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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國家博物館僅巴西國家博物館僅1010%%藏品幸存藏品幸存 民眾廢墟中搶救文物民眾廢墟中搶救文物

有有200200年歷史的巴西國家博物館在壹場大火中毀於壹旦年歷史的巴西國家博物館在壹場大火中毀於壹旦，，火勢在火勢在33
日淩晨才完全得到控制日淩晨才完全得到控制。。當天下午開始陸續有研究人員進入廢墟當天下午開始陸續有研究人員進入廢墟，，試圖試圖
尋找幸存文物尋找幸存文物。。國家博物館副館長克裏斯蒂安娜國家博物館副館長克裏斯蒂安娜··塞雷若說塞雷若說，，幸存的藏幸存的藏
品應該不到總數的品應該不到總數的1010%%。。圖為在火災中幸存的隕石圖為在火災中幸存的隕石““本德戈本德戈”。”。

純
自
然
無
染
色

純
自
然
無
染
色

以
色
列
藝
術
家

以
色
列
藝
術
家

﹁﹁泡
制
泡
制
﹂﹂
海
鹽
裙

海
鹽
裙

以色列死海以色列死海，，以色列藝術家以色列藝術家 Sigalit LandauSigalit Landau繼續新的藝術創作繼續新的藝術創作。。
20142014年年，，她把壹件黑色禮服放入她把壹件黑色禮服放入““世界最深的鹹水湖世界最深的鹹水湖””———死海之—死海之
中中，，兩年後再打撈出來兩年後再打撈出來，，這條長袍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條長袍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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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莫斯科，壹個645.5公斤重的南瓜被認定是俄羅斯最大的南瓜，並在莫斯科國立大學
植物園展出。這個名叫Dusya的南瓜是由莫斯科壹位農民種植的，被帶到植物園參加壹年壹度的
Kraski Oseni收獲節。這只南瓜已經被稱重，並作為俄羅斯最重的南瓜被正式載入俄羅斯史冊。



BB33綜合經濟

D03CA_FENG豐建偉2467B_8

黃金心臟中心

心 臟 專 科
JianWei Feng, MD, PHD, FACC

豐 建 偉
醫學博士

9888 Bellaire Blvd., Suite 154
Houston, TX 77036

˙ 歡 迎 電 話 預 約 及 查 詢 ˙

心慌﹑氣短﹑胸痛﹑
心力衰竭﹑頭暈﹑
糖尿病﹑肥胖症﹑
高血壓﹑高血脂﹑
心臟血管疾病的預防與治療

主治
心 臟 超 聲
心 臟 導 管
核 心 臟 學
心 臟 起 搏 器
心 律 監 護 器
運動走步機等

設 備 齊全

Tel: 713-595-9000
Fax:713-595-8500

JianWei Feng, MD,PHD
中國城

,FACC

（黃金廣場內，老地方旁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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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裏巴巴“換屆” 馬雲交棒“70後”

