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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凯蒂猫新干线车厢设计曝
光：墙壁布满蝴蝶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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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妇行乞多年病死街头，
银行账户留下逾百万美元遗产
一名 52 岁的老妇法蒂玛 (Fatima Othman) 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行乞多年，日
前被发现在街头去世。当地警察发现了惊
人的事实：这名妇人并非身无分文，她其
实是位百万富婆。
据报道，法蒂玛的遗体在一辆废弃的车
辆里被发现，她身边有两个塑料袋，里头装
有500万的黎巴嫩币(约2.1万元人民币)。另
外检查其银行存折发现，她的户头里存有17
亿黎巴嫩币(约合721.8万元人民币)。
警方发言人表示，法蒂玛的死因并无

特别的可疑之处，是死于心脏病发。但警
方承认，当他们发现她其实身价不凡时，
的确非常惊讶。
法蒂玛的手、脚此前曾因战争受伤，
因此行动不便。之前曾有一张好心的黎
巴嫩军人在路边喂法蒂玛喝水吃东西的
照片被拍下，照片在网络上发布后，法
蒂玛顿时成为一位名人。当地人因此都
认识法蒂玛，很多曾经捐钱或捐助食物
给她的人都对她“富婆”的身份感到吃
惊不已。

马桶下挖地道，岂料缺氧
巴西囚犯越狱不成反丧命
日前，西日本铁路公司(JR 西日
本)宣布，车身绘有日本造型人物品
牌发行商三丽鸥(Sanrio)公司的卡通人
物“凯蒂猫”(Hello Kitty)的 500 系新
干线将从 6 月 30 日开始运行，车厢内
的设计也被曝光。
据 报 道 ， 该 500 系 新 干 线 回 声

(Kodama)号，由 8 节车厢组成，每天 1
班次往返于新大阪至博多区间，但报
道称运行期间尚未确定。
西日本铁路公司还公布了车厢内
部设计。将1号车厢设置为西日本各地
的展示空间，由凯蒂猫担任“旅行向导
”向大家介绍特产等；2号车厢设有自

由坐席，墙壁上饰有凯蒂猫的脸蛋和蝴
蝶结，乘客可以抱着玩偶合影留念。
此外，其他车厢里也饰有很多凯蒂
猫的图案，车内铃声也是限定版本。
在日本的博多站，凯蒂猫新干线
咖啡店也将于 6 月 1 日登场，周边商
店则将在 6 月 30 日开业。

现实版睡美人：少女患病一
天睡 20 小时 男友不离不弃
因为罹患怪病，她一天至少要睡
20 小时，失智的症状越来越明显，很
多朋友也因此离她而去。但她的男朋
友始终不离不弃，还骄傲地称她为自
己的“睡美人”。
据外媒报道，美国 16 岁少女艾米
丽从小经常偏头痛、没事就想睡觉，
经诊断她罹患一种“全身性非抽搐癫
痫”，受到大脑脑波异常影响、一天
至少要睡上 20 小时才足够。
也因为这个怪病，导致她无法像
一般正常人生活，就连走路、洗澡等
小事也非常危险。

随着年龄渐长，她陷入昏睡的
时间也越来越长，并陆续出现一
些 痴 呆 症 状 ， 但 17 岁 的 小 男 友 不
仅不愿离开，自始自终陪在艾美
莉身旁，还很骄傲地跟大家炫耀
，自己有一个像“睡美人”般的
独特女友。
据悉，过去 8 年来，艾米丽已
进出医院超过百次，医生诊断她
罹患了一种癫痫症，每次发病就
会陷入长眠，有时一睡就是睡上
好几天。
在病情恶化前，艾米丽原是一个

品学兼优、活泼的少女，一直梦想着
能成为律师、环游世界，但现在的她
连走出房间、穿衣服这种小事都是一
大挑战。
几年来，朋友一个一个在她熟睡
时离她而去，只剩男友希克姆还在身
边，不停鼓励她不要放弃，并称她是
独一无二的睡美人。
但医生担忧，艾米丽的大脑有
80%时间都在“关机状态”，导致她
失智症状越来越严重，脑部手术是唯
一解决的方法，但高昂的手术费用，
可能令艾米丽的家人无法负担。

巴西一所高安保级别监狱日前发
生越狱未遂事件。一名囚犯在自己
牢 房 的 马 桶 下 挖 了 一 条 长 70 米 的 地
道，这条地道已经延伸到监狱墙外
。不过，囚犯在洞内感觉身体不适
，掉头返回牢房，岂料他最后却因
缺氧丧命。
据报道，出事的蒙特克里斯托(Monte Cristo)监狱位于罗赖马州的博阿维斯塔
，是当地最大监狱。警方 22 日发现犯人
埃万杰利斯塔(Judson Cunha Evangelista)
死在牢房内，随后在牢房马桶下发现地

道。
在后续的调查中，警方派出 150 名警
员，用了 7 小时才弄清地道的方向。他们
在洞内发现几袋泥沙、一条延至地道尽
头的电线，以及一个灯泡。这条隧道长
70 米，已经越过了监狱的围墙和通电围
栏，仅差几米就可以到达外面森林的地
面。
据信，埃万杰利斯塔用了几个月的
时间挖掘地道，并且计划向其他囚犯收
费，协助他们大规模越狱。经警方检查
后，目前地道已经被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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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unk man heart

对男人最受用的 5 句情话
（综合报道）
：
男人是女人密
不可分的一个群体。
女人的
世界因为有了男人的存在，
有了很多的活力和生机，
生
命也因此变的充满了妙不
可言的韵味与意义。不过，
身为围城里的女人，
你知道
你的丈夫最爱听你说哪些
绵绵的情话吗？

(三)没关系，
你做什么我都支持你：
所谓是好男人志在四方，
特别是在他们结婚后，
更是承担起了一个男人养家糊口的道义和责任。可
能会为了养家在工作中和事业上尝试着新的开拓和
进展。实际，
在他们告诉你之间，
肯定都已经经过了
一番慎重的掂量与考证，
因为，
他们此刻的身份已经
不允许做什么事情掉以轻心。
所以，
善解人意的你不妨就大度的说：
“没关系，
你做什么我都支持你。”
婚后男人所作的一切也都是
在为了他们肩上的担子和你们共同的家在努力。这
样一句简单的情话，却能使男人一瞬间就感受到被
理解、
被包容的温暖与快慰。

(一)亲爱的，
嫁给你真好：

(四)不管发生什么，
我都会和
你在一起的：

男人在生活中是需要女人顶礼膜拜和欣赏的，
特别
是自己深爱的女人。所以，
聪明的女人一定要注意在日
常生活中适时的赞美自己的丈夫。
尤其是在自己的丈夫

男人有时是很孩子气的，
偶尔也会来点恶作剧。
看心爱的女人能否对自己百分百的在意，也是他们

温情款款送给你生日礼物，
或者是某一天自己身体不舒

有时故意做的一些小把戏。他们会在单位体检后，
拿

服，
丈夫推退了所有工作细心照顾你的时候，
一定要把

着一张小小的检查单，
然后，
故意夸张的皱眉摇头告

自己心中那份最温暖最感动的的感觉忠实的表达出来。

诉你大事不好了，
他得病了。然后，
又会一本正经的
问你爱他吗？愿意和他不离不弃永远在一起吗？

这句绵绵的情话是男人最爱听的，
因为，
从这句话
里他深切体会到了被一个女人，
被自己的妻子充分尊重

这时候，
他最盼望的就是你能够说出我愿意，
不

与肯定的快乐。
他会因此而觉得自己的形象很高大很完

管发生什么我都会和你在一起的。因为，
这句话可以

美。

让他充分领略到一个小女人对他爱的忠诚，执着与
韧性。认可你对他最宝贵的一份真情。

(二)我们以后一定生个聪明漂
亮又健康的小宝宝：
俗话说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大凡男人婚后都希望
自己的妻子能早日给自己生个聪明漂亮的小宝宝。一
般现在的男人都是独生子女，能成为一个小生命的父
亲对他们来说是件非常渴望又倍感神秘的事情。所以，
很多男人婚后都会和自己的妻子探讨这个问题，只不
过喜欢的只是男女不同。
妻子说这句情话实际是句非常老实的大实话，
但
是，
男人却非常爱听。因为，
在他们心中，
妻子生个眉眼
神情即像爸爸又像妈妈，而且又聪明可爱的的孩子是
件幸福到了极致的事情。意味着从此他们的爱情有了
结晶，
生命得到了延续。

