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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打造巨型“
英國打造巨型
“太陽
太陽”
” 亮度相當 1.2 萬個燈泡

英國曼切斯特，顧客們在特拉福德購物中心的壹個巨型的“太陽”下享
受室內日光浴，感受英國未完的史上最熱夏天。

日本櫥師自學成才
殺入西班牙火腿切割師抉賽

第三屆中國帽子節在京舉行

綜合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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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廣泛 引發關註
中國某物流公司的“小橙人”機
器人在倉庫工作的畫面，曾被轉發到
外國社交網絡迅速爆紅，兩天點擊量
超千萬，並且引起了包括英國《每日
郵報》在內的海外數十家媒體報道。
報道稱，形象“可愛”的 330 個小
機器人，竟能每小時完成1.8萬件的分揀
任務。而且“小橙人”分揀錯誤率低，
效率高，可減少70%的人工作業。
為什麽中國的“小橙人”能刷爆
國外朋友圈呢？《經濟學人》就感慨
道，國際社會壹直低估了中國各行業
人工智能化的程度。
據《日本經濟新聞》刊文稱，中國
的便利店數量已經突破10萬家，這壹數
字是日本的兩倍，運用人工智能和人臉
識別技術的無人店鋪競爭激烈。“無人”
和“人工智能”，為新興連鎖行業贏得
了眾多投資基金的支持。憑借資金實
力，無人便利店在中國迅速掘起。
《紐約時報》報道稱，在消費互

聯網領域，中美 7 家企業——谷歌、臉
書、微軟、亞馬遜、百度、阿裏巴巴、
騰訊，都已在其現有的產品和服務中
大量使用人工智能技術，並正快速使
其運營版圖擴展到全球範圍，盡可能
占據更大份額的人工智能市場。從目
前態勢看，美國似乎占據了發達國家
市場及部分發展中國家市場，而中國
無疑贏得了多數發展中國家市場。
美國未來學家艾米· 韋伯撰文表示，
AI 不僅僅是另壹種技術趨勢。10 年之
內，從日常業務到基因組編碼的所有
技術都將以某種方式和 AI 深度融合。
中國有望成為其無可爭議的全球領導
者，並為未來的科技生態系統註入活
力，這將影響到每壹個企業。
根據埃森哲咨詢公司發布的名為
《人工智能：助力中國經濟增長》的
報告，到 2035 年，人工智能有望將中
國經濟年增長率從 6.3%提升至 7.9%，
其中制造業、農林漁業、批發和零售
業將成為從人工智能應用中獲益最多
的三個行業。
轉型升級 恰逢其時
“美國發動貿易戰的壹個意外結
果：助中國提高競爭力”，美國《華
爾街日報》以此為題，講述了中國深
圳壹家燈具公司利用機器人節省成本，
並向制造高端產品升級的例子，認為
貿易摩擦倒逼中國經濟轉型升級。
據美國有線雜誌報道，世界各國
政府都在急於支持人工智能的創新，
但沒有壹個國家像中國那樣發布系統

智能領域迅速掘起。
應時而變 搶抓機遇
“中國的人工智能發展吸引了世界
的眼光，也給國際企業帶來新的發展機
遇。”這是壹些參加2018世界人工智能
大會（WAIC）的參會者的共鳴。
據普華永道最近預測，到2030年，
人工智能將使得全球 GDP 增加 15.7 萬
億美元，其中中國的總收入為 7 萬億美
元。2017 年，中國占全球人工智能啟
動資金總額的 48％。
西班牙《國家報》網站刊文稱，中
國正經歷壹場真正的人工智能革命。中
國國家領導人曾明確表示，人工智能
是國家戰略重點。依照今年 7 月中國政
府發布的有關新壹代人工智能技術發
展規劃：到2020年，中國的人工智能總
體技術和應用將與世界先進水平同步；
到2030年將成為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創新
中心。
最新壹期英國《經濟學人》周刊
預測，由於擁有人才和數據優勢，加
之創業公司和 BAT 的大舉投入以及政
府的大力支持，中國可能會在人工智
能領域逐步趕超美國。
報道稱，中國擁有全世界最大的網
絡支付市場，正在向全世界出口設備，
中國擁有全世界速度最快的超級計算
機，正在建設全世界最大的量子計算研
究中心，正在開發的北鬥衛星導航系統
到 2020 年 將 向 美 國 的 全 球 定 位 系 統
（GPS）發起挑戰，這些都為中國人工
智能產業發展提供了強大支撐。
據福布斯網站刊文稱，中國最大
的互聯網公司之壹騰訊提出“人工智
能無所不在”的口號。作為中國科技
部確定開發下壹代人工智能技術的四
大公司之壹，騰訊正在推進新的技術
投資和研發。騰訊是中國成為人工智
能世界領導者的推動者。由於人工智
能有望改變各種行業，騰訊對人工智
能的投資也會隨之增加。
路透社援引上海證券交易所總經理
蔣鋒的話表示，下壹步上證所將支持已
經上市的人工智能公司通過並購、重
組、參股等多種方式做強做大，培育壹
批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創新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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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 2018 世界人工智能大會
在上海拉開帷幕，本次大會以“人工
智能賦能新時代”為主題，吸引了谷
歌、微軟、百度、阿裏、騰訊、華為、
科大訊飛等國內外行業領軍企業出席。
外媒報道稱，2018 世界人工智能大會
是人工智能領域規格最高、規模最大、
影響力最強的盛會。
人工智能正成為中國科技創新的
壹個新標簽。近日，多家外媒爭相報
道中國在人工智能領域的最新動態。