中國外貿增長穩中顯優更趨平衡
綜合報導 8 月份，在外部環境不確定性增

加、高溫極端天氣較為集中等不利因素下，

我國外貿依然保持了平穩較快增長，貿易進出口

更趨平衡。

據海關統計，8月當月，我國外貿進出口總

值2.71萬億元，同比增長12.7%，增速比7月份高

出 0.2 個百分點。其中，出口 1.44 萬億元，增

長 7.9%；進口 1.27萬億元，增長18.8%；貿易順

差1797.5億元，收窄34.2%。

今年前 8 個月，我國貨物貿易進出口總值

19.43 萬 億 元 ， 同 比 增 長 9.1% 。 其 中 ， 出 口

10.34 萬億元，增長 5.4%；進口 9.09 萬億元，增

長13.7%；貿易順差1.25萬億元，收窄31.3%。

“前8個月外貿數據的變化，既是當前國際

國內經濟形勢和政策環境的生動反映，表明我國

擴大進口的政策效應正在不斷顯現，也預示了未

來外貿發展的壹些趨勢性變化。”中國宏觀經濟

研究院外經所綜合研究室副主任楊長勇在接受經

濟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

從外貿結構看，我國壹般貿易增速和貿易占

比實現了雙增長，貿易結構進壹步優化，外貿區

域布局更趨協調。前8個月，我國壹般貿易進出

口 11.43 萬億元，增長 13.1%，占外貿總值的

58.8%，比去年同期提升2.1個百分點。同期，加

工貿易進出口5.19萬億元，增長2.3%。得益於貿

易便利化水平提升，我國以保稅物流方式進出口

2.11 萬億元，增長 15.7%，占我國外貿總值的

10.8%。

數據顯示，前 8 個月，我國中西部和東北

地區外貿增速分別達 14.3%和 11.3%，高於我國

外貿整體增速 5.2 個和 2.2 個百分點。對此，海

關總署統計分析司司長李魁文表示，隨著國

家區域協同戰略的全面實施，在做優做強東

部地區外貿的同時，不斷釋放中西部和東北

地區的外貿潛力，將推動外貿發展區域結構

更趨合理。

從貿易市場看，前 8 個月，我國對歐盟、

美國、東盟等主要市場進出口均增長，對“壹

帶壹路”沿線國家進出口增速高於整體水平。

其中，中歐、中美、中國—東盟貿易總值分別

為 2.87 萬億元、2.67 萬億元、2.45 萬億元，分別

增長 6.2%、5.9%、11.8%。與此同時，我國對

“壹帶壹路”沿線國家合計進出口達 5.31 萬

億元，增長 12%，高出整體增速 2.9 個百分

點 ，占我國外貿總值的 27.3%，比重提升 0.7

個百分點。

從市場主體看，民營企業貿易占比進壹步提

升。前8個月，民營企業進出口7.63萬億元，增

長11.8%，占我國外貿總值的39.3%，比去年同期

提升0.9個百分點。同期，外商投資企業進出口

8.24萬億元，增長4.1%；國有企業進出口3.49萬

億元，增長16.4%。

值得關註的是，前8個月，附加值較高的機

電產品出口增長較快，而傳統勞動密集型產品出

口下降，外貿加快轉向“優進優

出”。前 8個月，以電器及電子

產品、機械設備為代表的機電產

品出口6.01萬億元，增長7%，占

出口總值的 58.2%。服裝、紡織

品、家具等七大類勞動密集型產品合計出口1.99

萬億元，下降2.5%。

進口方面，原油、天然氣等商品進口量增加，

大豆進口量減少，大宗商品進口均價漲跌互現。

受國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環保政策趨嚴等影響，

前8個月，我國進口鐵礦砂7.1億噸，減少0.5%；原

油、煤炭、天然氣分別進口2.99億噸、2.04億噸

和5718萬噸，分別增加6.5%、14.7%和34.8%。隨

著“洋垃圾”禁運政策全面實施，初級形狀的塑

料進口2159萬噸，增加17.1%。

“從結構性因素看，中美經貿摩擦目前對我

國外貿影響雖然有限，但鋼、鋁、光伏等壹些行

業已經開始承壓，外貿保護主義帶來的負面影響

在四季度可能會進壹步顯現。”楊長勇表示，當

前最重要的是“穩”字當頭，只要國內經濟社會

保持平穩較快發展，應對貿易摩擦我們就有了底

氣，也為下壹步開拓多元化貿易市場贏得寶貴時

間。

綜合報導 “60後”馬雲

將於壹年後卸任阿裏巴巴董

事局主席職位，“70後”張

勇將成為新的掌舵人。

這家中國市值最大的互

聯網公司對創始人的“接

班”問題作出了安排。馬雲

說，這標誌著阿裏巴巴完成

了從依靠個人特質變成依靠

組織機制、依靠人才文化的

企業制度升級。

1999 年，馬雲

等18名合夥人在杭

州創辦阿裏巴巴。

本著“讓天下

沒有難做的生

意”理念，阿

裏巴巴如今已

成為以電商為

核心，涵蓋物

流，雲計算，

娛樂，健康等

多個業務板塊

的商業集團。

市值高達4000多億美元。

壹家成功的企業如何在

創始人離任後仍舊實現健康

發展？阿裏巴巴對此已經進

行了數年的安排和預演。

2013年，馬雲卸任首席

執行官職務，退出公司具體

管理事務，生於1969年的陸

兆喜接替這壹職務。2015

年，陸兆喜卸任，生於1972

年的張勇走上管理公司全面

業務的舞臺。

互聯網行業是日新月異

的行業，馬雲本人多次對傳

承問題做出思考。他說，這

是壹種文化傳承：“60後”

管理層淡出壹線，“70後”

管理層走向前臺，“80後”

