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颶風麥可登陸佛州 預測續增強
（中央社）美國國家颶風中心指出
，颶風麥可在佛州墨西哥海灘（Mexico Beach）登陸後威力增強，為佛州狹
長地帶（Florida Panhandle）帶來對生
命造成威脅的風暴潮、颶風級風力和大
雨。
路透社報導，位在邁阿密的美國國
家颶風中心（NHC）今天表示，4 級颶

颶風麥可登陸佛州後威力增強，
颶風麥可登陸佛州後威力增強
，將帶來巨大威脅
將帶來巨大威脅。
。(路透社
路透社))

富 國 地 產 值得您依賴的房地產投資專家
買的稱心，賣的放心，售屋高價又快速

Top USA Investment 54 Sugar Creek Center Blvd., #300 Sugar Land, TX 77478

Toby Chen
Broker / 企管碩士
德州 /加州地產經紀人

國、台、英語
E-mail: chentoby@ymail.com

Cell: 832-235-5000

稀有西南區20個單位Condos 出售，
地點極佳，近8號及59高速，
離中國城數分鐘車程，入住率達95%，
高投資報酬達9.12%， Pro-forma rate
達12.37%買後立即收租金！
投資優值項目，售$1,280,000.
意者請電洽Toby 或Grace，非誠勿擾！

專精:房屋 商業 公寓 土地開發 物業管理

Grace Wang

工商管理碩士
房地產經紀人
E-mail: gracewang71@yahoo.com

Cell: 713-459-2656
R01-TOP USA-TOBY 富國地產_C57_8

風 麥 可 （Michael） 距 佛 州 巴 拿 馬 市
（Panama City）東南方約 30 公里，最
大持續風速達時速 250 公里。
NHC 表示： 「預測颶風麥可將在周
五（12 日）成為後熱帶氣旋，往大西洋
西部移動之際，預測這個天氣系統將會
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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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克蘭舊彈藥庫爆炸 一萬多人撤離
（綜合報導）烏克蘭北部切爾尼戈夫地區
(Chernihiv)的伊奇尼亞市(Ichnya)發生彈藥庫爆
炸，網路影片顯示地平線上的衝天火光與不斷
的爆炸聲。烏克蘭政府將彈藥庫週邊約 12,000
名居民撤離，此事生至今還未傳出人員傷亡，
不過資產損失很大，粗估達到上億美元。
BBC 報導，彈藥庫是在當地時間凌晨 03:
30 左右發生，緊急服務得知以後，從 04:22 開
始後續應變，半徑 20 公里的空域關閉，該地
區的鐵路和公路也禁止通行，天然氣和電力供
應也趕緊中斷，然後撤離居民。
烏克蘭獨立新聞社(unian.info)的記者尤里
．布圖索夫(Yuriy Butusov)報導，這場爆炸受
損很大，因為裡頭有 120 公釐迫擊砲彈、122
公釐榴彈砲彈、125 公釐戰車砲彈和 122 公釐

火箭彈，都是威力大，而且昂貴的彈種，而且
有些種類是烏克蘭自己無法生產的。
烏克蘭這兩年經常發生彈藥庫爆炸事件，
部分原因是由於烏克蘭仍然擁有大量的蘇聯時
代留下來的大量彈藥，許多彈藥庫設計的並不
完善，甚至只是木造的倉庫，沒有防潮、防靜
電、防火的安全設計。
不過烏克蘭軍方是把爆炸事件歸因於烏東
戰爭，烏克蘭東部地區一直有親俄分裂分子與
政府軍的作戰。烏克蘭軍事參謀部副指揮官羅
迪．季莫申科(Rodyon Tymoshenko)在記者會
上說，事件起於 4 次小爆炸，然後是後續的引
爆。他說： 「爆炸的強度表明，這很可能是一
起蓄意破壞，安全部門正在調查這一事件。」

市場擔心大陸需求 拖累精品類股大跌
（綜合報導）全球精品巨擘酩悅軒尼詩路
易威登集團（LVMH）第 3 季營收雖然年增
10％，但市場擔心貿易戰可能削弱大陸消費者
的需求，引發 LVMH 周三股價大跌，並拖累其
他精品類股走低。
LVMH 周 三 盤 中 股 價 大 跌 4.3％ ， 古 馳
（Gucci）母公司開雲集團（Kering）股價重