規劃，並有能力完成任務。中國人不
僅有戰略，而且還有大規模、雄心勃
勃的項目。“壹帶壹路”基礎設施項
目正在重塑世界大部分地區，其“大
規模創業和創新”政策已撥出 3200 億
美元用於支持中國企業，用技術和創
新為推動從工業經濟到服務型經濟的
結構性轉變提供支撐。
英國《經濟學人》周刊報道稱，
想要理解中國何以在人工智能領域表
現如此突出，就需要考慮人工智能的
輸入端。從計算能力和資本兩個最基
本的要素來看，中國都擁有充裕資源。
從阿裏巴巴和騰訊等科技巨頭，到興
業數字金融和 Ucloud 等創業公司，中
國企業都在以盡可能快的速度建設各
類數據中心。
“德國之聲”援引華盛頓特區新
美國安全中心（CNAS）高級研究員保
羅· 沙爾的話稱，商業企業是推動中國
人工智能領域的主要因素之壹。“中
國有許多頂級人工智能公司，如阿裏
巴巴、百度和騰訊，他們擁有不斷增
長的創業文化，並積極通過 STEM 教育
增加人力資本。”
據美國創投研究機構 CB Insights
發布的數據顯示，全球人工智能創業
公司 2017 年的融資額達到了創紀錄的
152 億美元，其中中國企業占總數的
48%，位居世界第壹。
《日本經濟新聞》網站報道稱，
中國科研領域從事人工智能研究的熱
情高漲，研究成果豐碩。2018 年美國
人工智能協會年會的提交論文超過
3800 篇，起拉動作用的是來自中國的
論文，比上年增加了 57%。同時，在
允許展示海報的研究項目中，約 60%
有中國研究者參與。
據報道，麥肯錫董事長兼全球總裁
鮑達民認為，中國在人工智能領域蘊藏
著巨大潛力，壹個最根本原因是這裏擁
有海量活生生的數據。他表示，如今隨
著計算技術的提升，加之移動互聯網的
發展，更多數據得以采集，人工智能正
在從構想變為可應用的現實。
日本《讀賣新聞》刊文稱，憑借
豐厚的科研預算、優秀的相關領域人
才和大數據這三大優勢，中國的人工

綜合報導 1978 年，我國開
啟改革開放的偉大歷程。40 年
來，對外貿易不斷開拓新格局，
實現歷史性跨越。
貨物貿易總量高速增長。
貨物進出口規模實現跨越式
發展。1978 年到 2017 年，按人民
幣計價，我國進出口總額從 355
億元提高到 27.8 萬億元 ，增長
782 倍，年均增速達 18.6%。其
中，出口總額從 168 億元提高到
15.3 萬億元，增長 914 倍，年均
增速為 19.1%；進口總額從 187
億元提高到 12.5 萬億元 ，增長
664 倍，年均增速為 18.1%。q
貨物貿易占世界比重大幅提
升。改革開放初期，我國貨物進
出口占國際市場份額僅為 0.8%，
在全球貨物貿易中列第 29 位。
2017 年，我國進出口占全球份額
為 11.5%，貨物貿易重回全球第
壹，其中出口占比為 12.8%，進
口占比為 10.2%。
貨物貿易結構不斷優化。
貿易方式更趨合理。改革開
放初期，來料加工、進料加工等
貿易方式極大地促進了對外貿易的發展，加
工貿易占進出口總值的比重由 1981 年的 6%增
長到 1998 年的 53.4%。此後，隨著貨物貿易結
構的調整和轉型升級的推進，加工貿易占比
開始緩慢下降。加工貿易占比由 2012 年的
34.8%下降至 2017 年的 29%，壹般貿易占比由
2012 年的 52%上升至 2017 年的 56.3%。
產品結構不斷優化。1978 年初級產品出
口占 53.5%，工業制成品出口占 46.5%；2017
年，工業制成品和初級產品占出口比重分別
為 94.8%和 5.2%。1985 年至 2017 年，我國機電
產品出口從 16.8 億美元增加到 1.3 萬億美元，
我國已經連續 9 年保持機電產品全球第壹大出
口國地位。同期，高新技術產品占我國出口
比重從 2%左右提高到 28.8%。
貿易市場日趨多元。
1978 年到 2017 年，我國的貿易夥伴已由
40 多個發展到 231 個國家和地區，其中歐盟、
美國、東盟、日本等為我國主要貿易夥伴。
我國與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持續較
快增長，2011 年起，東盟超越日本成為我國
第三大貿易夥伴，在我國出口市場中的占比
從 2000 年的 7%提高到 2017 年的 12.5%。
2018 年是“壹帶壹路”倡議提出 5 周年。
5 年來，“壹帶壹路”建設取得豐碩成果，越
來 越 多 的 國 家 和 地 區 從 中 受 益 。 2013-2017
年，我國與“壹帶壹路”沿線國家貨物進出
口總值 33.2 萬億元，年均增長 4%，高於同期
我國貨物進出口年均增速 1.4 個百分點，成為
貨物貿易發展的壹個亮點。