已成公司最大主力。

張勇擔任CEO後，帶領

阿裏巴巴實現13個季度的連

續增長，公司市值也從2000

多億美元增長到現在的4200

億美元。

馬雲評價張勇有著“卓

越的商業才華、堅定沈著的

領導力、超級計算機壹般的

邏輯和思考能力”。

離開馬雲的阿裏巴巴能

保持長盛不衰嗎？

馬雲在信中表示，關

於公司的“創新力問題、領

導人傳承問題、未來擔當

力問題和文化傳承問題”，

阿 裏 巴 巴 已 經 準 備 了 10

年 ，而解決之道就是新型

合夥人制。

2009年，阿裏巴巴建立

合夥人制。阿裏巴巴認為，

壹群誌同道合的合夥人，

比壹兩個創始人更有可能

把優秀的文化持久地傳承，

發揚。

2014年，阿裏巴巴在美

國上市。現在阿裏巴巴有36

名合夥人，其中兩名是“80

後”。

馬雲認為，單純靠人或

制度都不能解決問題，只

有制度和人、文化完美結

合在壹起，才能讓公司健

康持久發展。假以時日，

合夥人制將會越來越贏得

客戶、員工和股東的支持

和擁護。

現在在阿裏巴巴資深總

監以上的核心管理人員中，

“80後”占到 14%；而在阿

裏巴巴的管理幹部和技術骨

幹中，“80 後”已經占到

80%，“90後”管理者已超

過1400人，占管理者總數的

5%。

通過合夥人制，馬雲制

定的五新戰略——新零售、

新制造、新金融、新技術和

新能源將繼續成為阿裏巴巴

的核心戰略，並確保在主航

道航行。

不過，阿裏巴巴強調，馬

雲並非“退休”。

據了解，今年54歲的馬

雲仍是阿裏巴巴000001號員

工和合夥人。如同聯想的

創始人柳傳誌，華為的創

始人任正非，馬雲也將在

卸任董事局主席之位後，

繼續成為阿裏巴巴的“精

神領袖”。

公司稱，馬雲始終是

阿裏巴巴使命、願景、價

值觀最忠實的守護者和宣

導者。

馬雲在大學畢業後曾經

當過六年大學老師，此後又

發起鄉村教師計劃，創辦湖

畔大學，他多次表達希望成

為壹名教師，可以預見，馬

雲將會對教育投入更多精

力。此外，脫貧、環保、公

益也將是他已經投入未來會

更加投入的事業。

互聯網進入中國24年之

際，互聯網公司第壹代創業

者如何將事業傳承下去，馬

雲提供了壹個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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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巡歐洲大師賽第三輪歐巡歐洲大師賽第三輪

歐巡歐洲大師賽第三輪，衛冕冠軍、英格蘭選手馬修-菲茨帕特裏克領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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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神 州 大 地 ■責任編輯：趙雪馨 2018年9月12日（星期三）

近日，安徽廣德縣工商聯官方網站
發佈的《我縣召開“申報中國·廣德火鍋
之鄉項目匯報座談會”》的信息引來多方
關注。有當地讀者表示，成都、重慶都沒
申報火鍋之鄉，廣德湊啥熱鬧呀？“好像
沒聽說四川、重慶申報火鍋之鄉，也沒聽
說廣德火鍋很有名啊？”安徽宣城一飯店
老闆聽到這個消息後深表懷疑。
“廣德這個火鍋和四川火鍋、潮汕火

鍋不一樣。”廣德縣餐飲商會執行會長王

隆慶表示，廣德火鍋是一種將食材用大火
燒熟，再用炭火、砂煲小火慢燉的養生火
鍋，也叫鍋子，雞鴨魚肉都可以燒鍋子。
王隆慶表示，申報“中國·廣德火鍋

之鄉”是為了給廣德打造一張旅遊美食名
片，同時希望以此規範廣德火鍋的做法。
目前申報工作還在準備階段，下一步希望
得到有關部門的支持，挖掘廣德火鍋的歷
史，未來還會開辦廣德火鍋烹飪大賽，年
底計劃先申報省級火鍋之鄉。 ■安徽網

在11日召開的高明古椰貝丘遺址考
古資料整理成果驗收會上，考古專家公
佈一系列最新考古發現。其中，出土的
大量動植物遺存證明，橡子、橄欖等野
生植物果實是史前人類植物性食物的主
要來源。
高明古椰貝丘遺址位於廣東省佛山市

高明區荷城街道古椰村，是廣東省重要的
先秦時期古文化遺址，被評為“2006年度
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2013年成為第七
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現四千完整植物種子
橄欖核、南酸棗、橡子……中科院

