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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地
你造吗？

(综合报道）自古至今，在世界各地都存在相同或类似的“胎盘情

结”：有的把胎盘当作上苍赋予孩子的生命礼物;有的将其视为治

病养生的“神物”，也有的以其作为养颜的上好材料。前阵子的英

国记者被批重口味之后，大家似乎对胎盘的关注度都大幅提升。

到底关注点是放在哪里呢？观念都在改变

伴随着工业化和婴儿出生方式的变化，这些被传承百年甚至

千年的情结日渐被淡化，而近年来出现的胎盘干细胞保存却日渐

成为吸引年轻父母的新时尚。但无论是传统情结还是新近出现的

时尚情结，透视出来的是人类对生命的敬畏和对健康的渴望。

小编之语：不少妈咪对自己产后的胎盘都很关注，但是她们

出于安全健康的角度，都没有多大深入了解。而小编在此则给大

家谈谈世界各地对于胎盘到底有什么样的情结。你了解胎盘素

吗?

胎盘素提炼人类胎盘素精华的研究与开发科技，已有一段很

长的历史。早在 1930年代，一组欧日著名大学的科学家精英，证

实人类胎盘素养生效果的论理，再深入研究发展。现今胎盘素精

华已进展成为人类养生学中最安全有效的滋养品，为人类带来防

止衰老，重振精力的奥妙效果。化妆护肤的作用

除了针剂产品能够对皮肤起到很好的美容作用外。专门针对美容生产的胎盘素化妆品更是针对化妆美

容有直接的好处。胎盘素算得上是美容圣品。

胎盘素，自然不能以简单的美白成分视之。因为无法交待美白的机理，既无抑制酪氨酸酶的作用，也没

有破坏黑色素或还原色素的作用。

惟临床上，使用胎盘素不只可以改善粗糙老化的肌肤，还可淡化皮肤上的斑点，全面性的美白效果也相

当不错。值得注意的是，强调含胎盘素的化妆品之真伪。

小编之话：确实很多人都关注着胎盘的市场，那除了上述的功能之外，有很多父母都想继续这胎盘情

结，而他们的做法却各异。“养颜”———欧洲的传统情结

欧洲是工业化比较早的地区之一，因此，更重视胎盘的美容价值，尤其是法国，以胎盘为原料生产养颜

和化妆产品在法国有悠久的历史，历史上，法国曾每年从拉美国家进口几十吨胎盘用于化妆品生产。

小编点赞：这里说的养颜功效和上文提到的化妆护肤作用是具有异曲同工之效，看来欧洲流行的羊胎

素就是最好的证明。而羊胎素一直以来都被澳洲人所誉为特产，胎盘素可真的深入民心啊。

干细胞在健康领域中的应用前景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而胎盘中存在的重要干细胞资源极其对孩子

未来健康的价值也被更多有远见的年轻父母们所重视。最新研究发现，在胎盘组织中存在一种极具治疗价

值的干细胞 -———间充质干细胞，这种细胞被认为是未来干细胞治疗的上好材料之一，可以用于治疗多种

借助传统药物和外科手术难以有效治疗的疾病。

小编点赞：也正因为此，许多有远见的父母选择在孩子

出生的时候，把胎盘委托给专业干细胞保存机构，从中提取

出有价值的干细胞，并长期保存起来，以备孩子在未来成长

过程中的不时之需。当然，欧美国家比较喜欢用胎盘来美容，

而非洲国家和亚洲国家则另有做法，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厚葬”———亚非文化的传统情结

把胎盘葬于树下是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传统习俗，这种习

俗在非洲和亚洲尤为普遍。非洲的尼日利亚和加纳

许多地区，人们把胎盘视为婴儿的“卵生兄妹”，婴儿出

生后，要把胎盘“厚葬”，并要在埋葬处种上一棵树。在马里，

胎盘葬礼的整个过程必要由婴儿的父亲独自完成：首先把胎

盘用清水洗净，用布包裹好之后放置在篮子里，最后葬在树

下。在非洲文化中，把埋葬胎盘的地方称为“zan boku”。

亚洲的柬埔寨

婴儿出生后，家人要把胎盘洗净，然后用香蕉叶包裹好，

在婴儿床边放置三天后葬于树下。在菲律宾，“安葬”胎盘的

时候，需要同时埋上几本书，祈福孩子未来健康、聪明。新西

兰毛利人把胎盘叫做“whenua”，而这个词也是大地的意思。毛利人把胎盘视为上苍赋予生命的礼物，必须

把它葬于自家的土地上，而且必须在安葬胎盘的地方种棵树。

小编之语：这些做法虽然看上去有点古老，但是结合当地的风俗人情，他们都源远流长。而我们结合实

际情况，这些古老的做法还是比较不够健康卫生，所以是不适用的。希望大家不要采取哦！食用———哪止存

在于东方文化

我国的“紫河车”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吃胎盘的习俗。虽然听起来让人“作呕”，但很多老年人至今都认为食用胎盘可以滋

补养生，其中的道理虽没有科学依据，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我国，把胎盘作为药材使用有很悠久的历史。

韩国的胎盘灰

其实，食用胎盘并非只在我国有，在越南、韩国，甚至在欧洲，也有类似的习俗，只是食用方法有所不同。

在韩国有一种习俗是将胎盘烧烤成灰，然后将胎盘灰保存起来，孩子有病的时候，放些到汤里让孩子喝掉，

胎盘灰被认为可以治病。

德国的月子餐

在 16世纪的德国南部，产妇生产后的第一顿正餐中一定要加入胎盘，当时的人们认为这样做会有助于

产妇恢复健康，同是对孩子未来健康有好处。至今，在不少欧洲国家，依然有人把胎盘制成饼或鸡尾酒食用。

小编之语：建议食用已经入药的胎盘是比较有益，胎盘是一个营养和病毒可能同时存在的组织。因此，

在日常生活中服用新鲜胎盘极不安全，应该到正规药店购买炮制好的胎盘或以胎盘为主制成的中成药，也

可以选用一些胎盘制剂，这样才能起到治病强身的作用。

亲子

母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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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 乡 广 东
主办 : 广东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

       40年改革开放，40年地覆天翻。

广东借助毗邻港澳、华侨众多的独

特优势，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

兵、先行地、实验区，在改革开放

的道路上一直前进。广东是中国最

大的侨乡与侨务大省，3000 多万

粤籍侨胞，分布在世界 160 多个国

家和地区，占全国海外侨胞总数的

一半以上，省内约有 8.8 万归侨、

3000 多万侨眷。

      40 年来，海外侨胞、港澳同胞

大力支持、积极参与广东的改革开

放和现代化建设，给广东带来大

量的资金、先进的技术、高端的

人才、现代的理念、广泛的关系，

极大推动广东对外开放和经济社

会发展。海外侨胞、港澳同胞是

广东 40 年变革的见证者、参与者

和推动者。

      站在改革开放再出发的起点，

广东省侨办和各级侨务部门将按照

省委、省政府部署，进一步维护侨

益、凝聚侨心、汇集侨智、发挥侨

力，推动海外侨胞、港澳同胞积极

参与“一带一路”和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为我省奋力实现“四个走在

全国前列”、当好“两个重要窗口”

作出新贡献。19 日，在广东省侨

办主办的华侨华人合作交流系列活

动中，海外侨胞、港澳同胞聚焦改

革开放 40 周年、“一带一路”和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三大主题，展开

讨论。 

站在历史新起点
海外侨胞港澳同胞助广东改革开放再出发

     19 日，近 300 名海外侨胞、港澳同胞代表从全球 55 个国家和地区分赴广东，参加由广东
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主办的“海外侨胞助推‘一带一路’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合作交流会”。