年進口增長
40

人工智能，中國創新新標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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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瓶難求 茅台“雙節”價暴漲
消費升級拉動 經銷商囤貨“黃牛黨”炒賣

規定實施以來，公務消費的降溫使得高端白
酒價格泡沫被刺破，茅台價格每瓶曾一度跌
破千元（人民幣，下同）。然而，今年中
秋、國慶“雙節”前夕，在京滬等地再現茅
台酒漲價，其中 53 度“飛天”茅台價格已
飆 升 至 近 2,400 元 ， 大 大 超 出 廠 家 指 導 價
1,499 元，且仍然一瓶難求。茅台價格重回
高位的背後，不僅有成本上升、消費升級需
求的拉動，更有經銷商囤貨惜售、“黃牛
■東方洛迪古斯
東方洛迪古斯（
（右）的入球助球隊先
黨”炒買炒賣等市場亂象的存在。
開紀錄。
開紀錄
。

■中秋、國慶“雙節”前夕，茅台在京滬等地出現酒價
暴漲。圖為民眾在中國（貴州）國際酒類博覽會內參
觀。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 攝

每逢中秋、國慶，白酒市場就迎來下半年第一個傳
統銷售旺季。今年初，時隔 5 年多，茅台首次上

調了出廠價和終端指導價，“飛天”茅台的市場指導價
從 1,299 元上漲到 1,499 元。進入 9 月以來，高端白酒市
場銷量顯著上升，價格也“水漲船高”。近日在上海、
北京等地，一些經銷商“坐地起價”，“飛天”茅台的
銷售價格早已突破廠家指導價。即使如此，不少地方仍
然出現斷貨。

1,700元，其餘3家報價均在1,800元以上。

貨源緊俏無網點接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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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俊明 廣州報道）廣東將
建首個國家石漠公園。據省
林業廳 25 日透露，《廣東
連南萬山朝王國家石漠公園
總體規劃（2018-2025）》
日前順利通過省級專家評
審，擬向國家申報建廣東
第一個國家石漠公園，這
將填補廣東省石漠公園建
設的空白。
據悉，該公園所處的
岩溶地質地貌景觀，在粵
港澳大灣區比較罕見的，
將建立以岩溶森林生態系
統為核心的保護體系，集
生態觀光、避暑度假、科
普教育、戶外拓展等多功
能於一體。
廣東省林業廳介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旺角大球場 25 日上演中銀人壽香港超
擬建的國家石漠化公園地
級聯賽“傑東”大戰，踢了大半場好波的東方龍獅遺憾未能守住領先優
處南嶺山脈南麓，是廣東
勢，於完場前被傑志泰迪扳平痛失兩分，始終無法一雪上季大敗之恥。
省北部環形生態屏障和北
江上游重要水源涵養地，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對於廠家而出，成為東方組織核心之餘防守亦貢獻良
場“傑東”大戰門票價格雖然增至
其峰叢窪地地貌典型，石
言，儘管提價可以增加企業利潤，但茅台方面
150 港元，但仍吸引了接近三千五百 多，他賽後坦言未能全取 3 分有些可惜：
芽、溶洞、落水洞等喀斯
似乎也並不願意看到價格上漲過快。茅台集團
名球迷入場支持，有費蘭度因傷缺陣的傑 “球隊今場防守做得很好，傑志在我們身上
特地貌多樣，與連南縣現
董事長李保芳此前曾表示，要處理好企業、經
志派出盧卡斯及泰迪攻堅，而東方則以洛 未有太多機會，雖然今場未能取勝，但我相
有的瑤排梯田國家濕地公
迪古斯及艾華頓為進攻核心。
銷商、消費者三者之間的關係。今年
8 月末茅台信球隊的表現能夠增強信心，聯賽之路很漫
長，整場演出證明我們具有很強的競爭
兩強相遇今場比賽節奏非常明快，防
園 、板洞省級自然保護
在“雙節”前向市場投放了 7,000 噸供應量。不
力。”
守上出現很多埋身肉搏，務求扼殺對手
區、大鯢省級自然保護區
過，從 9 月份的市場情況看，價格上漲的趨勢並
而傑志主帥朱志光則表示，費蘭度的
的反擊機會。上半場錯過一次黃金機會
共同構築粵北地區生態安
沒有止住。
的傑志換邊後開始受壓，東方林嘉緯及 受傷對球隊有一定影響，和波不是最好的
全屏障。
“廠家增加的投放量相對於需求而言仍是
笠臣均有出色表現壓倒傑志以施素高為 結局，但顯示出球隊永不放棄的鬥心。
杯水車薪，而且市場囤積態勢也沒有改善。”
首的中場線，到 60 分鐘洛迪古斯被李
山東溫河王酒業集團總經理肖竹青指出，現在
夢想和大埔 搶得第一分
毅凱侵犯獲得 12 碼，可惜他的射門被
的茅台酒雖以大眾、商務消費為主，但仍是
王振鵬飛身撲出，不過僅 1 分鐘後這
而 25 日較早時假青衣運動場進行的另
“面子消費”的代表，甚至已成一種社會符
名西班牙前鋒即將功補過，接應角球 一場比賽，和富大埔在兩度領先下被夢想
號，人為炒作更強化了
“物以稀為貴”的消費心FC 逼和 2：2，兩隊各得 1 分，分居聯賽榜
一頂破網為東方先開紀錄。
理。
落 後 一 球 的 傑 志 隨 即 展 開 反 第 2 及第 7 位。此役之前，夢想 FC 在港超
長江證券近期的報告認為，雖然當前茅台
撲，直至完場前終由鞠盈智助攻泰 聯兩戰全負，未料
25 日從強敵身上搶得今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
迪射入扳平，最終雙方踢成
1：1 各 季第 1 分，其中首次征戰港超的
20 歲小將
年產量已增至
4 萬噸以上，但需求增長得更快，
深圳市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官方微信
得 1 分，目前分列聯賽榜第 3 及 4 彭林林表現出色，於第
78
分鐘後備入替，
預計茅台未來3年每年產能缺口超過3,000噸。
25 日發消息稱，網絡上近日出現了