的專家在隨手撿拾的樣品中發現約4,000
個完整的植物種子，其中最多的是橄欖，
數量超過1,500個；其次是豆腐柴屬的某
種植物果實，數量超過1,000個；其他數

量較多的還有破布木、南酸棗、杜英等，
數量較少的有小葫蘆、瓜蔞等可食用的植
物遺存；另外還有1顆楊梅和1顆葫蘆
子。在通過浮選獲得的50個樣品裡，共
挑選出41,000多粒植物種子，其中40,000
多粒來自蕁麻科。
考古專家們認為，植物大遺存及澱

粉粒分析的結果證實了殼斗科植物果實是
古椰遺址先民重要的植物性食物來源。在
農業產生之前，殼斗科植物堅果作為比較
重要的史前澱粉來源之一，在世界多個地
區均有發現。
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長、高

明古椰貝丘遺址考古發掘工作領隊崔勇
說，古椰貝丘遺址為距今5,000－6,000年
之間的新石器時代晚期人類生產、生活遺
存，在考古學編年方面起到了承上啟下的
作用。 ■新華社

在手術前的無數個夜晚，王建生
的夢總是會反覆出現同一個

場景：他夢到自己在和朋友追
逐、嬉鬧，雙腿奔跑着、彈跳
着，靈活而有力。他很興奮，他
想低頭去看看自己雙腿站着的模
樣。可夢，每一次都會在那一刻
突然停止。他醒了。可他不敢睜
開眼睛，甚至連個大喘息都不
敢。他以為，只要繼續裝睡，就又
可以回到那個夢裡去。

“出院第一件事買牛仔褲”
9月10日上午，王建生在浙江

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二醫院接受了手
術治療。很快，低下頭看到自己
雙腿站立，再也不會只是他
的一個“夢”了。

當日早上 8 點 45
分，1號手術室，王建

生見到了浙醫二院骨科主任嚴世
貴。這是他第一次見到穿着手術
服、戴着花帽子的嚴醫師。“這麼
多年了，你已經習慣了一條腿的生
活，但你應該擁有雙腿支撐起的更
好生活。你的事很勵志，你應該過
得更好、活得更體面。”雖然之前
素未謀面，但嚴世貴於王建生就像
是一位令人尊敬的長者，只要他一
出現，王建生的心就定了。

主刀醫生葉招明教授表示，
手術過程順利，等傷口痊癒後，
下一步就是給他安裝“臨時義
肢”，通過康復訓練適應後，他
就可以安裝真的義肢，像常人一
樣行走了。
“等出院了，我要做的第一件

事就是去買一條合身的牛仔褲。”
王建生說，“如今有機會了，可得
好好帥氣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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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哥王建生因為一小哥王建生因為一

篇篇《《為夢想奔跑為夢想奔跑杭杭

州殘疾外賣小哥拄州殘疾外賣小哥拄

拐的背影刷屏了拐的背影刷屏了》》

的報道走進了公眾的報道走進了公眾

的視野的視野。。雖然只有一條腿卻依舊堅持送外賣雖然只有一條腿卻依舊堅持送外賣，，無數人被他感無數人被他感

動動。。此後此後，，他接到了來自社會不同機構和一些慈善個人的幫助他接到了來自社會不同機構和一些慈善個人的幫助

電話電話，，但他基本都拒絕了但他基本都拒絕了。“。“接受幫助很簡單接受幫助很簡單，，但我無以回但我無以回

報報，，這樣我會難以心安這樣我會難以心安。”。”但有一個幫助讓他難以拒絕但有一個幫助讓他難以拒絕，，那便那便

是由浙醫二院是由浙醫二院、、浙江省福彩中心浙江省福彩中心、、浙江省殘聯浙江省殘聯、、余杭慈善總會余杭慈善總會

聯合為他提供的聯合為他提供的——像常人一樣靠雙腿行走像常人一樣靠雙腿行走。。 ■■浙江在線浙江在線

考古證堅果係史前人類主食植物

安徽廣德擬申報“火鍋之鄉”引關注

近年來，貴州省榕
江縣水尾水族鄉投
入專項資金，將水
族文化納入課堂教
學，聘請專業老師
給學生傳授水族文
化。圖為11日貴州
榕江縣水尾中心
校，教師韋永亮教
學生寫水書。
■文 /圖：中新社