(五)我一生中最美妙的事情就
是认识了你：
爱是一种可遇不可求的缘分。茫茫人海中两个
人有缘有幸相识相恋并最终携手连理，这该是一件
怎样奇妙而幸福的事情呢？男人心中实际是有很多
浪漫情愫的，在内心也是渴望得到自己妻子极富浪
漫的表白与溢美的。因为，
对于男人来说，
没有什么
能比得到自己的妻子发自内心的肺腑情话而更宝贵
更钟情了。
我一生中最美妙的事情就是认识了你，这句情
话可以使男人感受到缘分世界的幸福与微妙，浪漫
与温馨。当然，
更会从激情澎湃中里感受到一个女人
对他的无限温存，
无限芳馨。
文章来源(夏季紫罗兰 _ 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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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系列活動新聞發佈會
今年共有國慶綜藝晚會、
今年共有國慶綜藝晚會
、升旗儀式及晚宴三大項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2018 中華人民共和國慶系
列活動新聞發佈會於昨天（ 8 月 10 日 ） 上午在中
國人活動中心大廳舉行，共有中國人活動中心，全
美華人協會、華夏協會等卅餘社團代表參加，中領
館也由副總領事劉紅梅，葛明東組長、高樺領事等
五人代表與會。大會在中國人活動中心執行長范玉
新博士逐一介紹與會來賓及各系列活動主席及致歡
迎詞後，中國駐休士頓副總領事劉紅梅致詞表示：
國慶系列活動展現三方面的意義：（ 一 ） 它已成為
社區品牌，社區華人華僑凝聚僑心僑力，向美國各
界朋友展現中國文化的一項功能。（ 二 ） 其特殊含
意： 屆此中美之間貿易磨擦，貿易戰之際，過去 40
圖為總領館副總領事劉紅梅（
（ 中 ） 僑務組葛明東組長
僑務組葛明東組長（
（ 右三 ）
年，中國是國際經濟的受益者，但同時也是國際經 圖為總領館副總領事劉紅梅
國慶系列活動新聞發佈會的所有貴賓，
， 社團代表
社團代表，
， 各活
與國慶綜藝晚會主席黃華（
與國慶綜藝晚會主席黃華
（
左三
）
贊助商楊玉楠（
贊助商楊玉楠
（
左二
） 等人 圖為出席 2018 國慶系列活動新聞發佈會的所有貴賓
濟的貢獻者。有關 「知識產權 」，中國從來沒出台
動主席，
動主席
，共同主席及贊助商合影
共同主席及贊助商合影。（
。（ 記者秦鴻鈞攝 ）
手持國慶綜藝晚會海報在會上合影。（
。（ 記者秦鴻鈞攝 ）
強制知識，相反的，過去七年來中國是申請專利最 手持國慶綜藝晚會海報在會上合影
高的國家。經歷貿易戰之後，中國大門不會關上，
事長，是這次綜藝晚會的獨家冠名贊助商，楊玉楠博士作為一名 及贊助商包括美中電影電視發展基金會主席查仲華女士， 「完
因為封閉代表落後。中國大門只會愈開愈大。中國不願打貿易戰 腫瘤科學家因身體原因轉行做了餐飲。她秉承＂堅持傳統川味， 整修車廠」總裁 徐雲女士、美國大自然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
，為讓兩國人民共享貿易成果，中國曾努力通過各項法令。貿易 有機健康＂兩大原則，短短的三年時間開五家川味餐館，第六家 司商務經理李秋燕女士、琦琦粉刷的老闆王琦女士、休斯頓華美
戰，中國不想打，但也不怕打，希以友好協商等正確方式，化解 正在裝修當中。作為知名企業家，她回饋社團，熱衷於支持公益 建築裝飾工程有限公司總裁 Victoria 矯女士等五人登台。
分歧。因此今年的國慶系列活動，會邀請美國友人參加，讓他們 事業。除了去年為國慶晚會獨家冠名贊助商，而且也將年年支持
今年的國慶晚宴主席吳安萍女士介紹： 慶祝國慶六十九周
看到中國的改革開放、包容的民族性。（ 三 ）國慶系列活動不 ，做為我們國慶綜藝晚會的永久贊助商。（ 二 ） 綜藝晚會的榮 年國慶晚宴將於 9 月 29 日下午五時至九時在 「
The Westin Gal只是中國人活動中心、華夏學人協會的事，而是大休士頓地區所 譽主席陳灼剛先生，他是休斯頓僑界很有名望的企業家，也是一 leria 」（ 5060 West Alabama, Houston ,TX 77056 ) 舉行。是歷年
有社團，相關企業參與，才能辦好，你們支持共同參與，才使我 位德高望重的僑界老前輩，曾為德州廣東總會前主席，中國人活 來國慶系列活動之一，也是華人社團的盛會。依賴總領館、籌委
們展現實力，而中領館將一如既往支持，讓僑胞們更加團結，和 動中心董事會前董事長，曾擔任過四屆國慶綜藝晚會的共同主席 會、與企業支持。由休士頓皇冠假日酒店、嘉寶車行、陽光傳奇
諧。
。（ 三 ） 綜藝晚會的共同主席盛諾一家。盛諾一家是國內權威 高爾夫休閑山莊冠名贊助。贊助商包括： 天慶集團美國公司（
國慶綜藝晚會主席黄華女士首先介紹今年的慶祝國慶六十 的出國看病服務和服務機構，幫助國人篩選出全球優質的醫療資 冠名贊助） 杜昊益、美中總商會李少林、嘉隆實業、CHEV九周年綜藝晚會將於 2018 年 9 月 21 日晚上在 「Stafford Perfor- 源，協助中國患者出國就醫，在國內外享有很大的聲譽。
RON , 玉皇集團等。今年的主題： 「文化傳承與體育精神」。
mance Center 」舉行。今年的演出主題是＂親情中華＂，由中
晚會節目策劃老會長何子敏也在會中補充今年的綜藝晚會來 今年 「中國之友」 將頒發給 「休士頓火箭隊」，她並感謝徐寧
國僑聯大力支持，派出高質量專業文藝團體前來演出。演出陣容 的是中國雜技團，北京國家一級演員、民樂、歌唱、京劇演唱者 波總裁的搭橋牽線。另外，晚宴的文藝演出，將由鮑玲女士擔任
由中國東方演藝集團，國家京劇院，全總文工團，中國雜技團， 及二胡演奏家，節目內容非常精彩，希把劇場一千多個座位坐滿 舞台總監。其中的亮點將有國內非物質文化隊，周本寧嗩吶隊，
北京歌舞劇院和中國戲曲學院等組成。帶來形式多樣的精彩節目 。
以及 Bellaire High School 的花式籃球 「街舞 」表演。以及楊萬
，包括： 歌舞，聲樂等。集中展現中華文化藝術魅力和少數民
國慶升旗儀式主席陳韻梅女士介紹每年的國慶升旗儀式是中 青的優秀獎學金的頒發。
族風情，展示中華文化深厚傳承、五彩繽紛和融匯創新。希望在 國人活動中心、華夏中文學校及休士頓華人社團、工商企業，大
晚宴的副主席楊德清也介紹該晚的買桌$2500 （10 人 ）送
座各位僑領大力宣傳幫助推票。
家共同主辦的慶典，丁旨在促進僑社團結。今年的升旗儀式，將 彩色廣告，$1500 （10 人 ） 送黑白廣告，$800 元（10 人 ） 社
黃華主席也介紹這次國慶晚會大力支持的僑界領導和企業 在 9 月 29 日（ 星期六 ） 上午九時半在中國人活動中心準時開 團桌，以及彩色及黑白廣告（ 封面、封底、及內頁 ） 根據個人
家： （ 一 ）楊玉楠女士，她是雙椒集團（ Pepper Twins ) 的董 始。陳韻梅也介紹今年國慶升旗儀式的顧問劉姸，副主席王翊帆 情況安排。