西班牙馬略卡島暴雨成災 至少5死多人失蹤

挫 5.2％，英國 Burberry 挫低 4.2％，義大利精
品羽絨衣製造商 Moncler 股價下跌 3.5％。
LVMH 周二公布第 3 季（至 9 月底止）業
績，營收年增 10％至 113.8 億美元，符合市場
（綜合報導）暴雨侵襲西班牙馬略卡島首府帕爾馬以東地區，引發嚴重水災、多人被沖走，至少
預期。不過 LVMH 警告，由於地緣和貨幣不確 5 人確認死亡，其中包括 2 名英國人，失蹤人數未明。城鎮道路中斷，逾 100 人需疏散至體育館，當
定性，公司將持續保持警戒。
局派出軍隊加入搜救。
暴雨直撲馬略卡島城鎮桑特略倫斯（Sant Llorenc），當時一對搭乘計程車的英國夫婦被困遇難
，暫未知他們是遊客還是移民。期間大水沖走多輛汽車，計程車司機亦失蹤。當地於周二（9 日）晚
間 4 小時內，雨量高達 220 毫米。
當地政府的公共行政負責人形容災情令人心情沉重，始料不及， 「在短時間內出現了極大的降雨
量。」 民眾因水災只能靠徒步進出，學校亦因停電而停課。軍方應急部隊已派遣 80 名軍人、7 輛汽車
（綜合報導）陸籍前國際刑警組織主席孟宏偉上月 25 日返抵北京後旋即遭當局帶走調查 進入災區，與災區超過 100 名搜救人員一同救人。

別出聲 外媒爆被失蹤孟宏偉妻：有人要對我下手

，至今失聯 15 日，孟宏偉妻子葛瑞絲‧孟（Grace Meng）表示後續接到神秘電話，指有 「兩
組人馬」 準備對她下手。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及美聯社在法國里昂（Lyon）專訪葛瑞絲‧孟，畫面中背對鏡
頭、只願出聲的葛瑞絲‧孟表示，丈夫失蹤後接到陌生男子來電，說有兩組人馬要對她下手。
美聯社報導指出，打給孟妻的男子說的是中文，一開始要她 「別出聲」 ，說曾替孟宏偉工作
，暗示自己是大陸安全單位人員，還說 「知道孟妻人在哪裡」 。
專訪中葛瑞絲‧孟的手機響了三次，她說大陸領事館不斷打給她，不過除非有媒體及律師陪
同，不然她拒絕單獨與大陸外交人員見面。
7 日中國大陸國家監察委官網發布訊息，證實拘留孟宏偉，並對他展開調查，8 日公安部網站
罕見發布公告，指孟宏偉 「收受賄賂、涉嫌違法」 ，他接受調查 「完全是其一意孤行、咎由自取
的結果」 ，不過當局至今並未說明孟宏偉的具體犯罪事實與調查細節。
葛瑞絲‧孟則強烈為丈夫辯護，說他是無辜的，更抨擊北京當局在整起事件缺乏透明。她形

容孟宏偉是 「正直的人」 ，嚴格遵守法律，並且一生都在為建置法治社會而努力。
她說在看過這麼多人 「被消失」 後，孟宏偉早就擔心自己可能會被盯上，她站出來發聲是為
了全中國大陸的孩子、妻子，以及他們的父母， 「我覺得自己有責任幫助這些人」 。
不過當談到自己的遭遇，葛瑞絲‧孟泣不成聲，她刻意不讓一對 7 歲雙胞胎男孩看電視，不
想讓他們知道事實。 「但他們應該有感覺到有事情發生了」 ，因為媽媽總是在哭，她只得騙他們
說是感冒。
她說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再見到丈夫，但是 「真的好想他」 ，半夜裡總是驚醒。
CNN 記者貝爾（Melissa Bell）在個人推特上秀出孟宏偉雙胞胎兒子給父親的塗鴉，提到孟妻
相當擔憂自己的人身安全，就連翻譯也不願與她一起參與專訪， 「因為實在太危險了」 。
報導指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2013 年上任後積極打擊貪腐，六年來已有超過百萬名官員受
到懲罰，多數人更因接受當局調查而神祕失蹤數日。

葉慈律師事務所 YATES CONSULTING GROUP, LLC
公民入籍考試輔導班 保證通過

專辦: 移民法 (家庭，特殊人才等)
非移民(簽證延期，身份轉換，學生簽證等)