■王建生的手術很順利。 網上圖片

■■王建生拄拐王建生拄拐
送外賣的背影送外賣的背影
走紅網絡走紅網絡。。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水 書 進 校 園

美南版5 體 育 新 聞 ■責任編輯：魯 冰 2018年9月12日（星期三）

世界女排錦標賽本月底即在東京
開打，剛剛結束瑞士精英賽的中國女
排回國後與其他隊員匯合，並兵分三
路，一路前往寧波北侖與郎平帶着的
“北京小分隊”會合，一路將前往江
門參加全錦賽，一路將前往福建漳州
備戰亞洲盃。

其中，在北侖的一路兵馬是中國
女排最強整容，如無意外，相信世錦

賽14人名單將從這16人中產生。這
16位球員，都是球迷非常熟悉的面
孔。包括主攻的朱婷、張常寧、劉曉
彤、副攻的袁心玥以及接應位置的龔
翔宇和曾春蕾等。女排世錦賽將於本
月29日開始，10月20日結束，如果
能進入決賽，22天進行13場比賽，對
隊員的體能和毅志將對是嚴酷考驗。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中國女排世錦賽名單現雛形

和巴林 負卡塔爾 兩仗零入球

由於此前曾負卡塔爾隊，令國足全
隊上下都承受着一定的壓力。面

對世界排名第113位的巴林，國足從一
開場就佔據了主動，第16分鐘，武磊
在罰球區前擺脫對方後衛後一腳攻門
打中門柱，中國隊與得分差之毫釐。

第62分鐘，武磊再度覓得攻門機
會，但他的大力射門被橫樑拒之門外。
整場比賽，中國隊共獲得9次射門機
會，不過始終未能轟開對手大門。

納比：面對批評有心理準備
賽後，主帥納比表示：“上半場

進攻稍微差一些，所以下半場我們進
行了調整。比賽除了一些運氣外，近
期集訓都會選一些之前沒入選國家隊
的球員，他們現在和一些老隊員還處
於磨合期。”

納比繼續說：“今次有些球員可
能狀態不好，有些球員可能狀態不
錯，近期需要調動更多球員去磨合陣
容。面對球迷的批評，我也有心理準
備，部分球員踢得好或踢得不好，在
亞洲盃的最後名單上，大家會知道誰
是我心目中滿意的球員。”

本場比賽郜林迎來自己的國家隊
百場比賽，在現役球員中僅鄭智能與

之媲美。對此納比表示：“這是個標
誌性的時刻，他（郜林）32歲就達到
了這個成就，他們倆都是標誌性的球
員，不過亞洲盃後國家隊的代表球員
可能只剩下郜林，希望其他球員能盡
快追上他們的腳步。”

馮瀟霆：提前適應當地天氣
而作為首發踢滿兩場的中堅馮瀟霆

也表示：“我們的發揮沒有12強賽時
好，球迷對我們有一些指責，也是可以
接受的，我們還是想打好比賽的。”

“這兩場客場比賽，對我們來說
是提前適應，可以適應當地天氣和長
途飛行，”馮瀟霆續稱，“還有幾場
比賽要踢，希望大夥能越來越好，有
所提高，加強默契，畢竟亞洲盃非常
重要，希望能把亞洲盃打好。”

2019年亞洲盃決賽周將於明年1
月5日至2月1日在阿聯酋舉行。國足
在西亞的這兩場比賽也是亞洲盃前熱
身系列賽中的重要一環。

根據亞洲盃抽籤結果，國足被分
在C組，同組的有老對手韓國隊，以
及吉爾吉斯斯坦、菲律賓隊兩支亞洲
盃“新軍”。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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郜林郜林百場無功留遺憾百場無功留遺憾

中國男足（國足）於北京時間11日凌晨客場與巴林國家隊進行了一場熱

身賽，結果國足在全場佔盡優勢的情況下，未能取得入球，與對手0：0握手

言和。此前的一場熱身賽，國足以0：1不敵卡塔爾，這樣，國足在今次為期

9天的西亞之行1和1負、1球未進交白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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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時間11日凌晨，國足結束西亞備戰亞洲盃之
旅回國。今次西亞之旅，國足先後與卡塔爾、巴林
進行兩場熱身賽，結果1負1和。其中在客場以0：
0悶和巴林的比賽中，前鋒郜林代表國家隊上陣第
100場比賽，成為繼李瑋鋒、范志毅、郝海東和鄭
智之後第5位進入百場殿堂的球員。