2018 年度休斯頓中國人活動中心 楊萬青博士優秀華裔高中生獎學金
（本報訊）優秀是一種習慣，中
學時代是養成這種習慣的最重要的階
段。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說過：一切的
學問，都要努力向著人民的幸福瞄準
、道德是做人的根本，根本一壞，縱
然你有一些學問和本領，也無甚用處
。為鼓勵休斯敦華裔“勤奮好學、積
極向上、熱心社區、關愛他人”的熱
情，中國人活動中心特此成立華裔高
中生基金會。中心基金會與楊萬青博
士合作將於 2018 年繼續設立“楊萬青
博士優秀華裔高中生獎學金”，該獎

學金用來獎勵優秀華裔高中生，鼓勵
他們樹立正確的生活態度，努力做一
個對社會有益的人，幫助他們為
日後的求學、求職和生活打下良好的
基礎。
本獎學金面向休斯敦地區在校高
年級華裔高中學生（在校十二或十一
年級高中生）。
申請人除填寫申請表以外，須提
供申請表中所要求的證明如學習成績
單、推薦信和社區義工證明等。本獎
學金每年評選一次，每次 5 個名額。

獲獎學生將獲得中國人活動中心頒發
的獎勵證書和$1000 獎金。
基金會將於 7 月 20 日開始接受申
請，截止日期為 9 月 10 日，獲獎名單
將於今年 09 月 29 日的國慶晚宴上宣
布並舉行頒獎典禮。侯選人由自薦和
他人推薦產生。獲獎人將由評審團根
據候選人所提供的材料評審決定，評
審方法將包括電話面試等等。
申請人資格：
1. 申請者應該是大休士頓地區高中生
2. 有合法身份

3. 積極參加社區服務
4. 具有華人血統
5. 最低 GPA 為 3.50
申請程序：
1. 完成《獎學金申請表格》
2. 提 供 一 份 PSAT/SAT/ACT/SCAT
的成績單
3. 提供一份文件表明申請人在學校班
級的排名
4. 提供證明社區服務的文件
5. 提交兩篇推薦信，一份由學校的教
師或輔導員寫，一份是服務過的社區

組織提供
6. 提供一份成績單
提交方式（以下兩種方式必須同時滿
足）：
1. 請 把 所 有 申 請 材 料 做 成 一 個 PDF
文件，在申請截至日期前發給中心辦
公室：
周愛萍： AipingZhou@yahoo.com
2. 同時請把申請文件請寄以下的地址:
CCC Scholarship Committee
5905 Sovereign Dr.
Houston, TX 77036

休城工商

Bonchon 韓式炸雞 提供多種亞洲式美食
被 Food&wine 譽為全美最好吃的雞翅

(記者韋霓休士頓報導) 隨著韓劇的流行，韓式
炸雞不僅風靡韓國，同時在亞洲各國與美國都受
到廣大的喜愛。其中，Bonchon Chicken 在美國是
佼佼者，目前已有六十多家連鎖店，被
Food&wine 譽為全美最好吃的雞翅。就在休士頓
的糖城，新開了一家 Bonchon 韓式炸雞店(Bonchon Chicken Sugar Land) ，讓喜愛韓式炸雞的粉
絲們大飽口福。
好吃的秘密武器
Bonchon 韓式炸雞為何如此受歡迎？因為有
幾個秘密武器，讓他們的炸雞如此誘人、如此香
脆，首先是他們的秘製調料，在韓國，業主調出
非常特別的秘製配方，在炸之前進行醃泡，讓炸
雞香味誘人，肉質鮮嫩帶汁，非常美味。
其次是炸雞的方式，韓式炸雞要炸兩遍，所以比
普通的炸雞更香脆，含油量也比較低。同時，在
第二次炸的時候再使用特製韓式炸雞佐料，讓外
皮酥中帶香脆，色澤金黃，咬起來卡滋卡滋的，
讓人一口接一口。

從東岸紅到西岸，再到其他州
Bonchon 韓式炸雞發跡於韓國，卻發揚光大
於美國，從東岸紅到西岸，再到其他州。糖城這
家店的業主在十年前和妹妹在加州第一次吃到
Bonchon 韓式炸雞就大為讚賞，覺得太好吃了，
他們原來住在德州，就想到，這麼美味的炸雞應
該在德州也要有。
於是，他們聯絡 Bonchon 在紐約的總部，當
時 Bonchon 還沒有開始連鎖店，所以沒有什麼結
果。幾年之後，他們仍念念不忘 Bonchon 韓式炸
雞，又再聯絡總部，希望可以把這麼好吃的炸雞
引進德州，總部同意後，他們到紐約去受訓，把
整套完整的秘方學回來，然後在休士頓找理想的
地點。因為哈維颱風的延遲，糖城店一直到去年
12 月才開幕，再經過一些時日的員工訓練與適應
經營，目前他們已經可以提供非常好的服務，店
內除了炸雞是明星之外，還有許多亞洲式食物，
像是中式、韓式、日式的食物都有，也都頗獲好
評。
在 Bonchon 韓式炸雞，雞翅有兩種口味，蒜
香口味的外脆內嫩，是搭啤酒的絕配。能吃辣的
可以試試辛辣口味的雞翅，味道更大膽，體驗火
熱熱韓國辣椒的力量。
Bonchon 韓式炸雞現已遍布全球，除了美國
之外，還有台灣、菲律賓、泰國，印尼、和新加

坡都設有分店，名列必吃的韓式炸雞。
Bonchon 糖城店
許多去過韓國的人，聽到 Bonchon 在糖城有
新店都非常興奮。有不少朋友去過泰國曼谷，在
那裏初次品嘗了 BonChon 炸雞， 知道能在德州吃
Bonchon，也都非常開心。
除 了 五 星 級 炸 雞 之 外 ， Bonchon Chicken
Sugar Land 還 有 鮭 魚 酪 梨 球 、 燒 賣 、 石 鍋 拌 飯
(Bibimbap)、烏冬麵湯、鍋貼、魷魚、毛豆、烤肉
、韓式雜菜(Japchae)、韓式辣雞肉炒年糕(Tteokbokki)、和炒飯等。
其中，鮭魚酪梨球相當特別，混合了酪梨、
蟹肉、黃瓜和魚子，裹著新鮮的鮭魚，配上辛辣
的蛋黃醬、鰻魚醬和鬆脆的天婦羅，極為爽口。
還有石鍋拌飯也是許多人的最愛，這道菜傳
統上是韓國人在農曆新年前夕吃的，因為以前的
人覺得在新年來臨之前，應該把所有剩菜解決掉
，因而有了石鍋拌飯， 它曾居世界 50 大最美味的
食品中名列第 40 名，由讀者票選而成。
Bonchon 韓式炸雞在糖城店有酒吧提供各種
啤酒與酒類，多款選擇。除了點餐也有外賣、宴
會餐飲(Catering)。在歡樂時光 happy hour 有特價
，也有平日午餐特價。
優惠讀者
為嘉惠美南日報的讀者，Bonchon Chicken
Sugar Land 特別給予 10％優惠，凡持本報導或美
南日報週五 D1 版廣告優惠券上門者，均享優惠，
時間至 2018 年 10 月 31 日為止。