     今年是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5 周年和改革开

放 40 周年，也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开局之年。在

过去 40 年发展的过程中，海外侨胞和港澳同胞给予

了广东极大的支持。海外侨胞、港澳同胞以实际行

动引领了广东改革开放的潮流。中国首家“三来一

补”企业——东莞太平手袋厂，首家中外合作电子

企业——广东光明华侨电子工业公司，首家中外合

作五星级宾馆——广州白天鹅宾馆等多个“全国第

一”，都是海外侨胞、港澳同胞投资兴办的，他们

成为广东改革开放的开拓者之一。

      据统计，目前，海外侨胞、港澳同胞在粤投资企

业约有 6.18 万家，占全省外资企业总数六成多；累计

投资 2600 多亿美元，占全省引进外资总额近七成。

据不完全统计，1979 年至 2017 年间，海外侨胞、港

澳同胞在广东捐赠兴办慈善公益事业项目超过 4.5 万

宗，折合人民币超过 532 亿元。侨捐项目涉及教育、

卫生、文化、体育、交通、社会福利、扶贫济困等各

项事业。

▲ △

         2017 年 7 月 1 日，《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

建设框架协议》在香港签署。今年是粤港澳大湾区的

开局之年。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侨办主任许又声在此

次合作交流会上表示，一年多来 ,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

各项前期工作稳步推进，广深港高铁、港珠澳大桥等跨

境大型基础设施相继开通或竣工，便利港澳同胞在内地

发展的政策措施陆续出台，都为推进大湾区建设创造了

新的有利条件。

      许又声特别指出，粤港澳地区虽同属一个地理区

域，但也存在着“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

四个核心城市”的特殊格局，其建设是中国建设世界

级城市群和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空间载体，也是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枢纽和支撑。他希望海外侨

胞朋友们充分发挥融通中外的独特优势，以“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为重点，积极推动大湾区与“一带一路”

建设紧密配合，不断深化经贸、文化、教育、旅游、

环保等领域的国际交流合作。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产业规划部部长王福强博

士在合作交流会上讲解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相关情况时

提到：“有理由相信未来中国的改革再出发，牵引中

国参与世界经济体系的主要平台就是粤港澳大湾区。”

他认为，粤港澳大湾区等同于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特

区，代表中国最高开放水平的战略平台。

       世界领袖联盟总统委员会亚太区主席周泽荣表

示，广东改革开放再出发，迎来了“一带一路”建设

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历史性机遇。共建“一带一路”、

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海外侨胞、港澳同胞责无旁

贷，大有可为。

改革开放 40 年
海外侨胞港澳同胞贡献巨大

改革开放再出发
海外侨胞港澳同胞大有可为

海外侨胞港澳同胞
为“一带一路”与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建言献策

       在交流会上，围绕“一带一路”与粤
港澳大湾区建设的主题，嘉宾们各抒己见，
纷纷提供“金点子”：

         83 岁的陈汉士先生如今依然坚守在为中泰人

民搭建友好桥梁的岗位上。他表示，泰国是东盟的

门户，“一带一路”的倡议给泰国人民带来了更多

的机遇。中泰政府合作建设高铁，华侨华人企业家

更是商机处处，不落人后。“一带一路”还给泰国

带来学华语热。年轻人懂华语更容易找到好工作，

也有机会参与中泰合资合作事业，前途广阔。

       陈汉士表示，如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已经开

启，吸纳着世界各地高端人才和巨额投资。他相

信在国家的支持下，粤港澳大湾区一定能建成为

未来世界第四大湾区。

  陈汉士（泰国）：
 “一带一路”扩大中泰机遇

范群（美国）：
粤港澳迎来大湾区发展时代

      作为早年在旧金山湾区工作生活，现又回到

广州创业的国家千人计划专家，范群对粤港澳大

湾区这一政策的感悟很深。他认为，纽约湾区、

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等世界级湾区凭籍着自身

资源和港口群，抓住了三次科技革命历史机遇相

继形成并崛起，分别形成了金融、科技创新、先

进制造为其主要特点。粤港澳大湾区的区域优势、

经济体量、人口规模、土地面积与世界三大湾区

相比毫不逊色，但在人均水平、研发投入、产业

结构、科技创新等层面仍存在不小差距。基于粤

港澳大湾区的现代金融、科技创新和先进制造的

定位，借鉴旧金山湾区发展经验，粤港澳大湾区

未来有望成为第四个世界级湾区。

      范群表示，为了服务于建设粤港澳大湾区这

个战略目标，粤港澳三地需要在借鉴旧金山湾区

硅谷经验的基础上，从自身实际出发，加强人才、

金融、产业、交通等协同建设。必须积极招才引

智，形成“人才洼地”，造就“产业高地”，打

造创新驱动发展的区域新引擎。

▲ △

广东改革开放再出发

海外侨胞港澳同胞献计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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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韋霓休士頓報導) 您知道嗎?
休士頓政府為了鼓勵住者有其屋，讓首
次自住房購房者(First Time Homebuy-
er)可以負擔得起，對屋主有不少的頭期
款補助金，如果懂得去申請，並且符合
條件，您可能可以申請到一大筆補助金
，目前最高可獲$25,000的補助，未來
還將提高金額，對於首次購屋者來說，
可謂天大的好消息。

本報採訪休士頓市政府 「住房和社
區 發 展 部 (Housing and Community
Develop)」 行政經理Brandi N. Sullivan
，為讀者介紹休士頓市的 「自住房購房
補助計畫(Homebuyer Assistance Pro-
gram)」 ，讓讀者們知道，哪些人可能
是這個計劃的受惠者。

Brandi表示，這個計畫協助的對象

，是首次自住房購房者，或是在過去三
年內未曾買房的中低等收入的休士頓家
庭。去年，一共有117位民眾提出申請
，有59位成功申請到補助，金額達110
萬美金。如果未來有更多的民眾提出申
請，政府補助的總金額還將提高，當然
，這主要是根據每個市長的政策來決定
，萬一換了市長，這個補助計畫不一定
會存在。因此，Brandi鼓勵有需要並符
合條件的民眾，積極提出申請，別辜負
了政府的美意。

這個補助計畫，對於許多長期租屋
的民眾而言，可說是莫大的幫助，一旦
有了政府補助的頭期款項，再把原來付
的租金拿來繳貸款，未來房子就是自己
的了。市政府幫助民眾購買自己的房子
，究其原因，一方面能安定民生，同時

，未來屋主每年要繳房屋稅，也會對政
府經濟有幫助，算是一舉兩得。

申請條件
申請人必須符合中低收入標準，然

而，民眾不要以為中低收入是賺很少的
年收入，如果您家庭總收入不超過本市
平均收入的80%，您就可能符合條件。
舉例來說，單身人士的收入為$41,950
，二口之家的收入在$47,950以下，或
四口之家的收入在$59,900以下就可以
申請。收入限制根據家庭人口而定。(請
看附圖)

自住房購房補助計畫(Homebuyer
Assistance Program，簡稱HAP)，最高
可補助$25,000，購屋者須符合以下的
條件:(一)、是首次自住房購房者；(二)
、家庭收入不超過規定的限制；(三)、
能夠獲得自住房購屋貸款；(四)、願意
參加8小時的購房者教育課程；(五)、
有工作、每年有付稅，是美國公民或綠
卡持有者；(六)、願意提供所有的相關
文件。(七)、為休士頓市居民。

自住房購房補助計畫(Homebuyer
Assistance Program)可上市政府官網查
詢: http://www.houstontx.gov/housing/
hap.html。

如果已經有看重的房子，此房要通
過市政府的房屋檢查(Home Inspection)
才可申請。申請補助的屋主，在這個房
子至少要居住五年，不得出租。

怎樣才能符合申請資格？
房地產經紀人Mr. Kim表示，他在

數年前因為幫朋友買房子，而接觸 「自
住房購房補助計畫(Homebuyer Assis-

tance Program)」 ，當時申請的手續相
當繁雜，但是，只要熟悉規定，仍然可
以逐項克服困難，當他的朋友買到房子
、並且成功申請到補助金時，箇中的欣
喜難以形容。