可惜，在這兩場熱身賽中，郜林表現平淡，
雖踢滿全場，但卻零射門，戰績相當尷尬。在國足
的比賽中，郜林已超過1年時間未能取得入球了，他
上一次為國足破門是去年8月31日，在世預賽對陣烏
茲別克時頂住壓力罰進一個關鍵12碼。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剛
於“2018亞洲運動會”成功衛冕男子
跳馬金牌的“跳馬王子”石偉雄，11日
晨重返香港油麻地天主教小學（海泓
道）母校，與一眾師弟師妹分享經驗和
榮譽，並鼓勵他們勇於追夢；他還於現
場指導師弟妹體操基本功。

“石仔”由步入禮堂一刻起到至整
個分享會，同學仔都視之如英雄偶像般
歡呼聲不斷，場面熱鬧。

“每次回到母校都有歸屬感，腦海
總會浮現出以前的校園生活，”他稱，
當年他會按着書桌撐起自己，像雙槓一
樣晃動，笑言同學不要像他一樣調皮。
8歲已入選香港少年隊，在家人、學校

的支持和幫助下，石偉雄選擇先追尋體
操夢，讀書推後。而出戰兩年後的東京
奧運更是他最大夢想，他表示會游說吳
翅充等兄弟一起進軍東奧。

他指出訓練設備不足影響備戰東京
奧運，也令青年隊員訓練不足：“亞運
開賽前的兩個月，才設置海綿池，目前
順利村體操館場地細，很多設備放置不
了。有了海綿池在練習難度動作時更放
膽，足可幫整支體操隊訓練，作用很
大。”

小時候從電視看到體操運動員的英
姿，自此立志要成為運動員的“石
仔”，坦言衛冕亞運跳馬金牌有些幸
運，對於以後能否再贏金牌，他表示只

抱平常心。不過對於今天的成就，他就
衷心感謝母校的老師，當年老師特意替
他補課，令他才能兼顧學業和體操比
賽。

日本羽毛球公開賽11日展開首輪爭
奪，中國羽隊（國羽）大滿貫球手林丹
在先輸一局的情況連扳兩局，以16：
21、21：19、21：10 反勝泰國對手旺查
羅恩，下一輪將迎戰中華台北名將周天
成。而國羽另外兩名男單主力石宇奇與
諶龍，前者以18：21、22：24被泰國選
手科希特淘汰，後者則以12：21、21：
17、21：14逆轉印尼的蘇吉亞托晉級。

另外，東道主名將桃田賢斗以21：
9、21：10輕取丹麥的安東森打入第二
輪。桃田賽後表示，希望能在4強賽與現
役世界冠軍、另一丹麥好手安賽龍聯手
上演一場龍虎鬥。女單方面，國羽四將陳
雨菲、陳曉欣、高昉潔與蔡炎炎，分別擊
敗各自的對手晉級。混雙的鄭思維/黃雅
瓊、張楠/李茵暉和王懿律/黃東萍也攜手
過關。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石偉雄回母校 鼓勵師弟妹追夢

日羽賽開打林丹林丹 諶龍反勝過首關諶龍反勝過首關

■石偉雄回到母校，與師生分享奪金
經驗。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 攝

■■中國隊球員武磊中國隊球員武磊（（中中））在比賽中射門在比賽中射門。。 新華社新華社

■■面對國足的低面對國足的低
迷狀態迷狀態，，納比面納比面
無表情無表情。。 法新社法新社

■■中國國足客場以中國國足客場以00：：00
賽和巴林賽和巴林。。 新華社新華社

■■郜林郜林（（右右））與鄭智均代表與鄭智均代表
國家隊上陣國家隊上陣100100場場。。微博圖片微博圖片

■■林丹在日本公開賽反勝林丹在日本公開賽反勝
泰國球手晉級泰國球手晉級。。 法新社法新社

■■參加瑞士精英賽的女排姑娘參加瑞士精英賽的女排姑娘，，回國與其他隊友匯合回國與其他隊友匯合。。FIVBFIVB圖片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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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77美南電視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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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座因神奇地貌而聞名的城市。來張掖看難以置信的七彩丹霞，到卡
帕多奇亞感受在外星球的騎行體驗；記者親手制作的張掖蒸餅到底味
道如何，在土耳其吃烤肉又鬧過什麽笑話；張掖的裕固族舞蹈有什麽
講究，聽嘉賓講述土耳其皮影戲的傳說故事。