Bonchon 韓 式 炸 雞 糖 城 店 地 址 ： 1525 Lake
Pointe Parkway， Suite 100， Sugar Land， TX
77478。電話：281-302-6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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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二、三、四、五班 全同體學表演大合唱
全同體學表演大合唱<
<龍的傳人
龍的傳人>
>、 指導老師樊豫珍

2018 華夏暑期夏令營
華夏暑期夏令營""放飛快樂
放飛快樂""
文藝晚會精彩演出

鄧隆隆律師及中外家長們在總校大禮堂欣賞 2018
華夏暑期夏令營
華夏暑期
夏令營""放飛快樂
放飛快樂""文藝晚會精彩演出

一,二,三班全體同學合唱
三班全體同學合唱<
<祖國
祖國、
、祖國我們愛你
祖國我們愛你>
>
、<歌聲與微笑
歌聲與微笑>
> 指導老師樊豫珍

8 月 10 日小班女同學 舞蹈 表演 <采蘑菇的小
姑娘>
姑娘
>、 指導老師陶斐

四、五班全體同學武術表演
五班全體同學武術表演、
、 指導老師
Stephanie

二、三、四、五班 同學表演葫蘆絲串燒
同學表演葫蘆絲串燒：
：<美
麗的鳳尾竹>
麗的鳳尾竹
>、<荷塘月色
荷塘月色>
>、<婚誓
婚誓>
>、<世上
只有媽媽好>
只有媽媽好
>、 指導老師馬濤
指導老師馬濤、
、陳曉英

小小主持人班全體同學表演詩朗誦<我想
小小主持人班全體同學表演詩朗誦<
我想...>
...>
、 指導老師娟子

華夏中文學校副校長關麗華介紹臻真表演武術<
華夏中文學校副校長關麗華介紹臻真表演武術
<
童子功>、詩朗誦
童子功>
詩朗誦<
<我驕傲
我驕傲、
、我是中國人
我是中國人>
>、 指導
老師娟子、
老師娟子
、陳浩
陳浩、
、 臻真父親王先生分享中央電
視臺小小主持人二等獎的經歷

大班女同學與媽媽舞蹈隊<雪山阿佳
大班女同學與媽媽舞蹈隊<
雪山阿佳>
>舞蹈
表演 、 指導老師陶斐

杰喜地產

Jessica Realty Team
金牌地產經紀人

王洪旭

Andrew Wang

住房買賣 商業地產 公寓租售
專精 ●Sugar Land 糖城

手機：832-207-8808 ●T M C 醫學中心
●Pear Land 梨城 ● Katy 凱帝
微信：andearwang
E-Mail:wanghongxu001@gmail.com
R01-JESSICA REALTY TEAM王洪旭256C_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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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鴻鈞攝影

全體演出者與貴賓、
全體演出者與貴賓
、老師們在謝幕時合影
老師們在謝幕時合影。
。

蒙古族筷子組合 （ 大班
大班）
）。

藏族顫膝組合（
藏族顫膝組合
（ 小班 ）。

維吾爾族表演組合 「花兒為什麼這樣紅
」 （ 大班 ）。

山東膠州秧歌組合（
山東膠州秧歌組合
（ 小班 ）。

傣族基本動律組合（
傣族基本動律組合
（ 小班 ）。

藏族旋子組合 （ 大班 ）。

張馨怡表演獨舞 「茉莉花 」。

蒙古族硬腕組合（
蒙古族硬腕組合
（ 小班 ）。

古典舞組合韻律（
古典舞組合韻律
（ 大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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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人語

美(南人語）））

星期日

宋芸樺愛台灣何罪之有？

認 為 是 「台 獨 」 因 而 馬 上 引 起
「台獨風波；」這個情況，便有
如早前台灣另一火紅女星林心如
，推出自製自演新作《我的男孩
》時，被人舉報她為台獨分子一
楊楚楓
樣，說她領取了台灣文化部補助
美 南 人 語
優質影視品的輔導金津貼 2000 萬
台幣云云，這事件甚至令該劇集
E-Mail: patrickyanghk@gmail.com 要暫時下架。事後當然要獲得澄
清，才解決電影通行。
三年前的 2015 年，有部台灣電影
至於今時今日的宋芸樺，她為解困
「我的少女時代」在國內外上映，引起 境，便急忙在微博上發聲明說： 「我是
了中港台的哄動，情況猶如昔日 「那些 中國人，一個 90 後的中國女生，台灣是
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電影那樣的震 我的家鄉，中國是我的祖國」，最後還
撼。當時因為這部電影，便捧紅了男女 說： 「身為中國人，我感到自豪，我熱
主角王大陸和宋芸樺。其後王大陸到中 愛我的家鄉，熱愛我的祖國，海峽兩岸
國大陸發展電影事業，卻未見有甚麼特 永遠是一家人。」到底宋芸樺是愛祖國
別的作品引來關注。想不到，女主角宋 還是台灣，抑或是兩者皆愛，似乎難以
芸樺，卻不知不覺在大陸拍了部新片 區分？
《西虹市首富》，而火紅起來，此片近
我記得以往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在
日在大陸上映 8 天，就開出了 16 億人民 港澳時，時常聽到或看到中國,要 「愛祖
幣（約台幣 71 億元）的票房紀錄，令人 國，用國貨」的口號，當然有人為要祖
對女主角宋芸樺刮目相看。豈料，她卻 國強大，便會買國貨來增強國家的收入
被大陸網民翻出舊日曾經講過 「我最喜 ，但現在我們是否仍以這口號來支持已
歡的國家是台灣」這句話，被大陸方面

楊楚楓

2018 年 8 月 12 日

Patrick Yang

趨強大的祖國? 現在我在台灣、 香港、
澳門、美國或外地看到成千上萬的貨品
，絕大多數都是 made in China，有時我
反會猶疑，是否會不買，因為這與國產
的質素不佳，或是對祖國財大氣粗的一
種心理抗議。
話說回來，我估計此刻宋芸樺因在
中國大陸火紅，耍保持這種個人優勝，
所以她非要說些話來紓緩中國人的情緒
不可，那也是無可厚非，換了任何一位
港台演員，都會是這樣處理。但是她這
樣，卻令她臉書的來自世界各地的粉絲
數量急遽暴跌，這又是否得不償失呢?
不過，她亦沒說錯，連台北市長柯文哲
也說過：兩岸一家親，那她學舌也沒甚
麼大不了。所以，她說愛家鄉台灣，也
愛祖國中國，也是正當不過，且這樣便
能脫掉所謂台獨的帽子。對於兩地走紅
的影星來說，中國大陸市場是片黃金之
地，不能有失、不容錯過的呀！
可是，眼見中台兩岸關係狀態膠著
，令台灣的生意人及歌視影星，都無奈
甘冒大不韙而闖中國關。現在中國大陸
更用各種誘法，來吸引台灣人回中國服