首先，買主必須是自己居住，而不
是投資屋，在此屋要住滿五年才可以轉
手。在買房之前必須上 8小時購房者教
育課程，要能獲得貸款。其次，有意願
要申請此項補助金的人，一定要誠實交
稅，不少人為了省稅金，沒有如實報稅
，等到申請貸款時就出現難題。Mr.
Kim表示，市政府有錢補助，但是民眾
要懂得去申請，懂得讓自己符合條件，
申請過程中有許多文件工作，對於熟悉
作業的人並不是問題，他也鼓勵想要有
自己住屋的民眾趕緊申請補助金。

自住房補助計劃座談會
自住房補助計劃座談會 First Time

Home Buyer’s Seminar將於10月6日

上午 10-12 點於國際貿易中心舉辦
(11110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詳細解釋如何申請補助、如何
符合條件成為補助計劃的受惠者、如何
買房、如何貸款等。會中將邀集政府官
員、銀行、房屋保險、建商、以及房地
產界各領域的精英代表，從各個角度探
討如何成功地買房。如果您想買房但為
頭期款、或身份問題而煩惱，或是信用
不好、沒有信用、破產、報稅記錄不夠
等，這些問題都將有專家為您找出解決
之道。

講座名額有限，報名專線：中文 :
王維(713)725-1703，英文 : KIM (832)
549-0282。時間: 10月6日上午10-12
點。地點: 國際貿易中心 (11110 Bel-
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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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普森古董拍賣行辛普森古董拍賣行
20182018年秋季拍賣會將舉槌開拍年秋季拍賣會將舉槌開拍
(本報休斯頓報導) 休斯頓最老的藝

術與古董拍賣公司--辛普森古董拍賣行
將於十月6日、7日兩天舉行2018年秋
季拍賣會，現場將有超過750餘件的珍
稀藝術精品與古董公開競拍，同時在十
月1日至5日舉行預展，歡迎喜愛藝術
品的民眾到預展會場欣賞精緻的藏品，
並在拍賣會場參與競拍盛事。歡迎蒞臨
尋找精美的家具、亞洲藝術品、繪畫、
珠寶首飾、銀器、手錶、歐洲裝飾藝術
，珍稀葡萄酒和地毯。

拍賣會上將有超過750件來自德州

最好的莊園的收藏品、以及從加州到紐
約的收藏家的珍藏物。

辛普森畫廊素來提供廣泛的藝術品
和古董收藏品，亮點包括Soren Emil
Carlsen的繪畫、英國銀匠威廉•皮茨
William Pitts 的 精 湛 設 計 飾 品 、
EmiléGallé和Otto Eckman罕見的花瓶
、法國拿破崙三世鑲嵌的櫥櫃、Harry
Bertoia的雕塑、以及來自私人酒窖精選
的優質葡萄酒。

辛普森古董拍賣行成立於1962年
，專營拍賣藝術精品與古董，引導更多

愛好者鑑賞藝
術，了解藝術
的市場，同時
促進市場買氣
，為廣大的收
藏愛好者提供
一個最佳服務
平台。無論是
尋找心儀的藝
術品、有想要

割愛的收藏品、或是有價值連城的藝術
品，都歡迎聯絡辛普森古董拍賣行。

這次的拍賣會是一場不應缺席的藝
術饗宴，包括了珍稀畫作、珠寶首飾、
玉器、手錶、名貴葡萄酒、歐式家具、
亞洲藝術品、歐洲瓷器、雕塑、玻璃精
品、精美地毯、及其他收藏多年的私人
藏品等，所有拍品將於會場精心陳設展
示，貨真價實，機會相當難得!

於過去超過50個年頭，辛普森古
董拍賣行一直在休斯頓為民眾服務藝術
品和古董的交易。從1962年開始，威

廉辛普森開始收集精美的古董與藝術品
，教育自己以及其他人。辛普森古董拍
賣行對卓越與鑑賞的承諾，讓其名聲遠
播，成為可信賴的招牌。

預展時間: 10 月 1日~5日，每天
10am~5pm(星期四至晚間8點)。

拍賣時間: 10月6日和7日，下午1
點。

歡迎大眾參加。若您不方便來到拍
賣會場，亦可透過電話參與競投，請致
電（713）524-6751或發送電子郵件至
info@simpsongalleries.com以獲取更多
信息。
網站:www.simpsongalleries.com。
地 址: 6116 Skyline Drive, Suite 1,
Houston, TX 77057。

休士頓市政府 「住房和社區發展部(Housing and Community Develop)」 行政
經理Brandi N. Sullivan(右二)、王維(左二)、地產經紀人Mr. Kim(左三)、建商

代表Wes Flanagan(右一)等接受美南電視主持人高航(左一)採訪

市政府今年公布的收入上限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6969周年國慶升旗典禮周年國慶升旗典禮
昨天上午在中國人活動中心室內大廳舉行昨天上午在中國人活動中心室內大廳舉行

（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 「台北經文處」教育於週四（9月
27日）晚間在 「姚餐廳」舉行一年一度的教師節餐會，共有休市
各大專院校任教的華人教授60餘人與會。包括著名 「休大超導
中心」任教的朱經武博士，朱唯幹博士，台大土木系教授徐增全
，休大王曉明教授，以及陳建斌、黃壽萱、範泌文、施月女、丁
震、梅路村、戴壽美，以及黃燦琴、馬慈恩等近六十位教授，聖
湯瑪斯大學賴賢烈夫婦，

及 「華美中醫學院」的創辦人梁
慎平教授等多人，以及 「台北經
文處」陳家彥處長及林映佐副處
長皆出席餐會。陳處長並在餐會
上介紹台灣加入國際組織 ，包括
：（一）今年9月25日至10月1
日聯合國大會總辯論。主題為：
「台灣為全球落實永續發展的目

標」各邦交國及友邦，將以致函
聯合國秘書長及僑界連署等方式
，申請台灣加入國際組織。 （二
）今年 12 月 2 日至 12 月 14 日將
舉行的 「聯合國氣候變遷大會」
我們將透過國際文宣及媒體，來
爭取參與該會，共同對抗氣候變
遷。 （三）聖湯瑪斯大學將於
12月1日辦研討會，討論台美關
係。

「教育組」的周慧宜組長也
在餐會上致詞，她首先感謝陳處
長對 「教育組」的一貫，支持。
並介紹他們推薦老師到警察局教
中文。該學習文憑受到德州執法部門承認；她也提到聖湯瑪人斯
大學台灣& 東亞研究仍在繼續進行中。周慧宜組長也提及她派駐

美南快六年了，希望待會大家照個大合照，明年此時，她能看照
片想念大家。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9周年，休
斯敦僑界升旗典禮，昨天上午因天雨移到中國人活動中心室內大
廳舉行。上午九時半，儀式正式開始，首先，在 「歌唱祖國」的
音樂聲中，升旗儀仗隊入場後，全體肅立，奏中華人民共和國國
歌。

中國駐休斯頓總領事李強民大使首先在典禮上致辭，在中
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9周年之際，代表總領館向大休斯頓地區廣
大的華僑華人留學生，中資機構人員致以佳節的問候。他強調國
家成立69年來，達到民族的偉大復興，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
尤其近40年來，升化改革，擴大開放。經濟躍居世界第二位，
國際影響力不斷上升。過尤其自第十九屆全國代表大會之後，中
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進入新的時代，結構性改革初見成效，經濟成
效優化升級，走向穩中向好的發展態勢。人民的幸福感明顯提升
。青山綠水造福子孫後代，一帶一路佈局帶來更多人員交流與商
機。李大使說：中美關係是當今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中美
關係是互利共贏的，中美雙方合則兩利，中美關係對世界的和平
穩定、繁榮發展具有重大意義。我們對中美關係的前景充滿信心
。美南地區的僑民多年來對促進中美關係的發展，起到 「橋樑」
的作用，是參與者，見證者。藉此機會向促進祖國復興的廣大僑
胞表達衷心的感謝。希望大家不懈努力，促進中美關係的健康發
展。