未能一雪上季大敗之恥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央八項

粵擬建國家石漠公園 集生態觀光於一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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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廠雖增供應
年缺口料仍逾33 千噸
年缺口料仍逾

這

在茅台的電商平台“茅台雲商”上，茅台酒貨源
同樣緊俏。中秋節前，記者連續多次按照其購買流程在
網站上登記下單“飛天”茅台，但均顯示無網點接單。
在酒仙網、1919 酒類直供等網站上，“飛天”茅台也
出現斷貨。京東超市裡，一瓶“飛天”茅台的價格則從
2,086元至2,359元不等。
突破廠家指導價1499元
此輪茅台酒價格重回高位，有成本上漲、高端需求回
在上海家樂福、歐尚、沃爾瑪等多家大型超市的 暖的拉動，但對於茅台這樣具有奢侈品屬性的白酒品種來
白酒專櫃內，500毫升的53度“飛天”茅台已經斷貨。 說，這些因素並不足以推升價格上漲得這麼快，這背後經
在上海徐匯區的一家聯華超市，53 度“飛天”茅台與 銷商囤貨惜售和“黃牛黨”投機倒賣是主要推手。
中泰證券分析師范勁松指出，茅台的價格受到投
茅台王子酒搭售起賣，價格為 2,300 元左右。在位於嘉
定區的某煙酒行，“飛天”茅台定價為 1,890 元一瓶， 資需求的影響，相對稀缺、保值增值的投資屬性導致市
位。
並於 10 分鐘後在禁區右側轉身左腳射遠柱
■今仗雙方身體對抗非常激烈
今仗雙方身體對抗非常激烈，
，不時有犯規出現
不時有犯規出現。
。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
攝
■傑志的泰迪
傑志的泰迪（
（左）今場受到嚴密看管
今場受到嚴密看管。
。
場出現奇貨可居、越漲越買的現象。
但真假難辨。
關於深圳將成為直轄市的傳言。對
倒戈相向的林嘉緯今場表現突
入網，助當時1：2落後的夢想追平。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
攝
據白酒業專家孫延元介紹，茅台年初提高出廠價
在茅台位於上海的多家授權自營店裡，“飛天”
中秋節前，記者連續多日在上海黃浦區的茅台自
此，深圳市政府新聞辦負責人指出，
茅台的定價為 1,499 元，但消費者很難買到這樣的“平 和市場指導價後，市場預期茅台價格還會漲，所以中間 營店蹲點，發現每天早上都有人排着長隊等候開門，而
此傳聞毫無事實根據，純屬個別網友
價茅台”。由於實行“限購”政策，消費者要憑身份證 渠道開始囤貨惜售。供給少了，市場價就被抬高了。
長長的隊伍中大多數是“黃牛黨”。他們用親戚朋友的
的猜測。
“很大一部分都被囤放在渠道的倉庫裡了，有經 身份證、銀行卡突破“限購”，而且還向真正要買酒的
排隊購買，每人每月限購兩瓶。然而，記者連續 3 天上
該位負責人表示，深圳將在黨
午 10 時左右到達位於上海黃浦區的一家茅台自營店， 銷商也有游資，真正到消費者手裡的並不多。” 孫延 市民賣起排隊籌號。
中央、國務院的堅強領導下，按照廣
元說。
都被告知已無貨了。
“我排了 3 天隊都沒買到一瓶，黃牛倒買倒賣，每
東省委、省政府要求部署，努力在新
此前，有茅台經銷商曾坦言控制不住二級倒賣， 瓶加價 200 元甚至 400 元都賣掉，真正要喝酒的老百姓
在北京市海淀區 6 家煙酒專賣店內，“飛天”茅台
時代走在最前列，新征程勇當尖兵，
破百和兩桿50+，連續三局零封對手，以
■丁俊暉擊敗威
售價在 1,700 元至 1,900 元不等，其中一家有茅台授權 賣出去的茅台酒中，一多半都到了煙酒店、中小超市、 卻買不到。”上海市民陳阿姨一大早趕去自營店排隊兩
高質量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率先建設
中國女排 25 日凌晨從北京出發飛抵日 昔的三屆世錦賽冠軍古巴隊，30日對陣古德
總局數 5：1
大勝晉級。丁俊暉 26 日在第
爾斯選手李獲
商貿公司，真正的消費者很難買到。
的經銷商售價為
1,85029
元，2
家小型煙酒店報價最低為
小時後卻被告知又沒貨了，在店門口氣憤地抱怨道。
社會主義現代化先行區。
蒂率領的土耳其女排，10月2日迎戰加拿大，
本札幌，出戰將於
日展開的世界女排錦
二輪比賽與袁思俊進行“打吡戰”。

