領中國游泳
隊出戰亞運隊出戰亞運。。 新華社新華社

■■胡兆康身體已完胡兆康身體已完
全康復全康復。。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正謙郭正謙攝攝

阿仙奴大股東高安基7
日在倫敦股票交易所報價6
億英鎊，希望收購第二股東

烏斯曼諾夫手上的 30％股
份，後者7日晚亦宣佈願意
出售股權。交易完成後，高
安基便會成為這支英超傳統
足球豪門的單一班主。
今年71歲的高安基是美

國體育大亨，他除了阿仙奴
還是美式足球隊洛杉磯公羊
及NBA丹佛金塊的老闆。
今次他提出以6億英鎊

收購俄羅斯富商烏斯曼諾夫
持有的三成股權，收購完成
後，他將全資擁有阿仙奴，
球會總市值亦將會增加至18
億英鎊。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高安基將會成為阿仙奴的
單一老闆。 法新社

6億磅買斷剩餘股權
高安基全購阿仙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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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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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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風貌建築、特色美食、傳統文化，探尋人文故事

▲ 節目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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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州位於廣西壯族自治區中部偏北，是一個風光宜人的好地方，不
僅如此宜州又被稱作是一代“歌仙”劉三姐的故鄉；薩爾茨堡位於奧
地利西部，意為“鹽堡”，因附近的鹽礦和城堡而得名，而且薩爾茨
堡也與音樂有著不解之緣，它不僅是著名指揮家卡拉揚的故鄉，也是
電影《音樂之聲》的取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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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一對一》精彩
節目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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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頓古董拍賣公司休斯頓古董拍賣公司88月月1010號號
拍賣會部分拍品拍賣會部分拍品

詳情請電：713-936-2265；
832-251-6666；

網站：www.
houstonantiqueauction.com；
公司地址：9931 Harwin Dr.,

Houston TX 77036

休斯敦古董拍賣公司2018年8月
10號周五下午5點舉行拍賣會，歡
迎廣大藏友光臨現場，免費入場

並有茶點招待。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休士頓
中台禪寺住持見曇法師，昨應休士頓
市議會之邀，於昨天下午在市議員會
議之前，主持莊嚴隆重的祈福儀式。
見曇法師首先在大會上唱頌 「叩鐘偈
」，清晰暸亮的唱腔，雖現場的人沒
幾位聽得懂，但法師莊嚴虔誠的唱頌
風格，極具攝受力，全場頓時鴉雀無
聲，而師父的幾句唱誦，卻重重 直指
人心： 「聞鐘聲 煩惱輕，智慧長 菩
提增，離地獄 出火坑，願成佛 度眾生
。」隨後，見曇法師並為市議會以英
語祈福，祝福全場平安、吉祥。

昨天，是由休市艾利芙區市議員
Steve Le 安排，本週由他輪值當會場執
行官。越裔的Le 市議員，循例要找一
位宗教界人士作市議會的開場禱告，

過去多為基督教牧師，篤信佛法的他
，這次決心找一位佛教界人士，於是
透過巿政府顧問李雄的協助，請到中
台禪寺的住持見曇法師。見曇法師昨
天由護法會副會長傳黠的陪同出席該
議會，雖停留的時間不長，但法師短
短數分鐘的停留，極具攝受力，予議
會所有在場人士留下深刻的印象。

見曇法師，在從交通大學電子工
程系畢業之後，進入台大電機研究所
博士班繼續深造。參加台大晨曦佛學
社後，有緣接觸到中台心法，於是開
始廣泛閱讀佛學論著，讀至虛雲老和
尚與老和尚的開示錄時，往昔對佛法
的一些疑惑，豁然開朗，不覺對禪宗
心法生起殊勝難得之信心。

西元1995年春天參加靈泉寺大專

禪七時，有幸聆聽老和尚開示，如醍
醐灌頂，深為老和尚的悲心宏願所感
動，發願護持中台。而在日後的中台
禪七的精進用功中，逐漸領悟到修行
乃是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

取得學位之後，一方面在新竹工
研院從事研究工作，另一方面於新竹
普親精舍聽經聞法，護持道場。2003
年，有感於生命無常及佛法的可貴，
毅然依止惟覺老和尚座下出家，並就
讀中台佛教學院，以全心參究人生的
真諦。後於 2006-2009 年詣美國並取
得聖荷西州立大學英語教學碩士學位
。學成後返台灣中台禪寺擔任副住持
兼任佛學院教務長。

見曇法師於2012年三月，即派任
至普德精舍擔任住持。

中台禪寺住持見曇法師中台禪寺住持見曇法師
昨應邀赴休士頓市議會祈福昨應邀赴休士頓市議會祈福

休斯敦華星藝術團團長鮑玲老師之母仙逝
休巿眾多親朋摯友追悼老人家不凡的一生

休斯敦華星藝術團團長鮑玲老師媽媽雷觀新女士於2018年8
月2日仙逝，享年95歲。眾多親朋摯友參與追憶老人家不凡一生
0.8/ 5/2018週日下午4:00在永福 殯儀館舉行簡單的告別儀式.8 /
7/2018週二在佛光山舉行骨灰安放儀式。雷觀新女士是一位仁慈

，和藹，
可親，有風範的長者，深受大家敬重。她開明，豁達，知書識禮
，樂善好施，憂國憂民。她畢業於國立中央政治大學國際金融專
業。在國內擔任數學老師35年，熱心助人。幫助了數不清的人
，甚至改變了數不清的人的命運。移居休斯敦後，曾在華夏中文

學校做義工，在社區免費教授氣功，在玉佛寺圖書館服務。九十
多歲了，還能與時俱進寫傳記，回憶錄，旅行遊記，養生心得，
修行日記她對自己的要求是：。感恩，知足，善解，包容這麼些
年來鮑玲對母親用心盡力，陪伴母親走完了這最後一程。

圖為中台禪寺住持見曇法師圖為中台禪寺住持見曇法師（（ 前排右一前排右一 ）） 正在為休士頓市議會唱誦正在為休士頓市議會唱誦 「「
扣鐘偈扣鐘偈 」」 。（。（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圖為中台禪寺住持見曇法師圖為中台禪寺住持見曇法師（（ 右二右二 ）） 在休市市議員在休市市議員Steve Le (Steve Le ( 左二左二 ））
邀請下邀請下，，昨蒞臨市議會祈福昨蒞臨市議會祈福。。旁為陪同前來的市議會顧問李雄旁為陪同前來的市議會顧問李雄（（ 右一右一））
及及 「「 中台禪寺中台禪寺」」 護法會副會長傳黠護法會副會長傳黠（（ 左一左一 ）。（）。（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美南傳媒集團董事長代表中央政治大學校友會悼念老校美南傳媒集團董事長代表中央政治大學校友會悼念老校

友雷觀新女士友雷觀新女士
親摯摯友為雷觀新女士念星雲大師親摯摯友為雷觀新女士念星雲大師。。祈願文為雷觀新祈願文為雷觀新
女士送行女士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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