中國人活動中心的執行長范玉新也在大會上致辭表示：中
國在2017年世界外匯的增長率達30% 以上。萬水千山總是情，

69 年後的今天身為海外僑胞對祖國的繁榮昌盛感到無比的驕傲
。僑胞們能在海外大展鴻圖，離不開強大的祖籍國作為堅實的後
盾。談現狀，談未來，寄希望，我們更該團結一致，使我們的祖
國更加繁榮昌盛。

著名女高音歌唱家樊豫珍在儀式上演唱《今天是你的生日
我的祖國》優美熱情的歌聲，驚艶全場。接著精彩的舞龍舞獅表

演，更為現場帶來 「國恩家慶」的熱鬧、歡欣氣氛，最後，在華
夏中文學校學生合唱侯德建寫的 「龍的傳人」的優美歌聲中，及
李強民總領事、王昱、劉紅梅副總領事及中國人活動中心靳敏董
事長，范玉新執行長合切五層大蛋糕，讓所有參加升旗典禮的人
員一起共享祖國生日蛋糕，水果，點心。並全體演出小朋友與所
有蒞臨佳賓大合照，大家合影留念。

圖為所有貴賓與參加演出的小朋友合影圖為所有貴賓與參加演出的小朋友合影。（。（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台北經文處教育組台北經文處教育組99月月2727日辦教師節餐會日辦教師節餐會
共有休士頓各大學教授共有休士頓各大學教授，，院長院長、、6060餘人參加餘人參加

圖為圖為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教育組周慧宜組長教育組周慧宜組長（（立者立者））在餐會上講在餐會上講
話話。（。（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所有出席教師節餐會的教授們在餐會上大合照圖為所有出席教師節餐會的教授們在餐會上大合照。。

圖為總領事李強民圖為總領事李強民（（左四左四））副總領事王昱副總領事王昱（（左二左二））劉紅梅劉紅梅（（右右
二二））與中國人活動中心靳敏董事長與中國人活動中心靳敏董事長（（左三左三），），范玉新執行長范玉新執行長
（（右三右三））升旗主席陳韵梅升旗主席陳韵梅（（左一左一））共同主持切國慶蛋糕儀式共同主持切國慶蛋糕儀式。。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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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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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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麗報導本報記者黃麗報導

美國福遍縣博覽會遊行美國福遍縣博覽會遊行
休士頓僑界慶雙十遊行隊伍吸睛休士頓僑界慶雙十遊行隊伍吸睛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副處長林映佐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副處長林映佐、、
國慶籌備會主委嚴杰國慶籌備會主委嚴杰、、副主委黃春蘭副主委黃春蘭、、秘書長秘書長
何怡中何怡中、、老協趙婉兒會長老協趙婉兒會長、、旅館公會葉德雲會旅館公會葉德雲會

長花車遊行長花車遊行

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陳家彥伉儷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陳家彥伉儷、、副處副處
長林映佐長林映佐、、休士頓華僑文教中心主任莊雅淑休士頓華僑文教中心主任莊雅淑、、副主副主
任楊容清任楊容清、、國慶籌備會主委嚴杰國慶籌備會主委嚴杰、、副主委黃春蘭副主委黃春蘭、、
趙婉兒會長趙婉兒會長、、葉德雲會長葉德雲會長、、丁方印於遊行後合影丁方印於遊行後合影

99月月2828日在日在City of RichmondCity of Richmond有近有近22萬人在遊行萬人在遊行
沿途觀賞沿途觀賞

該活動吸引美國福遍郡主流民眾近該活動吸引美國福遍郡主流民眾近22萬人在遊萬人在遊
行沿途觀賞行沿途觀賞，，亦加深美國主流民眾對中華民亦加深美國主流民眾對中華民

國台灣深刻印象國台灣深刻印象。。

休士頓全僑慶祝中華民國休士頓全僑慶祝中華民國107107年雙十國慶以馬車參與有年雙十國慶以馬車參與有8282
年歷史在列治文市年歷史在列治文市（（City of RichmondCity of Richmond））登場的福遍縣博覽登場的福遍縣博覽
會遊行會遊行（（Fort Bend County FairFort Bend County Fair））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
辦事處處長陳家彥伉儷辦事處處長陳家彥伉儷、、副處長林映佐副處長林映佐、、休士頓華僑文教休士頓華僑文教
中心主任莊雅淑中心主任莊雅淑、、副主任楊容清副主任楊容清、、國慶籌備會主委嚴杰國慶籌備會主委嚴杰、、
副主委黃春蘭副主委黃春蘭、、趙婉兒會長趙婉兒會長、、葉德雲會長葉德雲會長、、丁方印參與丁方印參與

休士頓全僑慶祝中華民國休士頓全僑慶祝中華民國107107年雙十國慶以馬車參與年雙十國慶以馬車參與
有有8282年歷史在列治文市年歷史在列治文市（（City of RichmondCity of Richmond））登場的登場的

福遍縣博覽會遊行福遍縣博覽會遊行（（Fort Bend County FairFort Bend County Fair））

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陳家彥伉儷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陳家彥伉儷、、何何
仁傑組長仁傑組長、、休士頓華僑文教中心主任莊雅淑休士頓華僑文教中心主任莊雅淑、、副副
主任楊容清主任楊容清、、趙婉兒會長福遍縣博覽會花車遊行趙婉兒會長福遍縣博覽會花車遊行

休士頓華僑文教中心主任莊雅淑休士頓華僑文教中心主任莊雅淑、、副主任楊容副主任楊容
清清 福遍縣博覽會休士頓國慶籌備會福遍縣博覽會休士頓國慶籌備會、、北美台北美台
灣旅館公會灣旅館公會、、美南臺灣旅館公會及中華老人服美南臺灣旅館公會及中華老人服

務協會贊助花車前務協會贊助花車前

國慶籌備會主委嚴杰國慶籌備會主委嚴杰、、美南台灣旅館公會葉美南台灣旅館公會葉
德雲會長與贊助花車合影德雲會長與贊助花車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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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秦鴻鈞攝本報記者秦鴻鈞攝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6969年國慶升旗典禮年國慶升旗典禮
周六上午在中國人活動中心室內大廳舉行周六上午在中國人活動中心室內大廳舉行（（上上））

升旗典禮結束升旗典禮結束，，所有參與演出人員與貴賓合影所有參與演出人員與貴賓合影。。

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李強民大使講話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李強民大使講話。。

中國人活動中心執行長范玉新博士中國人活動中心執行長范玉新博士
講話講話。。

著名女高音歌唱家樊豫珍演唱著名女高音歌唱家樊豫珍演唱 「「今今
天是你的生日我的祖國天是你的生日我的祖國」」。。

出席貴賓觀賞舞獅表演出席貴賓觀賞舞獅表演。。

出席貴賓觀賞舞獅表演出席貴賓觀賞舞獅表演。。

「「美國梁氏基金會美國梁氏基金會」」主席梁成運專程從外州主席梁成運專程從外州
趕來參加盛會趕來參加盛會。。

現場舞龍表演的盛況現場舞龍表演的盛況。。

升旗儀仗隊入場升旗儀仗隊入場。。



BB66醫生專頁
星期日 2018年9月30日 Sunday, September 30, 2018



BB77醫生專頁
星期日 2018年9月30日 Sunday, September 30, 2018



BB88美南人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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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星期日 2018年9月30日 Sunday, September 30, 2018

美 國 總 統
特 朗 普 於
美 東 時 間

九月十七日發表聲明稱，已經指示貿易代表對從中國
進口的大約兩千億美元商品徵稅。從九月廿四日起對
這些商品初步加稅一成，從二○一九年一月一日起加
稅水平提升至兩成半。他更威脅，如果中國採取報復
行動，美方將立即追求第三階段行動，對其他大約二
千六百七十億美元中國商品加稅。中國商務部表示，
美方執意加徵關稅，給雙方磋商帶來了新的不確定性
。