Tel: 713-815-5011 / 832-279-7772
10700 Richmond Ave, STE 230,
Houston, TX 77042

商業法（合同簽訂，項目投資）

* 提供最新入籍考試基本試題，模擬考題，
仿真練習，讓您100%通過

家庭法 ( 協議離婚，離婚糾紛）

* VIP級別輔導，時間靈活，循環輔導，

委托書，單身證明，生活經濟擔保以及
各類公證 等等

* 由專業入籍考試輔導老師一對一教學輔導

依照學員的基礎量身定制
* 面試由專業律師陪同

歡迎電話咨詢 ：

商業過戶 / 房屋過戶

713-815-5011 / 832-279-7772
A10-JESSICA 葉慈律師B4567_8

C.Y. LEE LEGAL GROUP, PLLC

李中原律師
DANIEL
LEE
法學博士 ATTORNEY AT LAW

精通國語、英語
粵語、西班牙語

專精

資深出庭辯護律師

Of Counsel Mark Thering and Of Counsel Glenn Loethen.

歡迎來電預約/
刑事事故/車禍意外/人身傷害
家庭法/離婚官司/子女扶養 中 西 英 832-632-4639
中 713-487-9028
商業/房產糾紛/各類案件
E-mail/

manager.v@houstondivorcenow.com
休士頓最佳律師 獲獎無數

www.leelegalgroup.com

地址// 為服務華人社區已於美南新聞大樓一樓設有辦公室

11122 Bellaire Blvd., Suite 103, Houston, TX 77072
1305 Prairie St., Ste. 300, Houston, TX 77002
A02_LEE李中原律師C1234567_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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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加拉法院將04年手榴彈襲擊案的19人判死刑包括兩名前部長
（ 綜 合 報 導 ） 孟 加 拉 法 庭 將 2004 年 涉 及
「手榴彈襲擊總理案」 的 19 人判處死刑，其中還
包括 2 名前任內閣部長。這是孟加拉的慘烈政治
鬥爭，反對派領導人-前總理卡莉達(Khaleda Zia)
因此案而終身監禁，兒子流亡英國。
孟加拉的政局長期以來都是兩大勢力，一個
是現任總理哈西娜(Sheikh Hasina)的孟加拉人民
聯盟(Bangladesh Awami League)；另一個是前
任總理卡莉達的孟加拉國民族主義黨(Bangladesh Nationalist Party)，兩黨在 1996 年後輪流
執政，然而之後卻走向嚴重矛盾，都指控對方貪
汙腐敗，並且發起暗殺與直接攻擊。
美聯社報導，這些案件源於 2004 年的手榴
彈襲擊總理事件，前總理齊亞的人馬在現任總理
的政治集會上丟擲手榴彈，當場造成 20 多人死亡
，近 300 人受傷，而哈西娜則勉強逃脫了襲擊，
但是她的幹將艾維．拉赫曼(Ivy Rahman)就死於

爆炸案。
法官夏哈德．努魯迪(Shahed Nuruddin)在達
卡的法庭上宣讀判決書就花了一小時，因為此案
的分支案件眾多，人數也眾多。即使事件已過了
14 年，但兩派仍然僵持不下，因此在宣判時，法
庭外的街道上佈滿了武裝警衛。
前內政部長魯特法茲曼．巴巴爾(Lutfuzzaman Babar)被判處死刑，他在判決結果後告訴記
者他是無辜的。他說 「上天知道一切，我沒有參
與襲擊案。」
卡 莉 達 的 大 兒 子 塔 里 克 ． 拉 赫 曼 (Tarique
Rahman)也因此案被判處終身監禁，不過他早已
流亡倫敦，當然缺席審判。外界認為，之所以判
他重刑，就是杜絕他回國參政的可能。其他的 11
名被告，被判處有期徒刑 6 個月至 2 年不等。
反對派聲稱，哈西娜總理正在透過這些政治
判決在打擊政敵，以加強她競選連任的機率。

電池技術新突破 充電循環壽命逾5萬次
（綜合報導）瑞士電池新創公司 Innolith 周
三宣布取得電池技術重大突破，該公司研發出一
款新電池，號稱充電循環壽命（Cycle life）超過
5 萬次，遠優於鋰離子電池的 1 千次。該公司董
事長格林謝爾茲（Alan Greenshields）表示，若
蘋果 iPhone 使用此款電池，那手機可維持 100 多
年不必更換電池。
Innolith 表示，此款電池使用非有機化學物
質製成，令電池使用壽命得以提高，而不可燃的

特性更提升電池安全性。他們預計於 2020 年前
將此電池技術商業化。
Innolith 指出，新電池最大特色是充電與放
電次數遠高於市面電池。該公司認為，此技術有
助於解決電動車電池使用不到 10 年便開始老化
衰竭的問題。事實上，Innolith 初步計畫將此技
術用於維持電網穩定，而非製作電動車或消費性
產品電池。