深圳闢謠：
直轄市傳聞無根據

中國女排抵札幌 世錦賽爭晉六強

標賽小組賽。出發前，主帥郎平直言，中國
女排的目標是力爭6強。
郎平說：“當今世界女子排壇，至少有
6 到 7 支球隊都具備奪取國際大賽獎牌的能
力，如果中國女排沒有打好，沒進前 6 名也
在情理之中，打好了挺進前 6 名就是一件不
容易的事情。客觀說，強大的對手實在是太
多了，我們沒有任何可以驕傲的資本。同
時，這個周期，一些老隊員退役，的確給我
們球隊帶來了影響，球隊起伏也相對比較
大，這都是無法迴避的問題。”
按照賽程，中國隊將於29日首戰今不如

3日對陣保加利亞女排，4日迎戰意大利隊。
世錦賽小組裡前 4 名挺進 16 強，16 強
複賽分為 E 組和 F 組，兩個小組各有 8 支球
隊進行循環賽，E 組和 F 組兩個組的前 3 名
挺進 6 強，6 強大戰又分為 G 組和 H 組兩個
小組，小組各自前兩名晉級 4 強，最後是 4
強交叉準決賽和爭冠決賽。
1982 年和 1986 年中國女排曾兩次獲得
世錦賽的冠軍，今年郎平率領球隊衝擊第三
冠。由於已奪 2015 年世界盃及 2016 年奧運
會的冠軍，因此今次世錦賽中國女排將衝擊
大滿貫。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中國女排
歷屆世錦賽戰績

丁俊暉 連過兩關 晉中錦賽次輪
加，晉級正賽
晉級正賽。
。
中新社

1956年 第2屆 第6名
1962年 第4屆 第9名
1974年 第7屆 第14名
1978年 第8屆 第6名
1982年 第9屆 冠軍
1986年 第10屆 冠軍
1990年 第11屆 亞軍

2018 世 界 桌 球 中 國 錦 標 賽 （ 中 錦
賽）25日在廣州天河體育中心全面打響，
中國“一哥”丁俊暉繼在24日晚資格賽以
5：3 擊敗威爾斯選手李獲加、首戰告捷
後，25日在首輪正賽再迎戰另一名威爾斯
球手丹尼威爾斯。比賽中丁俊暉打出一桿

在 24 日晚的賽後新聞發佈會上，丁
俊暉表示，儘管比賽過程不是很理想，
但是能贏球就是一個不錯的結果，作
為一名運動員，他會盡量打好每一球、
贏下每一盤比賽。
另外，兩名中國小將顏丙濤和常冰
玉分別以 5：4 和 5：3 擊敗對手，而世界
第一的沙比及前世界冠軍卓林普也順利
晉級。
桌球中錦賽總獎金 72.5 萬英鎊，除
奧蘇利雲外，世界排名前 16 位的選手均
參加本屆大賽。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1994年 第12屆 第8名
■中國女排之前合影
中國女排之前合影，
，
颯爽英姿。
颯爽英姿
。 FIVB
FIVB圖片
圖片