▲ 節目截圖

《城市一對一》精彩
節目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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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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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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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o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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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a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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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2018現代現代KonaKona榮獲榮獲 IIHSIIHS安全首選安全首選++殊榮殊榮
（（本報訊本報訊））現代總共有八種車型榮獲現代總共有八種車型榮獲 IIHSIIHS 安全首選安全首選+(Top+(Top

Safety Pick+)Safety Pick+)或是安全首選或是安全首選(Top Safety Pick)(Top Safety Pick)殊榮殊榮
在業界最嚴格的碰撞測試中，2018現代Kona被公路安全保險

協會 (IIHS) 評為安全首選+車款。Kona在乘客前方碰撞測試中獲得
了良好的評比；在配備了新推出的優質LED大燈之後，獲得了安全
首選+大獎。Kona也在IIHS其他五項耐撞性評估中獲得良好的評比
，其可選配的前方碰撞預防系統更獲得了優異的評級。該系統在
每小時12英哩和25英哩的軌道測試中避免了碰撞。

北美現代汽車技術中心副總裁MinSup Lee博士提到： 「現代
汽車很榮幸獲得IIHS的安全首選+大獎。當我們的工程技術得到業
界安全標準的認可，這能激勵我們繼續努力精進各項被動和主動
安全科技的融合。」

北美現代汽車產品計畫總監Scott Margason提到： 「安全是現
代開發每輛汽車最重要的標準之一，我們為我們的整個工程團隊
感到非常驕傲，他們幫助Kona獲得了IIHS的最高評比。現代汽車
會持續將重心放在為顧客提供最先進的安全功能。Kona是在現代
汽車產品陣容中極具時尚風格、駕駛樂趣、合理價格，以及安全
特性的車輛典範。」

根據IIHS，獲得安全首選殊榮的車型是其級距中最安全且最佳
的選擇。Kona與其他配備前方防碰撞以及特殊大燈的七款現代汽
車一同獲得安全首選+或是安全首選的評比，在業界中排名第二。
2018 Elantra (2017年12月後建造車型)、Sonata (2017年9月後建造

車型)、Santa Fe以及Santa Fe Sport (2017年6月後建造車型) 皆榮獲
IIHS的最高評級；Elantra GT、Ioniq Hybrid，以及Tucson則獲得了
安全首選的評級。全新2019 Santa Fe的碰撞測試結果則會在下個
月公布。

這份安全首選+的殊榮是頒給於2018年5月後建造的Kona車
型，因為現代汽車對可選配的LED投影大燈做了修改，以減少對迎
面駕駛的眩光。在修改之後，Limited和Ultimate車款能夠選配的
LED大燈得到了良好的評比。Ultimate車款的大燈還具有遠光燈輔
助功能，根據車燈路徑中的其他車輛自動切換遠光燈或是近光燈
。

想要獲得2018安全首選+的殊榮，被評比的車型必須在駕駛側
向前方、車輛側方、車頂強度，以及頭枕測試中獲得優良的評級
，以及在乘客前方測試中獲得可接受或是良好的評級。被評選的
車型也需要備有獲得先進或是優越評級的前方防碰撞系統，以及
獲得良好評級的大燈。

現代汽車的緊湊型休旅車適合擁有各種活躍生活方式的消費
者，並備有最新的安全科技。Kona提供了許多可選配的主動安全
功能，其中包含避免前方碰撞輔助 (FCA)，該功能利用車輛前置攝
影機以及雷達來偵測即將發生的碰撞，並且藉由自動煞車來避免
撞擊或是將損壞降到最低。另外三個可選配的安全系統也利用了

前置攝影機來加強車輛行駛時的安全以及便利：線道保持輔助
(LKA)、遠光燈輔助 (HBA)，以及駕駛人註意力警示 (DAW)。

藉由偵測到路上的標記，線道保持輔助能依照需求，通過自
動轉向功能來防止意外車道偏離。同時，駕駛人註意力警示監控
一系列的駕駛人相關資訊，以幫助檢測駕駛人疲勞或是粗心駕駛
。

Kona的雷達系統也輔助了盲點碰撞警示 (BCW)，以幫助檢測
在高速公路行駛時可能被遮擋的接近車輛。後方橫向交通碰撞警
示 (RCCW) 則幫助偵測其他可能已經進入汽車後方路徑的車輛 (像
是在退出停車位的時候)，進而提供駕駛人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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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 UFO 學會九月份會議，將於本周六（ 9 月 15 日
） 上午十時至十二時，在美南銀行 「社區活動中心」 舉行。由會長亓國華主講
，講題是： 「古代繪畫中的UFO 」（UFO in ancient painting ), 歡迎關心此議題
的僑胞，踴躍前往聽講。