政
政海
海 美施壓逼伊朗就範
楓
楓聲
聲 楊楚楓

澳大利亞政府資深安全官員
廿七日向媒體爆料，美國最
快八月轟炸伊朗核設施，且
英國、澳大利亞政府會協助確認目標。消息一出，澳總理特恩布爾
表示，儘管美國近來與伊朗隔空對罵，但他沒有理由相信美國準備
發起這場軍事行動。不過，澳國防部長佩恩則認為，特朗普準備做
之前總統沒做過的事，因此應該嚴肅看待特朗普的威脅。
今年五月，特朗普宣佈美國單方面退出伊朗核協議，並重啟對
伊朗的制裁。7 月初，美國單方面要求所有國家在十一月四日之前，
停止從伊朗進口石油，稱不會有國家獲得豁免。雖然他之後曾表示
可以給一些國家“寬限時日”，但不會全面豁免。
7 月中，伊朗總統魯哈尼在一次外交官會議中警告美國，“美
國與伊朗的和平，是所有和平的開始，與伊朗的戰爭，則是所有戰
爭的源頭”，“特朗普先生，不要玩弄獅子的尾巴，這只會讓你後
悔。”這一番話點燃了特朗普的怒火，從不吃嘴巴虧的他，隨即在
推特上，以全大寫字母來表達自己的憤怒，宣稱如果伊朗再敢威脅
美國，就會遭受“歷史上前所未見的嚴重後果”。
同一天，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譴責伊朗伊斯蘭革命以來的四十年
“是壓榨人民財富、支持恐怖主義的四十年”。蓬佩奧在最新演講
中涉及的議題，早就超出了伊核協議的範疇，直指伊朗政權的合法
性。美國此舉意在通過持續攻擊伊朗政權，對內瓦解伊朗政府的公
信力，煽動民眾的不滿情緒，推動伊朗的政權更迭；對外破壞伊朗
政府的聲譽，在外交上孤立伊朗，以便糾集更多國家配合美國的施
壓。
儘管美伊領導人間口水戰不斷，但特朗普的言論更多只是一種
恐嚇策略，而非真正的威脅。去年夏天，特朗普曾用類似的語言，
威脅過朝鮮領導人金正恩，稱朝鮮面臨着“世界前所未見的憤怒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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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或就學工作，形同兩岸對等，更諷刺
的是有台灣人士發起調查到底兩岸三黨(
國民、民進、共產)比併誰更愛台灣的制
度的競賽，藉此表明中國愛台灣更殷切
。這一切的發生，只讓我們思想到，到
底台灣與中國的未來方向應該如何走，
才能走出目前的政治陰霾?!
在此我想談一下有關台灣正名事件
，因為近期有關事件，惹起了台灣民眾
的強烈反應。事緣台灣資深運動員紀政
與民間團體推動 「2020 東京奧運台灣正
名公投」，引起了中國的不滿，遂在東
亞奧會臨時理事會中，發起表決杯葛台
灣主辦。當然，台灣因一直在國際運動
會上只能以 「中華台北」名義出賽而不
爽，所以才有台灣正名的事件出現。其
實，中國不斷在國際層面上打壓台灣，
除了在貿易交往國的爭取令台灣買少見
少外，不少世界組織也不能讓台灣參加
或名正言順地以 「台灣」(臺灣)名義參
加，令這個稱自己為國家的台灣國，國
不似國。
眼前這種孤立台灣的情況，更隨著
兩岸關係凍結而愈加變壞；尤以中國要
求世界 44 家外籍航空公司把 「台灣」改
為 「中國台灣」，這包括 5 家港澳籍航
空公司，包括國泰航空、香港航空和香
港快運航空網站等， 「預訂機票」欄目

力量”。十個月後，特朗普與金正恩在新加
坡進行了歷史性會晤。 會後，特朗普稱
朝鮮的核威脅已經解除。特朗普曾表示，強
大的壓力，會將金正恩“拖”上了談判桌，
相同的強壓策略，也可以使美國和伊朗達成一個更有利的協議。伊
朗是否能如特朗普所願，在極限施壓下，向美國屈服，人們拭目以
待。
此外，特朗普對伊朗的威脅，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為了轉移國內
對“普特會”的關注。自本月中旬與俄羅斯總統普京會面後，特朗
普連續一周佔據各大媒體頭條。媒體對其關於“通俄門”的質疑一
直停不了。尤其是俄羅斯“女間諜”在美被捕，更是將特朗普與普
京之間說不清道不明的關係，推上風口浪尖。這對於一直想改善美
俄關係的特朗普來說，非常頭疼。因此，面對來自伊朗總統的“口
頭”警告，特朗普“火力全開”在推特上強勢威脅，一方面表明了
自己的強硬態度，另一方面也轉移了媒體關注焦點。
很多人，包括美國在歐洲的盟友，都不明白，為何美國要死咬
着伊朗不放，而且還非要盟友都跟着美國一起去制裁伊朗不可。上
屆美國政府不是簽署了伊朗核協議嗎？堂堂大國對國際協議怎可以
出爾反爾？怎可以因換了一個總統就一切推倒重來？叫盟友都措手
不及！這樣的事情只應在獨裁國家出現，難道美國的民主制度已因
特朗普上台而改變？
在歐洲國家看來，北韓甚麼具體的承諾也沒有做，美國已輕輕
的放過了他；但伊朗自簽了核協議之後，已在國際的監察下，開始
停產可以製造核武的原材料，沒有理由要對伊朗那麼苛刻，即使美
國認為伊朗做得還不夠，亦應先提出要求，再讓伊朗去改善。美國
沒有理由立即退出協議，還逼歐洲國家一起去背信棄義！要知道，
自從伊朗簽了核協議之後，歐洲有很多公司，已恢復與伊朗做生意
，且已簽署了不少合作協議，部分更已付諸實行。若現時叫停，這
些歐洲公司將損失慘重。美國為甚麼非要強人所難呢？
我看理由起碼有以下五點：

，選擇出發地點和目的地就已更改為
「中國台灣」。至於美國 3 家航空公司(
美國航空、聯合航空、達美航空)則暫未
改成中國台灣；印度航空則改為中華台
北。以我所知，不少台灣人都喜歡把
「台灣」標籖張貼在護照上，以宣示台
灣的主權；可是屢屢在各地機場也被刁
難，相信這種持久戰將會繼續下去。
對於台灣正名問題，我認為那是一
種尊重，就如我說自己是香港人，不會
說成 我是中國香港人，更不會說成是中
國境內的香港人。所以，中國香港的事
實，不會令我改變自己的身份認同。同
樣，台灣人已經成了台灣人那麼多年，
而且在不同政治氣氛下生活，要 「夾硬
」粗暴地要對方改成中國台灣人，更是
一種強暴。我認為與其以強硬手段來
「改變」，不如以軟性方式來吸納台灣
人自動投誠更佳。故大陸現時以各種誘
惑手段來令台灣人得到利益，這也不愧
是一種懷柔政策，總勝於惡死騰騰要人
改名稱，有失大國風範。
不過可能中國此刻財大氣粗，不會
理會世界形象；這樣就令我們這些中國
人不敢認自己是中國人了。 所以，要香
港人或台灣人歸宗認祖，自稱為中國人
，其實很簡單，就是做回一個具仁義禮
智的中國社會便可以了。