1998年 第13屆 亞軍
2002年 第14屆 殿軍
2006年 第15屆 第5名
2010年 第16屆 第10名
2014年 第17屆 亞軍

八一改制戰軍運會
或退出 CBA
雖然新賽季 CBA（中國男籃職業聯
賽）將於下月 21 日打響，在這個夏天各
支 CBA 球隊招兵買馬，為問鼎新賽季冠
軍而努力，不過，與此同時，八一男籃
改制，由八一體工大隊管理的球隊改為
隸屬中央軍委軍事訓練管理部的體育訓
練中心，令八一男籃的 CBA 前途撲朔迷
離。
據內地傳媒消息，八一男籃之所以改
制是為了參加明年的世界軍人運動會，但
軍運會將禁止職業球員參賽，這令八一男
籃陷入一個進退兩難的困局：如果要參加
新賽季的 CBA 聯賽，八一男籃就必須是
全職業球隊，反之就要放棄職業身份參加
軍運會。
據悉，CBA公司將特邀八一男籃參加

新賽季的比賽，也就是CBA新賽季將有19
支職業俱樂部以及一支“業餘球隊”參
賽，所以明年的軍運會後，八一男籃的去
向撲朔迷離，前途未卜。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陳曉莉

■王治郅
王治郅（
（右）最近接
替老帥阿的江出任八一
男籃主帥。
男籃主帥
。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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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廣播電視台

《中秋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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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電視聽廣播

美南國際電視STV15.3為方便觀眾收看，
中央電視總臺中秋大型聯歡晚會，精彩絕倫。
「電視廣播合為一體」

節目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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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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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南國際電視STV15.3將會重播中央電視總臺中秋大型聯歡晚會，精
彩絕倫。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播出時間：

周三上午10:30，請屆時收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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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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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節目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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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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車禍不要緊 ， 李醫生免
出了車禍不要緊，
費幫你治，
費幫你治
， 獨家牽引療法
獨家牽引療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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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醫生獨家牽引療法，包您一次就減輕疼痛 80%
！大多數治療腰椎病的西醫和中醫都是采用推拿
療法，配合藥物或針灸，有一定療效，但都遠遠
比不上牽引療法。
病人 A 先生，45 歲，由於是一直從事體力勞
動，腰痛病已經好幾年了，起先感覺腰部酸痛，
由於工作忙，沒有引起重視。去年開始，病情加
重，腰椎間盤突出，腰部疼痛難忍，並且左側大
腿根往下發麻，走路困難甚至站立都難以維持。
經幾家醫院治療無好轉，也試過中醫針灸推拿，
化費了上萬治療費，病情不見好轉，走路需要人
扶，並且一側臀部肌肉開始萎縮。後來到李醫生
診所做牽引治療，第一次治療疼痛就減輕很多，
一個療程下來，病情明顯好轉，自己可以走路了
，可以單獨開車來治療只需一個人。再治療一個
療程，癥狀基本消失，身體恢復，現能夠正常上
班。
病人 B 先生，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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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虧找到李醫生，幫他與保險公司聯系
，不光治好了病，自己還不用掏一分錢，而且有
英語好的護士幫忙與保險公司交涉，省心！
病人 C 女士，雖然車禍後很快去看李醫生，
但看了幾次感覺稍好之後，就三天打魚，兩天曬

網。等到身體出了大毛病，才又想起再去看醫生
，幸虧有李醫生診所的護士幫忙打電話給保險公
司使得理賠順利，否則不但自己要出冤枉錢，對
自己身體更是不利。
很多人認為小車禍沒有傷筋動骨，不去看醫
生，不知道車禍後任何問題都可以由保險公司負
責，白白錯過了免費治療的的良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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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禍後遺癥有一個顯著的表現就
是長期腰痛背痛頸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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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家采用牽引療法，並配合推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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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州文藝復興節 9 月 29 日開幕
日開幕，
，
王朝旅遊有特價票！
王朝旅遊有特價票
！
（本報記者黃梅子）德州文藝復興節是休
斯頓最久負盛名的節日，今年是第 43 屆。
2018 年德州文藝復興節將於 9 月 29 日和 30
日開幕，跨越兩個月，每個週末開放，共 8 個
週末 17 天，每週都有不同的主題。文藝復興節
在美國其它各州也有，不過德州文藝復興節算
是規模最大了，整個公園被改建裝飾成一五三
六年情景，今年的主題是英國國王-亨利八世
準備迎娶新太太。在這個莊園內可以看到許多
打扮成貴族階級的人士和平民百姓們大家聚在
一起喝酒跳舞慶祝。在文藝復興莊園裡走走停
停，從各個景觀之間的門一穿過去就到了另一
個國家，風格完全不一樣，連人的口音都不一
樣了。剛從德國村莊喝完啤酒，再走幾步就是