UFO學會九月份會議
本周六上午美南銀行舉行

（本報訊）山東菏澤市委、市政府為加快推進新
舊動能轉換步伐，推動企業轉型升級，進一步提高企
業家的經營能力和管理水平，提升新動能所需的創新
素質，於9/9組織部分優秀企業家赴美國休斯頓萊斯
大學進行培訓學習。

為此，萊斯大學精心準備，在中小企業經營管理
，創新發展，風險管控，轉型升級等方面進行培訓，
將採取實地考察和課堂授課，座談交流和互通有無相
結合的培訓方式，形式多樣，力求實效。

據悉，菏澤市企業家將會以東方儒家文化思想與

美方創新發展的理念相融合，屆時，相信會對提高企
業家的經營管理水平和推動企業新舊動能轉換，以此
促進菏澤市產業轉型升級具有巨大的推動作用。

日前，休斯頓山東同鄉會為菏澤市優秀企業家代
表團舉辦了歡迎晚宴，並與菏澤企業家們深入交流洽
談，企業家們對在休斯頓創業發展的山東人表示敬佩
，並就對醫療大數據、生物製藥、農產品深加工、橡
膠輪胎、機電產品出口等達成了初步合作意向，一大
批高層次人才和項目將會深入合作，促進成果共享、
多方共贏。

山東荷澤市優秀企業家代表團二十餘人
來本市萊斯大學培訓來本市萊斯大學培訓，，學習企業管理學習企業管理

（本報訊）時序入秋，金風送爽，一年一度的中
秋佳節即將來臨，佛光山中美寺訂於九月22日舉行
中秋節賞月聯歡晚會。

今年的聯歡晚會，中美寺備有美味的素菜料理，
精心製作的蔬果手工月餅和飲料分享大眾。休士頓協
會還安排兒童舞蹈和古箏合奏，青年演奏國樂中阮及
歌曲演唱，卡拉OK，兒童遊戲───等表演節目。
另有300個燈籠預備贈送給與家人同來賞月的小朋友
。

值此難得的節日，中美寺歡迎十方大眾，攜家帶
眷同來歡樂，共襄盛舉，觀看節目表演並享受美食。

晚會園遊券每張＄10，可兌換食物或玩遊戲，現
正熱賣中，歡迎踴躍購買！

活動日期 : 9/22（ 星期日）5:30pm-8:30pm
地點：佛光山中美寺12550 Jebbia Lane; Stafford,

TX 77477
電話：281-495-3100

佛光山中美寺中秋賞月聯歡活動
《人圓月圓慶團圓，因緣善緣廣結緣》

（本報訊）為慶祝中秋
佳節的到來，美南河南同鄉
會特舉辦中秋聚會，歡迎河
南老鄉及親朋好友報名參加
。餐費大人$16, 12 歲以下孩
子半價。

時間： 2018年09月23日
(週日)中午 11:30AM-2:00 PM

地點：北京味道餐館 地
址：9326 Bellaire Blvd. Hous-
ton TX 77036 (在百佳超巿旁
）電話（281）888- 7296

請感興趣參加的老鄉及
親友報名，以便餐館準備適
量的飯菜：

聯繫人： 楊德清 會長 聯
繫電話 713-818-3507， 微信
ID yangdeqing1

美南河南同鄉會美南河南同鄉會20182018中秋聚會通知中秋聚會通知

圖為本周一開幕式上圖為本周一開幕式上，，代表團以荷澤最者名的牡丹畫作贈送萊斯大學代表團以荷澤最者名的牡丹畫作贈送萊斯大學，，由校長夫人由校長夫人
孫月萍孫月萍（（ 左二左二 ）） 代表接受代表接受。（。（ 宋天儒提供宋天儒提供 ））

圖為山東荷澤市優秀企業家代表團在萊斯大學的上課現場圖為山東荷澤市優秀企業家代表團在萊斯大學的上課現場。（。（ 宋天儒提供宋天儒提供 ））


	0912WED_B1_Print
	0912WED_B2_Print
	0912WED_B3_Print
	0912WED_B4_Print
	0912WED_B5_Print
	0912WED_B6_Print
	0912WED_B7_Print
	0912WED_B8_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