這意味着始於今年七月六日美國正式對中國三百
四十億美元商品加稅兩成半，引發中方回擊的貿易戰
，現階段美中貿易戰驟然升級至兩千億美元的烈度。
根據美國貿易代表署十七日晚發佈的價值約兩千億美
元的中國商品正式清單，徵稅涵蓋五千七百四十五種
全類或部分類商品。中國為了維護自身正當權益和全
球自由貿易秩序，不得不同步反制。經國務院批准，
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決定對原產於美國的五千二百
○七個稅目、約六百億美元商品，加徵一成或百分之
五的關稅，自今年九月廿四日十二時○一分起實施。

此前美國財長姆努欽主動向中方發出恢復副總理
級磋商的邀請，但承認收到邀請的中方表示，美方如

果 對 中 國
商 品 加 徵
新 一 輪 關
稅 ， 中 國

可能考慮退出中美經貿磋商。外交部發言人耿爽表示
，中方一再強調，只有在平等誠信和相互尊重的基礎
上對話和協商，才是解決中美經貿問題的唯一正確途
徑。目前美方所作所為沒有體現出誠意、善意，因此
何用會面討論？

在全球化大背景下，損人利己甚至損人不利己的
單邊主義不得人心。美國帶頭破壞國際規則，已成功
自我塑造了國際秩序攪局者、世界經濟破壞者的霸蠻
形象。與之鮮明對照的是，中國在反擊美國時，順應
全球化趨勢，高舉自由貿易大旗，反對貿易保護主義
，加快對外開放步伐。

公道自在人心。得道者多助。近日，國際貨幣
基金組織表示歡迎中國對自由貿易和多邊主義的堅定
承諾，認為中國最近宣佈的一攬子開放政策，是朝着
正確方向邁出的步伐。

美國發動貿易戰，已經引發國際社會的擔憂。世
界貿易組織總幹事阿澤維多警告，全球貿易體系正在
開始動搖。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認為，美國對外加
徵的關稅，實際上最終由美國國民承擔，美國將成為
全面貿易戰的最大輸家。

當前全球經濟復甦，尤需穩定全球投資貿易活動
。美方一意孤行、亂舞貿易保護主義大棒，攪亂國際

貿易秩序，阻礙經濟全球化發展進程。歷史經驗告訴
人們，一個繁榮的中國對美國有利，一個繁榮的美國
對中國也有利。中國無意改變美國，也不想取代美國
；美國無法左右中國，更不可能阻止中國的發展。中
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絕不是輕輕鬆鬆、敲鑼打鼓就能
實現，只要全體中華兒女眾志成城，任何人都不可能
阻擋我們前進的步伐。

美國強硬對華施壓，意在獲取更多政治籌碼，以
此為槓桿撬動中國開放市場。然而貿易戰中沒有贏家
，這種措施無疑是一把“雙刃劍”，將對美國經濟產
生諸多負面影響。加徵關稅，無疑將增加美國消費者
的負擔。早在八月廿七日，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對華
二千億美元商品徵稅聽證會上，參會的絕大多數美國
企業代表認為，美國企業和美國人的生活，將會受到
該關稅措施的嚴重衝擊。為期六天的聽證會上，高達
九成半的企業代表，反對向中國商品加徵關稅。

就在美國對產自中國的二千億產品加徵一成關稅
的同一天，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了《關於中美經貿
摩擦的事實與中方立場》白皮書。闡述了關於中美經
貿摩擦的事實與中方立場。白皮書指出，中國是世界
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達國家
。中美經貿關係既對兩國意義重大，也對全球經濟穩
定和發展有着舉足輕重的影響。特別是進入新世紀以
來，在經濟全球化快速發展過程中，中美兩國遵循雙
邊協定和世界貿易組織等多邊規則，拓展深化經貿合
作，基於比較優勢和市場選擇形成了結構高度互補、

利益深度交融的互利共贏關係。雙方通過優勢互補，
有力促進了各自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同時
提升了全球價值鏈效率與效益，降低了生產成本，豐
富了商品種類，極大促進了兩國企業和消費者利益。

近幾個月以來，美國政府不顧國內外強烈反對
，利用不斷加關稅的手段，導致中美經貿摩擦持續升
級，從五百億美元到二千億美元，甚至威脅要對全部
中國輸美商品加徵關稅，試圖以極限施壓，逼迫中國
妥協退讓。從出台反制措施，到深化改革提速，從企
業練好內功，到不斷擴大開放，面對來勢洶洶的關稅
風暴，白皮書的發佈，以一種客觀公正的態度回顧中
美經貿合作歷史，澄清中美經貿關係事實，闡明中國
的政策立場，是堅定、沉着與理性的生動寫照。

然而，摩擦分歧掩蓋不了兩國經貿互利共贏的本
質，白皮書中列出的數字是最好的例證：中美建交近
四十年來，兩國貨物貿易額增長了二百三十多倍，中
國是美國飛機和大豆的第一大出口市場，美國是中國
第二大服務交易夥伴，二○一五年中美貿易平均每年
為每個美國家庭節省八百五十美元成本。不難看出，
特朗普單方面挑起並升級貿易戰，在美國國內其實也
不得人心。

中美都是世界大國，特朗普不斷升級貿易戰，不
僅將全球經濟置於危險境地，最終必然會傷及自身，
因為貿易戰下，不可能有贏家。貿易戰或許眼下會對
中國經濟帶來一點影響，但絕不可能阻擋中國穩步前
行的堅定步伐。

芳草萋萋露未晞，秋風習習拂吾衣。
紅妝狼藉殘香盡，極目憑欄看雁歸。

韶華飛逝，轉眼之間，今歲戌戊狗年又節屆中秋
。中秋乃我國最為傳統的民間節日，我早在9 月之初
，己備文思，原計劃在上周9 月23 號周日刊 登出來
，跟廣大休市華人共享。誰知人算不如天算，太平洋
兩岸三地的港澳地區及大西洋美國東岸的南北卡羅來
納州, 均有世紀風暴肆虐，儒生向以 「天下蒼生為己
任」，當然暫時抽起中秋文章，改寫上述三地民眾抗
災之情, 如今風災已過，三地政府也應對得體，遂把
迎接中秋佳節拙文，改作追月文章應節。

前周秋分，上周中秋。秋天的而且確過了一半，
只是，酷熱仍在我們身邊打轉，秋扇依舊派得上用處
。自然，冷氣機更受歡迎。

秋分是二十四節氣之一，秋分日，晝夜等長，一年
月色最明夜而自此日起，晝漸短而夜漸長。在古代，

秋分節氣最隆重的典
禮，便是由皇帝主持
的祭月大典了。唐代
劉禹錫《監祠夕月禋
書事》詩便記錄了祭

月典禮的盛況：
西白司分晝夜平，羲和亭午太陰生。
鏘鏘揖讓秋光裡，觀者如雲出鳳城。
不過在那個年代，民眾沒法親身參與這典禮，於是

人們在秋季裡，找一個得見月光的晚上自行慶祝，那
便是中秋節了，這是古人聰明之處。大概在唐朝，人
們已然相約於農曆八月十五前後望月、賞月、翫月
……，而文人雅士仰望這個主角，寫下不少佳句。唐
代王建《中秋夜望月寄杜郎中》傳誦至今：

中庭地白樹棲鴉，冷露無聲濕桂花。
今夜月明人盡望，不知秋思在誰家。
這位詩人似對中秋賞月甚有興致，另有《和元郎中

從八月十一至十五夜五首》，賞月五夕，親見月亮漸
呈圓滿，其第五首云：

合望月時長望月，分明不得似今年。
仰頭五夜風中立，從未團圓直到圓。
終得見一輪明月，十分珍惜。偶而天公不造美，難

窺月華，自是一番感慨，唐詩裡，題為《中秋夜不見
月》的詩作也不少，羅隱便有一首：

陰雲薄暮上空虛，此夕清光已破除。
只恐異時開霽後，玉輪依舊養蟾蜍。
若然票選千年詠中秋佳作，東坡居士的《水調歌

頭·丙辰中秋歡飲達旦大醉作此篇兼懷子由》，必列
榜首。 「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
。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這正是千百年來，中