中俄朝莫斯科舉行會談陸外交部：韓半島應透政治外交解決
（綜合報導）針對大陸外交部副部長孔鉉
佑、俄羅斯副外長莫爾古洛夫以及朝鮮副外相
崔善姬近日在莫斯科舉行會談，大陸外交部發
言人陸慷表示，這次對話釋放的一個重要訊息
為朝鮮半島問題應通過和平的政治外交方式解
決。
陸慷指出，三方對一段時間以來朝鮮半島
形勢出現積極變化表示歡迎，支持美朝對話不

斷取得進展，支持兩韓持續改善關係，支持有
關各方努力推動半島問題政治解決進程。
陸慷表示，三方認為，應均衡推進朝鮮半
島無核化和構建半島和平機制進程。有關各方
應保持對話勢頭，採取相應措施，相向而行，
不斷推動半島和談取得積極進展，儘早實現半
島和本地區持久和平。

（綜合報導）美國祭出新規定，凡是申請
綠卡的移民必須證明，他們的收入至少要達到
聯邦貧窮線的 125%以上，即 2018 年個人收入
為 1 萬 5200 元，且不會依賴政府福利。
美國國土安全部表示，家庭收入水平超過
聯邦貧窮線 250%的移民，即 2018 年為 3 萬
350 元，就更有希望獲得綠卡。多數移民如果
可找到一個收入超過貧窮線 125%的美國公民
資助，就可繞過這項規定；而新規定則是考慮

移民和提供資助的美國公民雙方的收入，兩者
都是審批綠卡時的考慮因素。
如果低於聯邦貧窮線的 125%，就無法通
過 「公共負擔測試」 ，申請綠卡就不予受理。
新規定還建議，申請被拒的移民需繳納 1 萬元
的保證金，以免去 「公共負擔測試」 。若移民
開始用公共福利，政府將支取保證金。但若移
民永久離開美國或是成為美國公民，1 萬元保
證金則會歸還。

中日執政黨交流機制會議 在北海道開幕 美國申請綠卡新規 個人收入要超過這個數字
（綜合報導）日本自民、公明兩黨和中國共
產黨的定期對話框架 「日中執政黨交流機制會議
」 10 日上午在北海道洞爺湖町的賓館開幕。會議
旨在趁今年是日中和平友好條約締結 40 周年之
機，促進兩國執政黨間的意見溝通，為正在協調
的本月下旬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訪華完善條件。
自民黨幹事長二階俊博在基調演講中呼籲，希望
成為日中下一代領導人的人們促膝討論，構築互
信。
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宋濤也發表演講，

強調稱中日友好是正確的戰略和方向，必須攜手
應對地區和世界的難題。公明黨副黨首井上義久
呼籲，將日中友好的傳統傳給下一代十分重要。
二階還希望中方完全履行聯合國安理會對朝
制裁決議，並為解決綁架日本人問題提供協助。
中日執政黨交流機制會議上一次舉行是在
2017 年 12 月。此次會議為期 3 天，將於 12 日閉
幕。11 日起轉至東京，計畫在自由討論後匯總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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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王儲回應記者“失蹤”：
做好準備讓土方進領館
事館內有不少攝像頭，如果卡舒吉離
開，沙特方面完全可以提供證據。
“如果他離開了那裏，他們為什麼
不證明？”埃爾多安說，“我們必須盡
快查出結果。(沙特)領事館官員不能只是
說‘他已經離開’就了事。”

土耳其總統雷傑普·塔伊普·埃爾多
安 8 日說，沙特阿拉伯應證明沙特籍記
者賈邁勒·卡舒吉進入沙特駐土耳其的領
事館後離開。
卡舒吉迄今“失聯”多日。土耳其
召見沙特駐土耳其大使，要求對方“全
力配合”調查這名記者的下落。

未婚妻，2 日前往沙特駐伊斯坦布爾領
事館，辦理與結婚相關手續。他的未婚
妻說，卡舒吉進入領事館，“再也沒有
出來”。
按土耳其消息人士的說法，卡舒吉
據信在領事館內遭“蓄意殺害”。這壹
說法遭沙特否認。
埃爾多安正訪問匈牙利。他 8 日與
【土耳其索要證據】
匈牙利總理歐爾班·維克托壹同出席聯合
卡舒吉現年 59 歲，打算迎娶土耳其 新聞發布會時說，沙特駐伊斯坦布爾領