(一)美國對伊朗有一雪前恥的報仇情意結。霍梅尼是遭美國支持
的巴列維王朝迫害，而長期逃亡歐洲的。所以當他領導的伊斯蘭革
命奪得政權後，他就縱容伊朗革命衛隊扣押美國使館人員。美國曾
派特種部隊設法拯救，可惜行動失敗，還損兵折將，在世人面前出
醜。很多美國人都視此為一種恥辱，認為一定要找機會報仇。
(二)伊朗至今仍在世上很多地方與美國對著幹。這包括：(i)直接
派軍隊支持敘利亞的巴沙爾政權，而美國卻一直在扶助反巴沙爾勢
力。(ii)煽動伊拉克的什葉派不要和美國合作，令美國雖然佔領了伊
拉克，卻一事無成，只好選擇不光彩地撤退。(iii)支持也門的胡塞武
裝組織，顛覆親美政權，令美國咬牙切齒，要除之而後快。
(三)美國的猶太人勢力很大。以色列能夠復國全賴美國支持。美
國政府一直把維持以色列的安全，視作自己不可推卸的責任，而伊
朗正是現時中東最有能力威脅以色列的回教國家。美國一直都努力
，企圖完成以下其中一項目標：(i)找機會予伊朗一次重重的打擊，
以削弱伊朗的軍事力量，令他失去對以色列的威脅作用。(ii)煽動伊
朗的自由派起義，推翻現時政教合一的政府。
(四)美國其實不喜歡歐盟，因為歐洲國家如果真的聯合起來，實
力不亞於美國。所以美國要逼歐洲國家一起去制裁伊朗，若果歐洲
國家就範，美國就可以鞏固自己作為 「大佬」的地位，同時挫敗歐
盟的獨立性，以後休想與美國平起平坐。看特朗普公然認同英國脫
歐，又去問法國總統馬克龍何時脫歐，就知道美國對歐盟是不懷好
意的了。釘死伊朗，可以令歐洲買不到廉價石油，不利歐盟的經濟
發展。
(五)伊朗是中國在中東的主要盟友及中國的能源供應國。此外，
伊朗在一帶一路的位置亦十分重要。美國要制約中國的發展，必然
一併制約伊朗。最好是促使伊朗變天，以後配合美國一起制約中國
。為了令伊朗就範，必須先向他施壓。
此之所以，美國會做出這麼多違背國家慣例的事情，目的是要
把美國的利益放在優先的位置。因此，美國國內雖有人不認同特朗
普的做法，但支持他的聲音亦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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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路撒冷發現壹枚有 2000 多年歷史金耳環 印有動物圖案

在東耶路撒冷大衛城的考古遺址上發現的壹枚據稱已有 2000 多年歷史的金耳
環。這枚金耳環上的圖案像有角的動物
這枚金耳環上的圖案像有角的動物，
，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2-3 世紀
世紀。
。

建於

5紀
1世

土耳其將壹座古浴室整體遷移

圓明園獸首亮相廣東肇慶

航天農業
從陜西走向世界
改良。這些經過航天育種優化的作物，
品質好，抗性強，優良性能的穩定期
長，普遍增產 20%左右，有的產量成倍
增長。航天育種已經成為陜西傳統農業
向現代農業及循環經濟轉型發展的“新
起點”。
由航天神舟生物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與楊淩現代植物培育引種有限公司合作
共建的，國內首家航天育種聯合實驗室
（種質資源庫）在楊淩農業高新技術產
業示範區掛牌設立。雙方共同組建的航
天育種種質資源研究中心同日成立。
掛牌儀式上，航天神舟生物科技集
團有限公司總經理胡肖傳對記者說：
“這次合作是航天技術與現代農業的緊
密結合，是促進我國航天事業、農業發
展、生態產業實現跨越的壹次重大機遇。
我們將發揮我國在航天領域和農業領域
的優勢，加快形成高效優質的研究成果，
進行有效示範推廣。”
航天神舟生物科技集團有限公司是
我國航天育種領域的龍頭企業。該公司
專業從事航天生物、航天育種、生物醫
藥技術的科研與服務，擁有壹批掌握自
主知識產權的航天作物新品種及適合大
面積推廣種植的航天種質資源。2017 年
10 月，航天神舟生物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與楊淩現代植物培育引種有限公司達成
合作協議，計劃在楊淩共同建設航天育
種聯合實驗室(種質資源庫)和航天育種
種質資源研究中心。
“確保國家糧食安全，把中國人的
飯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黨的十九大
報告中關於加快推動農業現代化的號召，
激勵著每壹位關心和致力於中國農業發
展的人。
在陜西，以楊淩現代植物培育引種
示範園為創建基礎，航天育種專家郭銳
及其科研團隊自 1999 年起，就致力於把
中國人的航天夢和農業科技夢結合起來，
以科研、示範、推廣為發展宗旨，壹步
步把航天農業的產業化變成現實，在填
補國內相關科技空白的同時，也讓航天
農業逐步從陜西走向世界。

走向太空
傳統農業轉型發展的“新起點”
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食以糧
為源，糧以種為先。
1987 年，我國第 9 顆返回式科學實
驗衛星在太空之旅中，搭載了壹批水稻、
青椒等農作物的種子。這些種子回到地
球後還能生長發育、開花結果嗎？實驗
結果顯示，它們不但能發育，而且具有
了地面種子無法比擬的抗病、抗蟲性，
作物的產量也大幅度增加。航天育種
（又稱太空育種），壹項利用航天、生
物、農業育種等多種技術交叉綜合培育
優良生物品種的生物學工程由此發端，
並成為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之壹的生物
農業高端技術。
2008 年，以楊淩現代植物培育引種
示範園主任、首席科學家郭銳為組長的
科研團隊，依托陜西航天工業雄厚的綜
合實力，在西安和楊淩兩地，邁出了向
航天育種進軍的步伐。他們先後通過神
舟七號、八號、九號、十號飛船，搭載
小麥、蕎麥、辣椒、番茄、百合、石竹
等 19 類 40 多個品系的作物種子進入太
空，再進行地面選育；同時與中科院、
中國農科院，以及陜西農科院等科研機
構緊密合作，進行航天育種課題研究和
地面試種。
經過反復實驗和培育，楊淩現代植
物培育引種示範園在不到 10 年間，自主
選育和引進培育 20 多個經航天誘變的作
物新品種。新品種產量大幅提升，營養
成分顯著增加，抗性（抗病、抗蟲、
抗旱、抗鹽堿等）能力增強。
目前，陜西已經成功將定邊縣的蕎
麥、胡麻，澄城縣的花椒，秦嶺的蘭花
等種子進行了航天搭載，正在進行優化

回歸大地
現代農業創新變革的“助推器”
畝產高達 4000 公斤、維生素含量比
普通線椒高壹倍的“太空線椒”，每個
重達 200 多公斤的“太空南瓜”，壹株
能結壹萬多顆西紅柿的“番茄樹”，比
普通種子產出作物的產量提高 20%以上
的“太空蕎麥”“太空小麥”……
優質的種子選育出來，如何實現快
速推廣，從而為中國的現代農業發展加
裝“助推器”？在地面選育推廣方面，
中國的努力已經得到了聯合國糧食及農
業組織、世界衛生組織、國際原子能機
構的充分肯定。
“航天育種的地面選育工作，中國
是世界的領跑者，陜西走在全國前列。”
郭銳說。
楊淩現代植物培育引種示範園有針
對性地規劃建設產業園區，與中國科學
院、中國農科院等進行合作，以課題為
紐帶，建立起了產學研緊密結合的創新
體系；在糧食作物、蔬菜、花卉等領域
開展了 10 多個航天育種課題研究，並進
行推廣種植；引進創新了“太空南瓜”
“太空五彩椒”等 80 余個蔬菜、花卉品
種，大面積進行繁育、推廣種植；優化
資源組合，大膽進行跨區域整合，在東
起江蘇、浙江，西至新疆、青海，南到
廣東、海南，北迄內蒙古、遼寧的廣大
區域裏，有針對性、有重點、有特色地
推動不同地區航天育種產業的發展。目
前，示範園選育的航天育種作物已經在
國內推廣種植 50 多萬畝。
楊淩現代植物培育引種示範園還與
榆林市、鹹陽市等地聯手建立航天農牧
業科技示範園，將其與發展生態旅遊、
增加農村就業機會、推廣科普教育和技
術培訓、發展農村循環經濟相結合，打