法國或西班牙，讓人不由得產生出恍如隔世的
感覺。
文藝復興節有點像中國的廟會，但時間更
長、規模更大、更國際化。 500 多名特色藝術
家在這裡盡情施展他們的才華和絕藝，400 多
家店鋪展示的是世界各國的特色手工藝品，有
黃金白銀寶石首飾、也有陶瓷、皮飾、木雕等
，生意最好的是出售文藝復興時代服飾的商店
。好吃的就更多了，墨西哥、法國、意大利的
美食應有盡有，您可以一天吃遍世界風味。在
連續 8 週的節日裏，時光倒流、歷史重現，讓
我們呼吸到了那個鼎盛時期的氣味。
德克薩斯狂野的牛仔、意大利風雅的文藝
復興，兩個壓根就風馬牛不相及的東西，就這

麼完美地被結合在了一起。德州文藝復興節年
年都辦，今年已經是第 43 屆了，毫無疑問，德
州文藝復興節已經成了休斯頓的一個文化標誌
。
中國城的王朝旅遊代理文藝復興節的門票
，目前有少量開幕式門票特價供應，請去王朝
旅遊購買，周日或晚上也可打手機
713-927-9688 聯系送票事宜。
王朝旅遊地址：
6918 CORPORATE DR., SUITE A-14,, Houston, TX,
77036
電話：(713) 981-8868；713-927-9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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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薈萃，各顯才藝
＂親情中華＂休斯敦慰僑演出成功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一項由中國僑聯
主辦，美國休斯頓華夏學人協會、國慶基金會
、國慶晚會綜藝晚會組委會共同承辦的＂親情
中華＂綜藝演出，於中秋、國慶前夕適巧來到
休斯敦，以精彩異常、美崙美奐的演出，為休
斯敦地區的僑胞，帶來祖國對雙節的祝賀。更
由於該演出，為＂親情中華＂藝術團繼維多利
亞、納奈莫、哈利法克斯、波士頓、紐約、辛
辛那提演出六場之後的最後一場演出，演員們
在觀眾的熱情反晌不斷加碼演出，使原本二小
時的節目，演足近三個小時，使史達福中心會
場，一晚上高潮不斷，掌聲如雷，也為今年的
「十 • 一 」 國慶系列活動，掀起了豐富多彩
的序幕 ！
演出前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總領事李強民
大使，＂親情中華＂藝術團團長邢硯莊，華夏
學人協會會長黃華，美國德州密蘇里巿巿長歐
文（Allen Owen )，都上台致詞。李強民大使代
表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對藝術團一行表示歡迎
，也向休斯敦華人華僑祝賀中秋和國慶節快樂
。他指出＂親情中華＂藝術團把祖國和家鄉的
祝福送到休斯敦，為休斯敦僑界奉獻一場文化
和藝術的盛宴，也使美南地區的國慶系列活動
更增添多彩多姿的韻味。他也藉此希望僑胞們
一如既往支持祖籍國統一大業，為＂兩岸一家
親＂發揮獨特作用，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
興貢獻力量。
邢硯莊團長代表藝術團對總領館對本次活
動的重視和支持表達衷心的感謝，她也對積極
組織籌備的華夏學人協會等各僑團的志願者辛
勤付出表達誠摯的問候。並對此次籌備演出作
出突出貢獻的 「華夏學人協會」 會長黃華，＂