意大利區域租房價格參差不齊
米蘭房租最高
綜合報導 據報道，意大利城市房產交易中心日前發布市場房屋租
賃價格統計分析報告稱，2018 年第壹季度，意大利房屋租賃的市場需
求增加 0.7%，房屋月租平均為每平方米 8.6 歐元。通常意大利各大區首
府城市房租價格均高於該地區壹般城市，以南部地區表現尤為突出。
據報道，統計分析數據顯示，2018 年，意大利半數以上地區房屋
租賃價格均有所變動。其中巴西利卡塔大區漲幅最大，為 8.6%。坎帕
尼亞大區和莫利塞大區緊隨其後，漲幅分別為 7.9%和 6.6%。與上述
地區不同，利古裏亞大區、馬爾凱大區和阿布魯佐大區房租則呈下降趨
勢，下降幅度分別為 2.2%、2.1%和 3%。
房屋平均租賃價格最高地區為拉齊奧大區，每平方米月租為 11.5
歐元。其次是倫巴第大區，每平方米為 10.8 歐元。排在第三位的是
托斯卡納大區，每平方米 9.9 歐元。房租最低的地區為西西裏島、莫
利塞大區和卡拉布裏亞大區，每平米平均月租為 5.8 歐元、5.1 歐元
和 4.6 歐元。
統計數據顯示，2018 年，意大利有 65%以上的城市房租價格均有
所上揚，房租漲幅最高的地區分別為：費拉拉地區，漲幅為 10.1%；那
不勒斯地區，漲幅 9.3%；塔蘭托和烏迪內地區，漲幅分別為 8.3%。房
租跌幅最大的地區主要有：但拉古薩地區，跌幅 8.1%；佩薩羅地區，
跌幅 5%；熱那亞地區，跌幅 4.9%。
數據分析報告顯示，在各城市中，米蘭市房租價格最高，每平米月
租平均為 15.2 歐元。其次是佛羅倫薩市，月租為 12.7 歐元。排在第三
位的是首都羅馬市，月租為 12.3 歐元。
房租最廉價的城市主要有：雷焦卡拉布裏亞市，每平米平均月租為
4.3 歐元，西西裏島卡爾塔尼塞塔市，月租為 4 歐元，，西西裏島恩
納市，月租為 3.3 歐元。

約堡爆發大規模示威遊行
要求提高有色人種生活水平
綜合報導 作為南非最繁華的商業街區之壹，約翰內斯堡桑頓
（Sandton）爆發大規模示威遊行，遊行壹度導致交通癱瘓。
代表南非有色人種利益的“關閉豪登”協調委員會（Gauteng
Shutdown co-ordinating committee）成為了此次示威遊行的“主力軍
”。當日，來自約堡南部六個社區的大批抗議者聚集在約翰內斯堡股票
交易所（JSE）門前，他們高舉塗有標語的牌子高喊口號，希望總統拉
馬福薩（Ramaphosa）關註他們的訴求，包括讓有色人種過上更好的生
活、將有色人種社區納入社會經濟體系、為有色人種提供更多工作機會
，以及打擊與毒品和幫派有關的暴力犯罪。
此次遊行的負責人安東尼·威廉姆斯（Anthony Williams）接受記
者采訪時表示，此次示威遊行是針對當前有色人種生活水平日益下降
的問題，“這不僅僅是約堡地區有色人種的問題，而是南非全國必須解
決的棘手問題”。
他表示，作為此次示威遊行的重要目的之壹，將有色人種社
區納入社會經濟體系將是他們最為看重的壹項，抗議者將給約翰
內斯堡股票交易所及其上市公司 7 天的時間作出回應。“如果他
們不這樣做，我們將通過實際行動發起更多的示威遊行。”威廉
姆斯說。

【領事館成為焦點】
埃爾多安說，確認卡舒吉在土耳其
境內的境況是土方“政治和人道主義責
任”。
土耳其官方媒體阿納多盧通訊社 8
日報道，土方召見沙特駐土大使，要求
對方配合調查。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土耳其頻道以
外交人士為消息來源報道，土方尋求獲
準搜查沙特駐伊斯坦布爾領事館。
同時，土方開始調閱監控錄像和機