造航天農業產業鏈；以“公司+合作社+
農戶”的運行模式，在各地廣泛開展合
作，其中建於興平市的示範園規模達到
2000 畝。
中國載人航天工程副總設計師、國
際宇航科學院院士陳善廣說：“中國的
航天育種科技和產業之所以能後來居上、
異軍突起，短短幾十年便發展到了獨步
全球的規模、層次和水平，正是因為我
們能夠重視利用航天科技來解決特殊國
情下需要盡快解決的種種現實問題，尤
其是中國農業迫切需要從創新改革種業
開始，迅速實現整體變革的問題。”
放眼未來
陜西農業走向世界的“起跳板”
2016 年，以航天育種為基礎，將其
與高空探測火箭技術、衛星應用技術、
互聯網技術、生物工程及農業種植技術
等有機結合的現代航天農業規劃，在郭
銳的腦海中基本成型。
同年 7 月，楊淩現代植物培育引
種示範園與加拿大農業部門達成戰略
合作，依托陜西航天育種的產業優
勢 ，聯合成立中加航天農業科技產業
園和西安航天基地中加農業科技發展
有限公司。兩年來，這個平臺在實現
農業生產環境智能感知、智能決策、
智能分析、專家在線指導方面，為陜
西的農業發展提供了包括精準化種
植 、可視化管理、遠程控制、災變預
警等技術支撐。
2018 年 6 月 8 日，正大集團與西安
航天基地中加農業科技發展有限公司在
西安簽訂航天農業戰略合作協議。雙方
約定將通過共建國際化的航天育種示範
基地，培育高產、高效、優質農業新品
種，共同探討、規劃、建設“航天農業
雙創基地”“北鬥雲農莊”“北鬥雲牧
場”等項目。據介紹，此次合作填補了
國內在航天農業應用領域的空白。7 月
26 日，由雙方合作建設，融合了航天育
種、大數據、智慧雲、人工智能等技術
的正緣創新科技示範項目在呼和浩特市
啟動。

綠色版圖不斷擴大
寧夏天保工程顯現多重效應

綜合經濟

綜合報導 記者
從自治區林業廳獲
悉，自 2011 年天然
林資源保護二期工
程實施以來，全區
累計完成森林管護
面 積 1530.8 萬 畝 、
森林培育面積 178.26
萬 畝 ， 覆 蓋 22 個
市 、縣（區）以及 5
個國家級自然保護
區管理局，綠色版
圖進壹步擴大。天
保工程在寧夏顯現
出生態恢復、民生
改善等多重效應。
西吉縣月亮山
水源涵養林是六盤
山水源涵養林的重
要組成部分，是葫
蘆河、清水河和祖
厲河的發源地。得
益於天保工程的實
施，近年該區域內
有 17 條原已幹涸或
季節性流水的溝
道，流淌出了泉水，
解決了當地人畜飲
水困難問題。數據
顯示，寧夏的森林
覆蓋率由 2000 年的
7.79%提高到現在的 14%，封育區內的林
草蓋度由封育前的 30%左右增加到現在
的 50%以上。現有森林每年可吸收二氧
化碳 143.3 萬噸、二氧化硫 7.8 萬噸、塵
埃 498.2 萬噸，釋放氧氣 103.5 萬噸。治
理 水 土 流 失 面 積 1.95 萬 平 方 公 裏 ， 每
年減少向黃河輸沙 4000 萬噸，寧夏水
土流失、土地荒漠化的趨勢基本得到了
遏制。
寧夏野生動植物資源也在不斷豐
富，林區民生狀況持續改善。天保工程
區內，巖羊、馬鹿、石雞、野豬等野生
動物數量增加。賀蘭山自然保護區內新
增動物 39 種；羅山發現了寧夏斑翅鋒虻
和端尖斑翅鋒虻兩種昆蟲新種；國家二
級保護動物鬣羚首次在六盤山林區發
現。天保二期工程實施的森林管護、中
幼齡林撫育、公益林建設任務，為寧夏
增加國有職工就業崗位 5500 個，也為當
地提供大量就業崗位。全區國有林業場
圃 6879 名在職職工納入天保工程養老、
醫療、失業、工傷、生育五項保險補助
範圍。

美南電視介紹

星期日

2018 年 8 月 12 日

Sunday, August 12, 2018
美南廣播電視台

精彩

B10

看電視聽廣播

《中國輿論場》
美南國際電視STV15.3為方便觀眾收看，
「電視廣播合為一體」
國內首檔“融媒體＂新聞評論節目，給你不一樣的新聞體驗。

節目介紹

不需任何付費，
觀眾可24小時直接收看及收聽該頻道，
節目介紹：
行車間也可方便收聽，輕鬆獲取美南電視節目
《中國輿論場》是CCTV4推出的國內首檔“融媒體”新聞評
以及各類國際、社區重大資訊。
論節目。最新輿情，最熱話題，明辨是非，凝聚共識。借助
大數據，每天發布的輿情指數，權威專家客觀點評，引入在
線觀眾席，多屏互動，給你不一樣的新聞體驗。本週《中國
輿論場》中方對美反制理性克制 靈活精準。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1. 掃二維碼(QR code)：

播出時間：

觀眾只要掃描報上的二維碼，
就可連結到美南國際電視，
每周日中午12:30首播，重播時間為每周日晚上9:30，
直接在手機上觀看STV15.3。

▲ 節目截圖

以及周一早晨8:30。

▲ 節目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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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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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Google搜尋：觀眾只要在Google網站搜尋
「Southern TV- STV15.3 Hou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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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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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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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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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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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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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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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忞懿將第三次出征亞運
江忞懿將第三次出征亞運。
。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 攝

港隊共32泳手出戰亞運 歷屆最多

杜敬謙負起衝牌重任
杜敬謙
負起衝牌重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香港泳隊派出歷來最多的 32 名
泳手出戰即將揭幕的雅加達亞運會，在何詩蓓退隊下，衝獎牌焦點
落在杜敬謙（Kenneth）身上。
50 和 100 米自由
杜敬謙在亞運出戰
泳，以及 200 混合泳 3 個個人項

■港泳隊總教練
陳劍虹。
陳劍虹
。
香港文匯報記者
潘志南 攝

目，並希望能在全部 3 項殺入決賽。
Kenneth 11 日在維園舉行的香港公開賽
100 米自由泳以由頭帶到尾的姿態首先
觸池，時間 49 秒 63，接近 49 秒 22 的香
港紀錄。
他笑言周前在廣州集訓，目前正在
調整中，11 日是輕鬆上陣。“要在亞運
取牌必須達個人最佳的48秒53。今年減
少其它比賽集中精力備戰亞運，這是代表
香港以來最大型的賽事。在內地訓練改進
一些技術亦加強訓練量。亞運比賽以國家
隊及日本最強。”對於很多香港人的支

持，他表示肩負衝獎牌重任，但沒有太大
壓力感，“由於參加項目多，每天都有比
賽，接力視乎體力，但今年在昆明高原、
高雄及廣州等地訓練，效果很好。”
港隊總教練陳劍虹分析，杜敬謙所
參加的項目，同場的國家隊及日本隊對
手都在世錦賽對決過，故今次亞運水準
可屬世界級。
談到女隊衝牌只有接力，陳劍虹表
示：“由於何詩蓓有傷退隊，切切實實
地影響了有機會拿獎牌的 4×100 接力
隊。少了何詩蓓，時間就慢了三秒，這
成績連進入前四都難。所以唯有寄望每
個隊員有超水準發揮，同時在跳池和轉