國家人在中秋節的共同願望。
祝願今夕秋夜：人月雙圓！

談到中秋,心中自然浮起 「小時不識月，呼作白玉盤
。又疑瑤台鏡，飛在青雲端。仙人垂兩足，桂樹何團
團。白兔搗藥成，問言與誰餐？」（李白‧古朗月行
）
及 「皓魄當空寶鏡升，雲間仙籟寂無聲。平分秋色一
輪滿，長伴雲衢千里明。」（唐‧李樸‧中秋）

天上圓月、人間玉兔、手上燈籠，這些都是孩童時
代歡渡中秋的意中物。當然加上中秋月餅，便是最常
用的四大元素，即使看得多，想得多，仍是夢繞。中
秋乃中國傳統的大節日，是家人大團圓的好日子──
兒女抱在身，方知父母恩。 「稚子牽衣問，歸來何太
遲？共誰爭歲月，贏得鬢邊絲？」（杜牧‧歸家）親
情，最應該珍惜，有父母在旁是福氣。

天上月圓，人間團圓，按照傳統習俗，中秋節該
是禮敬月餅的時候了。今年新曆8 月初，休市市面上
的華人超級市場，己開始有多款月餅熱賣，當中奶黃
月餅、流心奶黃月餅似是新產品，榴槤月餅還加推了
冰皮流心版，實是口腹之慾，我這位 「為食書生」，
實在難以自控。吃過上述月餅後，見有潮式芋泥酥皮
月餅應市，還想再多買此款，一吃再吃，但被內子勸
阻，因為儒生 早已是 「登陸之人」，控制飲食，格
外留意 , 何況每年中秋佳節前夕，尚有好友李文偉鄉
親，自制蓮蓉蛋黃月餅，向我夫妻祝賀。每次當我品
嚐他的月餅 時，卅六年舊景不覺重現。我倆先父，
皆是廣東中山人氏，分別從澳門及內地遠赴南美洲秘
魯國首都利馬謀生。萬里他鄉相遇中山人，遂成好友
。無巧不成書，之後又同樣移民來美，更巧的是同在
休市各自經營唐餐館， 大家友情，濃上加濃，以至

我們楊李第二代，亦成良朋。每年中秋前夕，李兄必
定自制月餅，送贈與我，這份月餅，締造出兩代情誼
，尤勝一般手足之情。

人們說，明月千里寄相思，而對於我來說，月餅
卻更能牽動我的思念，尤其是今年的中秋，更觸動我
懷念去年仙逝的娘親。45 年前，我隨家母由港澳移
民來美，跟父親團聚，一起打拼，經營休市及鄰埠聖
安東尼奧楓林及李家莊兩間酒家。無論生意多忙，每
至中秋佳節前夕，娘親都會去電加州三藩市中山鄉里
梁祥先生，（梁先生乃當年當地唐餐館協會會長及唐
餐訓練學校校長）為我們購買當地精制的月餅，然後
托貨運公司，三天之內運至德州，誏我們舉家及華人
員工，（40 年前休市，聖市兩地，尚欠正規的華人
超級市場，圓圓月餅，當然欠奉）於中秋之夜，一起
叩拜朗朗明月後，一邊玩麻雀，一邊喝茶喫月餅，渡
過一個溫馨的晚上。記得母親最愛吃就是五仁餡的月
餅，幾十年以來，今年是一個沒有雙親共聚的中秋節
, 我渴望今年的中秋節早點到來，因為，到了這個晚
上，我這位休市 「粵曲王子」，便會高聲唱起粵劇紅
伶任劍輝、紅線女的馳名粵曲 「銀河抱月歸」，來懷
念母親。這是她最心儀的歌曲，憑歌寄意，我就能寄
託著我對母親的無限思念。

走筆至此，雖說中秋已過，但心中有寄語諸位，
一起共看。

好友一生相識，來自天意。家人一段親情，來自
誠意。大家一句祝福，來自心底。我在乎人生中随处
可見的真誠和感動，我厭倦親人對我的欺瞞。我珍惜
生命中每一位一起走過的親人和朋友，我祝福我認識
的和認識我的人都平安，健康、幸福、快樂一生，
大家中秋節快樂！身体健康！家庭幸福，萬事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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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印良品門店拒絕工商部門抽檢
商品信息全部清空

綜合報導 北京市工商局海澱分局近日委托檢

測機構對無印良品（巴溝華聯店）銷售的商品質量

開展抽樣檢測工作，但並未獲得無印良品工作人員

積極配合。

前期，北京市工商局組織的流通領域商品質量

日常監測工作中，對無印良品銷售木制家具開展監

測，結果遭到各種不配合。

北京市工商局海澱分局根據北京市工商局日常

監測工作計劃，依照《流通領域商品質量抽查檢驗

辦法》的規定，委托北京市產品質量監督檢驗院對

無印良品巴溝華聯店銷售的木制家具開展流通領域

商品質量抽檢。

記者抵達現場後獲悉，剛剛執法人員並未

獲得無印良品方面的同意。北京市產品質量監

督檢驗院工作人員告訴記者，面對抽檢，商家

存在抵觸心理，而這樣的情況並不多見。隨

後，執法人員將再次嘗試進行抽檢。面對媒體

和隨後增援的執法人員，無印良品是否會接受

抽檢呢？

記者跟隨執法人員進店，執法人員向該店店長

出示行政執法證和抽檢通知書，表明來意。這回無

印良品店長才將執法人員帶到家具區，執法人員此

時僅看到壹件前期被監測的木制家具，其他被監測

商品並未在現場擺放。

對此，該店長解釋稱：“選購該商品的消費者

不多，因此沒上該商品。”而執法人員要求調貨，

被拒。

隨後，執法人員依職權要求到櫃臺檢查與

被抽檢商品相關的票證賬簿、貨源、數量、存

貨地點、存貨量、銷售量等信息，遭到當事人

拒絕。

在執法人員堅持下，該店店長同意在其內部商

品系統內查詢被抽檢商品信息。但執法人員看到，

此時系統後臺無信息登記。

按照要求，經營者店內商品和銷售記錄均

應在其系統後臺有所體現。而記者在現場看到，

執法人員到售賣現場拿出其他待售化妝品、衣

物等商品進行比對查詢時，同樣發現均無相關

信息登記。

隨後，執法人員要求該無印良品所在的華

聯超市相關負責人到現場情況說明。她表示，

無印良品店後臺信息為何被刪除，華聯超市方

面也不了解情況，希望無印良品方面積極配合

工商部門執法。

執法人員隨後進行現場情況記錄。記者看到，

此時無印良品店長壹直接打電話，並拒絕回應任何

問題。

執法人員告訴記者，當事人上述行為已明

顯違反產品質量法第十六條的規定，已構成拒

絕接受依法進行的產品質量監督檢查的違法行

為。

最終，依據產品質量法相關規定，工商部門責

令當事人改正上述行為。

無印良品是壹個日本雜貨品牌，產品類別以日

常用品為主。目前，該品牌在中國有門店約200

家，受到許多消費者青睞。

上調25基點！
美聯儲年內第三次加息中國跟不跟？

美聯儲宣布進行年內第三次加息，

將聯邦基金利率推升至 2.00%-2.25%區

間，調幅度為25個基點。

為何再次加息？
美聯儲8月會議紀要顯示，只要美

國經濟增長處於正軌，美聯儲就準備再

次加息。而近期美國主要經濟數據超出

預期，這給了美聯儲三個月後再次行動

的底氣。

美國 7月個人消費支出環比增長

0.4%，與預期和前值持平；核心PCE物

價指數也同比上漲 2%，高於 6 月的

1.9%。美國核心PCE物價指數是美聯儲

首選的通脹指標，路透分析師認為，

這壹數據顯示美國經濟三季度開局增

速強勁，基本通脹指標觸及美聯儲2%

的目標。

此外，9月7日美國勞工部公布的8

月非農就業數據顯示，與市場預期的會

出現季節性下調相反，就業和薪酬數據

都遠超市場。8月，美國非農就業人口

新增20.1萬人，高於預期的19萬人。同

時，美國8月平均每小時工資環比增長

0.4%，高於 7 月的 0.3%，同比增速為

2.9%，創2009年6月以來最大增幅。

《華爾街日報》表示，8月美國非

農就業增長加速、薪資增長都凸顯了勞

動力市場的緊張狀態，這鞏固了9月會

議上美聯儲會今年第三次加息的預期，

也增加了12月再次加息的可能性。

截至北京時間9月26日，芝加哥商

業交易所（CME）的“美聯儲觀察工

具”顯示，美聯儲今年12月加息25個基

點至2.25%-2.5%概率為78.6%。

彭博社指出，除了今年9月和12月

的兩次加息，2019 年依然還會加息兩

次。經濟學家預計，2019年6月聯邦基

金利率目標區間上限將達到 3%。Am-

herst Pierpont Securities LLC首席經濟學

家Stephen Stanley說：“大多數人已經

制定了壹個非常明確的策略，利率需要

升至中性水平也就是3%，而且越早越好。”