場出入境記錄。
沙特駐美國大使哈立德·本·薩勒曼
發表聲明，說沙特得到土方允許，派遣
壹組安全人員去土耳其協助調查。
沙特王儲穆罕默德·本·薩勒曼接受
美國彭博新聞社采訪時說，卡舒吉不在
沙特領事館內，沙方已做好讓土方調查
人員進入領事館的準備。
【沙特稱協助調查】
多名土耳其官員說，卡舒吉在沙特
領事館遇害。沙特方面稱這壹說法“毫
無根據”，同時否認卡舒吉在領事館內
遭劫持。
卡舒吉畢業於美國印第安納州立大
學，上世紀 80 年代開始記者生涯，先後
在中東地區多個國家采訪，在沙特有相
當高知名度。

美 國 總 統 唐 納 德·特 朗 普 對 卡 舒
吉失聯表示關切，在首都華盛頓告訴
媒體記者：真相有待查明，他“不喜
歡”涉及卡舒吉境況的那些“不好說
法”。
卡舒吉與沙特王室成員熟悉，曾
獲沙特首富阿勒瓦利德·本·塔拉勒王
子支持、創辦阿拉伯新聞電視臺，與
卡塔爾半島電視臺競爭。不過，他後
來逐漸與沙特政府對立，批評王儲薩
勒曼。前往土耳其以前，他因擔心在
沙特人身自由和安全，在美國“自我
流放”近壹年。
路透社報道，卡舒吉失聯恐加劇
土耳其與沙特的分歧。沙特先前以卡
塔爾“支持恐怖主義”為由與這壹鄰
國斷交、實施封鎖；土耳其則力挺卡
塔爾，向卡塔爾運送食品等物資。

德意就難民的“二次移民”遣返各持己見
恐困局難解
綜合報導 德國政府準備 10 月 11 日
租用民航班機，遣返 40 名從意大利逃往
德國的難民，交由意大利政府進行重新
安置計劃。因較早前雙方在溝通上的誤
解，德方遣返難民的計劃遭到了意大利
政府拒絕，致使德意磋商已久的難民
“二次移民”遣返計劃被擱淺。報道
稱，目前德意雙方各持己見，恐暫時難
解困局。
據報道，柏林政府表示，準備通過
民航包機，將部分從意大利登陸逃至德
國的難民遣返意大利。意大利副總理兼
內政部部長薩爾維尼對此回應表示，無
論是柏林、還是布魯塞爾的任何人，如
果在未經政府允許的情況下，想用飛機
將數十名難民送往意大利，任何機場將
禁止飛機降落。
針對意大利方面的回應，德國內政
部發言人表示，為了確保遣返難民工作
的順利實施，當局通常不會公布具體時
間和目的國。該發言人明確強調，在未
來幾天內，德國不會有搭載被遣返移民
的飛機在意大利轉機。
意大利副總理兼經濟發展、勞動與
社會政策部部長迪馬約公開表示，意大
利從未同意過任何國家，可以租用民航

客機向意大利輸送
難民。迄今為止，
意大利政府尚未簽
署過有關方面的協
議。
當地時間 9 月
13 日 ， 德 國 內 政
部長 澤 霍 費 爾 曾
宣 布 ，德國已經
與羅馬方面就簽署
難民“二次移民”
遣返協議達成壹致
。協議規定，今後
德國在與奧地利邊
境截獲的難民中，發現已在意大利進行
庇護申請者，將有權將其遣返意大利。
協議還規定，德國每向意大利遣送
壹個“二次移民”的難民，便有義務從
意大利接收壹名從海上救起的新難民。
該協議和德國此前與西班牙、希臘所達
成的相關協議內容基本類似。
報道稱，德國政府始終把與意大
利 、希臘和西班牙 3 國所達成難民“二
次移民”遣返協議，視為消除歐盟內部
分歧、解決難民危機的重要壹步。但
是，意大利方面薩爾維尼至今尚未在該

協議上簽字。
德國內政部長澤霍費爾強調，此
前 ，德國與意大利就難民的“二次移
民”遣返協議完成談判後，意大利方面
再次提出，要求德國支持意大利在歐盟
難民政策問題上的立場，否則，薩爾維
尼將拒絕簽署該協議。
面對德國和意大利就難民“二次移
民”遣返所陷入的僵局，德國內政部長
澤霍費爾呼籲，希望德意兩國政府總理
進行出面協商，解決難民“二次移民”
遣返面臨的困局。

世界最高齡理發師 107 歲仍全職工作：

手很穩 剪發快

綜合報導 世界最高齡理
發 師 曼 西 內 利 （Anthony
Mancinelli）現年 107 歲仍全
職工作，每周在紐約市 Fantastic Cuts 發 廊 工 作 五 天 ，
每天從中午工作到晚上 8 點，
工作時多半站著，而且手很