池默契上分秒必爭追回三秒落差！”
另外，亞運會“四朝元老”、多
哈、廣州及仁川亞運共奪 6 面銅牌的香
港泳隊大師姐施幸余透露，雅加達將是
她參加的最後一屆亞運。

施幸余兼任教練帶新人
施幸余苦笑：“如果四年後的杭州
還要為亞運上陣，那是香港泳壇的悲哀！
不過今次隊中不少新人，有些連她們的名
字都叫不出來，就是好事。”兼任教練的
她表示，今次以教練的身份，將自己參加
亞運的經驗和大家分享，培育新人。
印尼亞運衛生是選手所擔心的。對
此，施幸余早有準備：自備 10 公升樽
裝水自用，同時飲用體育學院提供的益
生菌飲料，調理腸胃避免肚瀉。接力隊
友、老拍檔歐鎧淳透露帶電飯煲，自己
會帶米一起“玩”煮飯仔。

■泳隊
泳隊“
“大姐大
大姐大”
”施幸余
施幸余((前排左
前排左))亞運
表決心。
表決心
。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 攝

香港亞運游泳隊成員
領 隊：趙展鴻
教 練：陳劍虹、陳勤、Michael Peter FASCHING、
樊偉添、曾詠詩
女選手：歐鎧淳、陳健樂、鄭莉梅、何南慧、葉穎寶、
簡綽桐、江忞懿、林凱喬、廖小喬、施幸余、
譚凱琳、鄧采淋、王芊霖、黃筠陶、楊珍美
男選手：陳俊希、卓銘浩、張健達、張祐銘、何天朗、
林澤鏗、劉紹宇、廖先浩、林昭光、麥浩麟、
莫啓廸、吳鎮男、吳欣鍵、杜敬謙、黄竟豪、
王俊仁、楊顯皓
■ 杜敬謙首戰
亞運，
亞運
， 希望奪
金而回。
金而回
。
香港文匯報
記者潘志南 攝

控衛傷退 國籃火線換將士氣有損

■主力後衛趙繼偉左腳骨
裂退出亞運隊。
裂退出亞運隊
。 新華社

■東方龍獅男籃
東方龍獅男籃11
11日舉行慶功會
日舉行慶功會。
。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 攝

雅加達亞運會進入倒計時，丁彥雨航與周琦
歸隊令眾人看好中國男籃（國籃）紅隊本屆亞運
之旅，然而主力後衛趙繼偉左腳骨裂不得不缺陣
為球隊蒙上陰影。中國男籃紅隊主帥李楠 10 日在
公開課上表示，趙繼偉因傷缺陣對球隊士氣打擊
很大，希望田宇翔能夠彌補球隊在防守和轉換上
的“損失”。
四年前的仁川亞運會，中國男籃先後敗給日
本隊與伊朗隊，僅獲得第五名，創下球隊亞運會
歷史上最差戰績。
本屆亞運會，周琦經過在 NBA 火箭隊一個賽
季錘煉，在打球理念、技術等多方面都有不同程
度提升，而丁彥雨航則剛迎來自己職業生涯的又
一個高峰——加盟 NBA 獨行俠隊，兩人的歸隊讓
中國男籃紅隊幾乎達成最強陣容，也令人對中國
男籃重溫往日榮耀充滿期待。
不過在 8 日的一場教學賽中，球隊主力後衛
趙繼偉在沒有身體對抗的情況下受傷，經診斷為
左腳骨裂。這一傷勢導致趙繼偉不得不放棄亞運
會比賽，也對紅隊已經完成磨合的人員配備和技

體壇

縱橫

■主教練李楠
主教練李楠（
（左）指導球員
丁彥雨航訓練。
丁彥雨航訓練
。
新華社
戰術實施乃至整個球隊的士氣造成極大影響。
李楠也表示，主力控衛受傷缺陣，球隊士氣
備受打擊。“我也告訴其他球員，希望他們能承
擔更多責任，分擔繼偉不在時的壓力。希望田宇
翔能彌補我們在防守和轉換上的損失。”
據悉，中國男籃紅隊在亞運會前還將赴深圳
參加斯坦科維奇盃洲際籃球賽，丁彥雨航、周琦
也將通過斯盃賽事檢驗近期合訓成果。根據亞運
會賽程，紅隊將於 8 月 23 日與菲律賓隊進行首場
亞運小組賽的交鋒。
■中新社

東方男籃甲一稱王
加派百萬獎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東方龍
獅打破過往 10 年由南華、永倫雙雄壟斷香
港男籃的格局，前晚在第五場甲一聯賽總
決戰以 80：76 險勝南華，在 0：2 落後的情
況下連贏 3 仗，神奇地以 3：2 反勝，首奪
冠軍。會長鍾乃雄 11 日午在慶功宴上宣
佈，在基本獎金上再加 100 萬港元獎勵球

隊，寫下香港籃球隊單場最多獎金紀錄。
鍾乃雄還表示，爭取以聯賽冠軍的身
份參加亞冠盃，過往只有威立曾經參戰，
並於1997年奪是項亞洲球會賽事冠軍。
領隊游永強則透露，東方正在斟介 4 至
5 名球員加入，有 2、3 人已落實，位置上均
是內線人選。

亞運遐想

正待揭幕的印尼亞運會，各路兵馬已如箭在弦，
香港代表隊整裝待發出戰此 4 年一度的亞洲體育最高
水平的綜合性運動會，以香港現時個別項目的水平，
在亞運會中摘金袋銀應在計劃之中。
香港究竟何時可以主辦一屆亞運會？在現時香港
一切都可以政治化和民粹高漲的情況下，主辦亞運會
只能望門興嘆。忽發遐想，在某年某月某日，立法會
通過撥款主辦亞運會，此時經過多年規劃和建造後，
啟德體育城已經屹立在東九龍，此地當然是舉行開、
閉幕式的主場地，還有足球決賽、田徑、游泳賽等都
在此舉行，具規模的室內場館可安排籃球和排球比賽
上演，啟德體育城也建成了選手村，在亞運會之後便
供市民購買作為安居之所。體育城臨海並鄰近郵輪碼
頭，可以安排如帆船賽等比賽項目，郵輪碼頭與觀塘
之間的狹長水道兩旁經已改建好，可以進行划艇和獨
木舟比賽，兩旁除看台外並已建成了優閒的休憩地
方；香港有主辦過奧運馬術賽的寳貴經驗，亞運會的
馬術賽仍在雙魚河進行，而沙田的彭福公園則成為馬
術比賽場地；會展和九展都可以進行乒球、桌球、舉
重和拳擊賽等項目賽事；大埔白石角公園附近的海面
可以舉行三項鐵人賽，外面的吐露港公路可以進行單
車賽；香港美麗的山野當然是越野單車賽場地；倖存
下來的粉嶺高爾夫球場仍可舉行高爾夫球賽。香港各
區均有各自的運動場和室內場館，足夠提供給參賽隊
伍進行熱身和練習之用，當然原有的體育設施在經過
改建和加強之後，足夠提供給亞運會作為比賽和練習
的場地。
香港是一個包容的國際城市，可以招待來自不同
宗教和文化背景的參賽隊伍，所以這屆亞運會成為最
多參賽國家和地區的亞運會，也是最成功的一屆亞運
會。
■資深體育記者 朱凱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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