不過，無壹經濟學家預計明年6月

聯邦基金利率會高於3%。他們預測在

2019年第四季度達到3.25%峰值之前，

美聯儲將再加息壹次。

匯率、期貨影響幾何？
匯率方面，今年以來美元指數壹改

2017年的弱勢轉而上行，美銀美林發現，4

月中旬至今，美元指數累漲近5%，壹反

2017全年跌逾8%的狀態。

中信證券分析認為，美聯儲持續的

加息操作增強了美元資產的利差優勢，

這些因素支撐美元強周期持續。另壹方

面，土耳其、阿根廷等新興市場國家債

務危機愈演愈烈，避險需求將被動推升

美元指數延續強勢。

自8月24日中國央行重啟逆周期調

節因子後，迄今幾個交易日人民幣兌美

元走勢較為平穩，目前已穩定在6.85附

近。興業銀行兼華福證券首席經濟學家

魯政委表示，影響人民幣匯率的變量是

多樣的，比如受到中美利差的影響、貿

易摩擦因素的影響等。同時，中國有很

多可以應對的手段，包括對國際資本流

動的宏觀審慎管理、20%的外匯交易風

險準備金、限制離岸市場資金拆出以及

匯率逆周期因子回歸等。人民幣未來或

有被動貶值的可能性，但沖擊不大，進

壹步貶值的空間很小。

原油方面，美國財經媒體CNBC 24

日消息稱，OPEC+部長級會議上，沙特

與俄羅斯能源部負責人均排除了立即增

加原油產量的可能性。截止北京時間9

月26日淩晨，布倫特11月原油期貨收漲

0.67美元，漲幅0.83%，報81.87美元/桶，

創2014年11月10日以來主力合約收盤新

高。WTI 11月原油期貨也收漲0.20美元

，漲幅0.28%，連續第三個交易日上漲

，報72.28美元/桶，創7月 10日以來收

盤新高。

黃金方面，海通證券研報指出，上

周黃金圍繞在1200元/盎司上下波動，處

於壹種多空膠著狀態。其原因是美元疲

軟（利多黃金）對陣美股高漲（利空黃

金），使得黃金仍延續震蕩走勢。美聯

儲加息後，預計金價有望小幅反彈，但

幅度有限。長期而言，全球通脹處於上

行通道，利好金價。整體A股方面，由

於目前流動性緊張趨緩，所以貴金屬板

塊的價值短期也將下降，未來看好金價

的中長期上行趨勢。

中國央行是否跟隨？
繼6月14日美聯儲加息後，中國人

民銀行表示維持操作利率不變。本次美

聯儲加息年內第三次加息，中國央行的

跟進概率有多大？

光大證券研報表示，當前宏觀調控

面臨內部和外部的壓力，內部經濟增長

壓力使得貨幣政策很難明顯緊縮，外部

匯率壓力使得貨幣政策很難明顯放松。

此時，貨幣政策正處於松緊適度的脆弱

平衡中，而美聯儲議息所帶來的新沖擊

可能會影響到這個舊平衡，因此人民銀

行需要再次尋找到壹個平衡點。

因此，“公開市場操作不加息+小

幅擡高7天期回購利率中樞”是最有可

能的選擇，不在公開市場操作中加息，

可以避免釋放出明顯的信號，給提高實

際的資金利率創造出空間；7天期回購

利率的變化較容易調控，因此政策的可

控性也很高。

中信證券固收首席分析師明明表示，

預計中國央行會跟隨加息，但中國長期利

率主要受國內經濟和融資條件影響，跟

隨加息後，央行會配合更大規模的寬松

政策，因此長端利率在國慶前後將有所

下行，利率曲線出現平坦化的趨勢。

中國銀行國際金融研究所研究員王

有鑫預計，中國央行政策利率不會變化，

以避免對實體經濟造成沖擊，但MLF、

逆回購等公開市場操作利率可能會跟隨

小幅上行，與之前操作類似，很可能小

幅上行5或10個基點。

開懷暢飲開懷暢飲！！慕尼黑啤酒節盛大開幕慕尼黑啤酒節盛大開幕

每年啤酒節的第壹個周日每年啤酒節的第壹個周日，，來自全德國各個州的人們穿上富有特色來自全德國各個州的人們穿上富有特色
的民族服裝的民族服裝，，浩浩蕩蕩的穿過慕尼黑的市中心浩浩蕩蕩的穿過慕尼黑的市中心，，人們把自己打扮成古代人們把自己打扮成古代
衣著考究的貴族公爵衣著考究的貴族公爵，，身披綾邏綢緞的王妃貴婦身披綾邏綢緞的王妃貴婦，，駕著鮮花裝扮的古典駕著鮮花裝扮的古典
馬車馬車，，也有不少人很樸實的穿著農民過節穿的衣服也有不少人很樸實的穿著農民過節穿的衣服。。

房子蹺蹺板合二為壹房子蹺蹺板合二為壹 這棟建築充滿童趣這棟建築充滿童趣

蹺蹺板是許多人的童年樂趣之壹，但是妳見過可以玩蹺蹺板的房屋嗎？國際知名建築藝術家Alex Schweder
和Ward Shelley還真就造了壹座。這座蹺蹺板屋名為ReActor，坐落於美國紐約根特OMI藝術中心，是壹座“社
會關系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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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小鎮Aitoliko最近幾日都處在壹張巨網的籠罩下，而織造這張巨網的，正是壹批
數量驚人的蜘蛛！據報道，由於溫暖的氣溫和大量的昆蟲，Aitoliko小鎮上的蜘蛛數量激
增到了數千只，它們在海岸邊吐絲織網，織就了壹張長達數百米的巨型大網，將海岸邊的
樹木、植物和巖石等悉數覆蓋，場面駭人堪比魔幻大片。盡管這種現象非常罕見，但專家
們表示，這沒什麽好擔心的，因為蜘蛛很快就會死去，而蜘蛛網也會自然消失。



BB10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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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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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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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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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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內首檔“融媒體＂新聞評論節目，給你不一樣的新聞體驗。 

▲ 節目截圖

節目介紹：
《中國輿論場》是CCTV4推出的國內首檔“融媒體”新聞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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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題：
伊朗閱兵式突遭恐襲 為何這個時候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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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節目截圖

《中國輿論場》精彩
節目介紹

星期日 2018年9月30日 Sunday, September 30,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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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版5 體 育 新 聞 ■責任編輯：周文超 2018年10月1日（星期一）

中國女籃於今屆女子籃球世界盃出局！
國家隊於西班牙時間周五的8強戰中，以
42：83慘負澳洲，主帥許利民賽後就表示，
球隊問題在於心態和缺乏經驗。

與上輪對日本不一樣，中國女籃一眾球
員是役演出較為慌亂，全場62投僅18中，命
中率只有29%，球員之中也只有貢獻12分的
李月汝得分達雙位數，難怪最終要以41分之
差慘敗。相比之下，澳洲全隊表現皆十分不
俗，其中甘寶及貝阿倫分別射入20及16分。