穩。
自從 2007 年他 96 歲時被
吉尼斯世界紀錄認證為全球
最高齡理發師以來，每年生
日都在雪片般湧入的賀壽信
息中度過，而他只是不斷地
打破紀錄。

發廊老板珍‧德內薩說：
“他從沒請過病假。壹些年
輕設計師膝蓋痛、背痛，但
他沒有。他剪起頭發來比 20
歲的孩子還快，他們坐在那邊滑
手機休息時，他還在工作。”
被問到長壽秘訣，曼西
內利只說，把這份自己滿意
的工作做好，而且抽煙喝酒
從不過度。不過，他並不勤
於運動，家族成員也不是普
遍長壽。曼西內利所有的牙
齒都還在，而且不需天天服
藥。他從不需要戴眼鏡，工
作起來手仍然很穩。
曼西內利說：“我只有在
別人叫我去看醫生時才看醫
生，但就連醫生也不懂我幹嘛
去看他。我告訴醫生，我沒病
沒痛，什麼都沒有。”

他說，持續工作的原因之
壹，是讓自己在太太過世後，
保持忙碌與樂觀。他的太太與
他相伴70年，在14年前過世。
據悉，曼西內利獨自生活，
住處離發廊不遠。他開車上班，
自己煮飯，自己看電視（愛看
拳擊），堅持凡事靠自己。
他堅持自己修剪前院的灌
木，不要人家幫忙。他81歲的
兒子鮑伯說，“他甚至不讓人
家幫他掃地板上客人的頭發”，
甚至自己為自己理發。
德內薩說：“他自己采
買，自己洗衣，自己付賬
——簡直不可思議，整個心
態很好。人家都在問，‘我
要服什麼藥、吃哪些東西、
擦什麼抗老霜？’而這些他
壹樣都沒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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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報評論：美國賣航母給中國可平衡貿易逆差

（綜合報導）中共中央黨報《人民日報》10
日發表評論文章，結結實實地就美國近期一連串
對中國的指責給予回應，文章批評美國對中國的
貿易逆差是自己造成的，在大量進口中國產品時
，卻對美國最有競爭力的高科技商品出口中國設
限，難怪會造成龐大的逆差。文章建議，美國可
以賣個 4 艘福特級航空母艦給中國，馬上就可以
減少 600 億美元的逆差。
這篇題為《涇渭由來兩清濁——給中國對世
界的貢獻算算賬》的評論文章指出，，近來美國
有種說法，認為中國崛起是在搞 「經濟侵略」 ，
是在實施 「地緣政治擴張」 ，是在 「破壞國際規
則」 。類似論調在美國由來已久，如今卻堂而皇
之地成為美國官方的說辭，其領導人居然在其聲
明中指責中國 「對美國經濟的長期健康和繁榮構
成嚴峻威脅」 ，甚至指稱 「美國重建了中國」 。
真是天大的笑話！
文章指出，貿易是相互的，各取所需，美國
對中國有巨大的市場需求，據聯合國統計，美國
對華貨物出口增長，遠遠高於同期美國對全球的
出口增幅。這還是在美國嚴格限制對華出口商品
的情況下做到的，如果美國肯賣高科技產品，就
不會有這麼大逆差。
文章舉例說，美國福特級航母一艘若按 150
億美元算，賣給中國 4 艘，馬上就能填上 600 億
美元的逆差。即便不說航母這麼高端的，哪怕美
國稍許放寬對華出口限制，貨物貿易逆差也不是
現在這個狀態。據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
2017 年 4 月的報告分析，美國若將對華出口管制