盛諾一家 ＂總經理邱澄，＂雙
椒集團＂董事長楊玉楠分別贈
送了感謝錦旗。
黃華會長代表華夏學人協
會和各聯合籌備社團及組委會
，對中國僑聯組織的＂親情中
中國三大青年美聲女高音歌唱家鄭咏，
中國三大青年美聲女高音歌唱家鄭咏
，
華＂藝術團的到來表示熱烈歡
演唱普契尼歌劇
「
我親愛的爸爸」
我親愛的爸爸
」
中＂
迎。她表示： 藝術團的表演使
今夜無眠，
今夜無眠
， 出色的美聲及語感
出色的美聲及語感，
， 震驚全
得華人能夠深情回顧與展望祖
場
。（
記者秦鴻鈞攝）
記者秦鴻鈞攝
）
國母親披荊斬棘帶領華人走過
的歲月長河，並透過藝術家的
震驚回味不已。
精彩演出，大家重温舊日的時
最後壓軸的是 「中國東方演藝集團」
光，感受時代的氣息。
著名胡琴演奏家季節，以二胡演奏經典名曲
美國德州密蘇里市市長歐
圖為密蘇里市市長歐文（
圖為密蘇里市市長歐文
（ Allen Owen )( 右一 ） 在節目開始前頒 ＜ 二泉映月＞,及＜ 夜深沈＞,觀眾還未回過
文（Allen Owen ) 也在儀式上
贈祝賀文告，
贈祝賀文告
，由（ 右二起 ） 總領事李強民
總領事李強民、
、承辦方 「華夏學人協 神來，世界頂尖歌唱家，中國三大青年美聲
講話，認為文化交流會加強華
會 」 會長黃華
會長黃華、
、＂親情中華＂藝術團團長邢硯莊代表接受
＂親情中華＂藝術團團長邢硯莊代表接受。（
。（ 記 女高音歌唱家鄭咏亮麗登場，她那清脆、華
裔美國人社區的力量，增強與
者秦鴻鈞攝 ）
美的嗓音，一曲＜ 我愛你中國＞ 令全場瘋
當地美國人民的聯繫。他並向
狂，叫好聲不絕如縷，最後，她又加唱一曲
主辦方華夏學人協會會長黃華遞交了祝賀文告 更展示其管樂功力，現場吹奏了＜ 華夏同心曲 普契尼歌劇 「我親愛的爸爸 」中的＜ 今夜無
＞ 及＜ 激情花鼓＞ 讓全場大開眼界，聽得如
。
眠＞,她以寬濶的音域，富有豐富表現力的聲音
醉如痴。
今年的演出，以雜技團的演出最為搶眼，穿
，把握準確的音准和語感，將此世界名曲的高
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主持人淮梓倫，他除了
全場，這種兼具了藝術和才藝的演出，很多高
雅氣氛渲染得淋漓盡致，也令全場有 「不虛此
難度的特技，令人嘆為觀止，而呈現出來的畫 與姜晗聯手主持節目，以中、英文介紹，串場 行」 之感！
面，卻美不勝收。如開場時團體表演的特技＜ ，他還是國家一級演員，英皇杯冠軍得主，當
當晚現場 1200 餘名中、外觀眾中有美方政
轉花碟＞,以及優秀團員李盛菁表演的＜ 蹬傘＞, 晚他擔任獨唱演員，一曲＜ 那就是我＞,及＜ 要 ， 國 會 議 員 Sheila Jackson -Lee 的 代 表 ， Al
楊青表演的＜ 青狸＞,趙晗龍表演的＜ 指尖流 熱情的沙漠＞,令在場的港、台觀眾聽來格外熟 Green 的代表譚秋晴女士、及 Pete Olson 的代表
奏- 拍球> 及最後加添的＜ 俏花旦＞ 都在現場 悉、親切，最後他又在全場的 「安可」 聲中， 張晶晶女士，都來共同觀賞演出，並在結束後
加唱一曲 「梨花又開放」，仍令大家意猶未盡
畫面上顯示了不凡的唯美效果。
登台與表演者合影。這場演出也獲得美國德克
其他如 「中國國家交響樂團」 著名女高音 。當晚，實在是好曲不斷， 「國家京劇院」 著 薩斯州州長 Greg Abbott 發來專函祝賀，以及德
歌唱家陳俊華演唱＜ 桃花紅杏花白＞＜ 美洪湖 名演員張佳春演唱京劇＜ 梨花頌＞ 及＜ 紅燈 州州議員吳元之（Gene Wu ), 休斯敦市長 Syl水 浪打浪＞ 優美的音色，撫平了多少遊子思鄉 記 • 都有一顆紅亮的心＞ 令觀眾大飽耳福， vester Turner, 市議員 Mike Laster 也紛紛來函祝
的情懷。而 「中國戲曲學院」的孫雲崗教授， 大呼過癮。最後在全場欲罷不能的安可聲中,再 賀。
顯才藝，以中英文演唱 「蘇三起解 」，令觀眾

美南河南同鄉會2018
美南河南同鄉會
2018 中秋聚會 周日中午在 「北京味道
北京味道」」 餐館舉行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 美南河南同鄉會在中秋佳節的前夕（ 9 月 23 日，星期日 ） 中午，群聚 「百佳商場
」 內的 「北京味道 」 餐館，舉行中秋聚會，共有美南地區河南老鄉大人，小孩六十餘人參加盛會。
為了此次的聚會，美南河南同鄉會會長楊德清煞費苦心，不僅為大家準備了豐富、可口、精彩、豐盛的菜餚，
還籌募了不少老鄉的捐款及捐贈禮物。包括老馮捐五百元買酒，任職於 Discount Power 電力公司的王菲捐$200 元，
及十件禮品，另外還有作 「按摩」業的牡丹捐一百元及月餅一盒， 「陽光清潔公司」 的老鄉劉瑞捐一百元。同鄉
會還買了二十盒月餅，在會中與大家分享，並將募來的現金現場抽獎。很多人中了獎，又捐了回去，場面特別溫馨
。
會中還安排唱將劉春池演唱 「我愛你中國 」 及王飛雪演唱 「再來一杯」。會中也安排老鄉們自我介紹，促進
大家相互認識，了解。不少老鄉們表示： 到這裡來找到老鄉，像回家一樣，感覺特別溫馨。
會中楊德清會長還給予高齡 92 歲的洛陽老鄉梅媽媽免費招待，以表達 「敬老尊賢」 的傳統美德。

圖為出席中秋聚會的河南老鄉合影於 「 北京味道
北京味道」」 餐館大門口
餐館大門口。（
。（ 記者秦
鴻鈞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