中國女籃教練許利民賽後就表示，球隊的
心態在初段已出了問題：“我們的防守在開局已
出問題，讓對方在外線得手，加上對手的甘寶實
在出色，令我們陷入了被動局面之餘，對方的氣
勢亦得已提升。無疑，今場比賽的比分是輸得比
較多，這是和球隊太年輕，缺乏歷練有關。不過
我們這次學費可不能白交，不可以因一次大敗留
下陰影，之後要打好5至8名排位賽。”

許利民同時表示，球迷的期望，也是女

籃心態出現變化的原因：“今屆比賽我們都
是以輕微優勢贏比賽，對美國之戰雖然落
敗，但於沒有壓力下仍打出了精彩一仗。然
而在贏了日本之後，大家期望可能就提高

了，對隊員構成了無形壓力，大家認為一定
要打到像對美國一樣，並努力爭入準決賽，
反而變成了有點患得患失。”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浩然

中國女籃不敵澳洲八強止步 一連三日比賽的高爾
夫球隊際對抗賽事在法國
舉行，而9月30日也是最
後的一天，美國和歐洲隊
都會派出最強的12名球員
進行單對單對抗，勝出得
一分，和局則各得半分。
萊 德 盃 （Ryder

Cup）是以當年一位捐出
這項賽事獎盃的商人 Samuel Ryder 而命
名，首屆賽事於1927年在美國麻省的活斯
達高爾夫球會舉行，當時只得美國和英國對
抗，而美國也以主辦國身份勝出首屆賽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這項賽事逐步加
入其他歐洲國家，包括比利時、丹麥、法
國、德國、意大利、西班牙、瑞典，鑑於美
國擁有大量高水平的職業球手，因此實力足
以抗衡歐洲聯隊。
由首屆開始，美國隊共取得26勝、兩

和、13負的成績，但自從1979年之後，美
國隊已經沒有在非美國本土的屆數勝出，而
上屆2016年在美國舉行的比賽，美國隊以
17：11大比數勝出，看看今屆能否打破這
近乎40年不能在歐洲土壤的球場上勝出的
厄運。
今屆萊德盃特別受到全球愛好高爾夫球

人士注意，因為有老虎活士的強勢回歸，受傷患困擾
多年的活士，終於在今年度美國高爾夫球職業巡迴賽
年終賽最後一項比賽中食尾糊，打破了自從2013年後
未曾贏過賽事的緊箍咒，之前他在做完第四次腰椎手
術後連行動也有問題，當時連他自己也不肯定能否重
拾球桿完成一個完整的揮桿動作，更何況奢望可以重
返職業比賽。他今次的重返和勝利，由世界排名一千
以外，在短短半年多攀升到目前的13位可算是體壇的
一個奇蹟，這位擁有80場美職賽冠軍和14項主要賽事
冠軍的天才球手，他的重生經歷值得所有人學習和敬
佩。

■香港浸會大學體育系主任鍾伯光

鍾伯光
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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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舉行的世界女排錦標賽於9月29
日正式展開，其中中國女排在首輪分組賽面
對今非昔比的古巴隊以直落3局勝出，與土耳
其合演第2輪分組賽。
中國女排是役正選派出主攻朱婷、張常

寧、副攻顏妮、袁心玥、接應龔翔宇、二傳
丁霞和自由人王夢潔出擊，面對戰鬥力與過
往難以相比的古巴贏得十分輕鬆，3局比分分
別為25：12、25：23和25：14。朱婷是役攻
下16分，袁心玥亦貢獻15分。

另一方面，中國女排兩位前隊長惠若琪
及魏秋月，據報同時於日前的一課操練中探
班，雖然一眾現役隊員均熱情邀約“復

出”，惟兩人皆笑指自己只適合當球僮，替
一眾前隊友撿球。據報，惠若琪及魏秋月今
次是以評述員或記者的姿態來到日本，其中
惠若琪接受訪問時就表示有努力看賽事錄
像，並研究其他前輩的評述方式，更笑言自
己球員時代要看錄像研究對手打法，萬料不
到退役後也是一樣。
賽後，惠若琪也點評了國家隊的表現：

“球員今天入局頗快，一傳到位，而2、3號
位攔網亦有進步。更可喜的是，張常寧復出
後狀態似乎恢復得不錯。不過，我們2號位進
攻亦有待加強，未來比賽還有硬仗下，進攻
需要多點開花。”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浩然

中國女排世錦賽旗開得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憑後備入替

的盧卡斯一箭定江山，傑志9月29日於香港賽

馬會社區盃以1：0小勝和富大埔成功衛冕，為

這支上季“三冠王”今季延續皇朝打下強心針。

傑志與和富大埔這場社區盃大戰吸引超過3,000名球
迷入場欣賞，雙方今仗均對陣容作出調整，傑志派

出鄭展龍及中村祐人擔任正選，而大埔則有馮慶燁及唐
道碧獲得出場機會，上半場雙方在嚴密防守下未能製造
太大威脅，大埔在伊高沙托尼及勞高的鑽營下稍稍佔
優，可惜幾次美妙組織均只差最後一腳，而傑志缺少盧
卡斯下前場頓失支點，只能以零星遠射考驗大埔門將曾
文輝。

收穫今季首個錦標
下半場傑志換入盧卡斯及鞠盈智後攻勢愈來愈多，

故雖然黃洋在途中傷出，其餘如門將王振鵬亦一度受傷
倒地，但球隊仍終於在完場前憑一對後備拍檔建下奇
功，由看似亦受微傷困擾的盧卡斯，接應鞠盈智直線妙
傳左腳勁射破網，傑志亦憑這入球以1：0小勝和富大埔
勇奪社區盃冠軍，收穫今季首個錦標。
近年受到傷患困擾的鞠盈智今季狀態回升，連續兩

場交出關鍵助攻表現有目共睹，這名進攻中場表示擺脫
傷患後能夠更專注訓練，加盟傑志對他而言是個全新起
點，希望社區盃只是個開始，未來可以協助球隊拿到更
多冠軍。

大埔把握力待進步
雖然再次敗於傑志腳下，不過大埔主帥李志堅認為

球隊整體發揮不俗，可惜尾段一次失誤導致輸波：“我們
今場與傑志互有攻守，亦創造了不少入球機會，在把握力
上我們尚待繼續進步，整體而言球隊表現是相當正面。”

■■中國隊球員韓旭中國隊球員韓旭（（中中））在比賽中進攻在比賽中進攻。。 新華社新華社

■■傑志的佐迪傑志的佐迪（（左左））作攔截作攔截。。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攝攝

■傑志賽後來個捧盃大合照。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攝

■■中國隊球員朱婷中國隊球員朱婷（（上上））在比賽中扣球在比賽中扣球。。 新華社新華社

盧 卡 斯 一 箭 定 江 山



廣 告 BB1212

4號出口

星期四
9：00AM

星期日
10：30AM

44號出口
送$10元或$12餐券

請注意：
新開11:00AM班車 送$5元或$10餐券

25號出口
送$5元或$10餐券

每週七天 天天開車
9：00AM, 11:00AM,
1:00PM, 4:00PM,
6:30PM, 8:30PM
11：00pm

訂座
電話 所有賭場需2 1歲以上者才可以上車，需持有帶照片的身份證

二家賭場任選，兩小時一班車

星期一 ～ 星期日
8：30AM, 6:00PM,
8：00PM, 10:30PM

T07_GREATLAND COACH八達旅遊567C_16

713-777-9988

上車地點：FOODTOWN / PARKWAY　CENTER（富達廣場）八號公路邊 WalMart 旁邊 8800 W Sam Houston Pkwys Suite141

離休斯頓最近的賭場
只需要1小時

每週七天
9:00(直班）

車費$15享用$25

星期日 2018年9月30日 Sunday, September 30,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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