放鬆至對巴西的水平，美國對華貿易逆差可縮減
24%；如果放鬆至對法國的水平，美國對華貿易
逆差可縮減 35%。可見，問題不出在 「中國不
買」 ，而出在 「美國不賣」 。
文章指出，幾十年來，美國本土的加工、組
裝等製造環節向全球轉移，自身保留設計、營銷
等服務環節。中國成了全球產業轉移的最大承接
地，很多貨物出口都是美國等國家在華生產並
「買回去」 的。在產品價值鏈中，跨國企業拿到
的是大頭，中國企業拿到的是小頭，只是一點加
工費、辛苦錢，全算作中國 「賺了」 ，顯然不公
平。
至於美國國內有說法稱中國 「搶走」 了美國
人的飯碗，依據是美國有一些工廠轉移到了中國
，這是站不住腳的。美國企業在哪設廠，從根本
上說是由資本的逐利性決定的，不是誰想拉就能
拉來的。
文章說，中國的發展絕非美國某些政客所言
「由美國在中國的投資所推動的」 ，而是十多億
中國人民辛辛苦苦幹出來的。據有關統計數據，
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在華外國投資中，美資只
佔到大約 7%—10%。相反，美國從對華投資中
賺了個盆滿缽滿。
文章最後說，當今世界，奉行單邊主義、固
執零和思維，是沒有前途的。中國人民不是嚇大
的，從來不怕鬼、不信邪。不管世界如何變化，
中國將堅定不移地與國際社會一道，致力於構建
（綜合報導）美媒《紐約時報》10 日發表
新型國際關係，致力於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
文章指出，美中貿易戰益發激烈，中國手上的
人類進步事業作出更大貢獻。
武器似乎不太夠用。但中國有一樣 「不可想像
的」 最後武器，指的是中國手上持有高達一兆
美元的美國政府債券。雖然美國政界與金融界
都認為中國不可能瘋狂拋售美債，但貿易戰一
旦到了敵意與情緒失控時，誰都沒辦法保證形
勢不利的一方不會使出相互毀滅的末日武器。
《紐時》的文章披露了美國經濟學家與投
資在美中貿易戰當中最不願意去面對的問題，
亦即中國一旦瘋狂拋售所持有美國債券，將猶
如經濟核彈，因此 「它通常被稱為 『核選項
』 」 。
文章指出，最近幾乎所有的經濟與投資預
測都是圍繞著針鋒相對的美中關稅戰。中國是
美國外債的最大持有者，持有量超過 1 兆美元
，它可以公開退出購買美國國債，或者更糟糕
的，就在公開市場傾銷他們手上持有的國債。
不過，很多美國人都得這個念頭連想一想
都是浪費時間，主要是因為拋售美債會兩敗俱
傷，幾乎是某種保證相互毀滅的手段，在經濟
上是不理性的。中國拋售美債會導致美國利率
大漲，在重傷美國之餘，也會傷及中國自身。
正如工業家保羅．蓋蒂(J. Paul Getty)所說，
「如果你欠銀行 100 美元，那是你的問題；如
果你欠銀行 1 億美元，那就是銀行的麻煩了。
」 在美中關係中，中國顯然相當於銀行。
但是，文章說，關於中國可能會怎麼做，
用一般常規思維可能會失準。既然中國沒有更
多美國進口商品可以徵收關稅，也開始打擊美
企的全球交易，接下來還會怎麼做？中國最近
已開始減持了美國債券，越來越多的金融學家
、經濟學家和地緣政治分析家正悄悄提出這樣
（綜合報導）著名好萊塢動作派名演員史蒂芬．席格(Steven Seagal)在美國福斯電視受訪時表
一種可能性：中國將以其影響利率的能力向川
示，他認為美國有關俄羅斯的宣傳大多數是捏造的，所謂美國總統與俄羅斯勾結的 「通俄門」 根本
普打出最後一張王牌。
就是杜撰，完全是美國國內原則政治鬥爭的結果。
據衛星通訊社報導，原為美國籍的史蒂芬．席格在 2016 年加入塞爾維亞籍與俄羅斯籍後，最
近受聘為俄羅斯外交部俄美人文關係特別代表。他在接受福斯新聞訪問時表示， 「我認為在整個形
勢下，針對俄羅斯有大量宣傳，在我看來，大多數聽起來都是捏造的東西，與事實不符。而且我認
為與俄羅斯和美國總統勾結有關的整個故事，以及美國總統參與其中，這都是杜撰。」
史蒂芬．席格說： 「我認為，這與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間的大分裂更為相
關，並與目前某些團體準備做任何想做的事情有關。他們不關心這是合法的還是非法的，是否是不
道德的，可以做任何想要的事，只要贏得這場戰鬥，這在他們的議程中高於一切。」
他補充道，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應該要意識到，美國已走到要以更文明的方式共同努力的轉折
點。
報導說，史蒂芬．席格於 8 月初擔任俄羅斯外交部俄美人文關係問題特別代表，其任務是促進
在人文領域俄美關係的進一步發展，包括在文化、藝術、社會和青年交流等領域的相互協作。這是
個無酬勞的社會政治職務，國際慣例中可以與聯合國親善大使的職能相提並論。

史蒂芬席格：美大多數對俄羅斯的宣傳都是捏造的

紐時：中國會動用保證相互毀滅的經濟核彈嗎？
如果中國決定這麼做，現在正是一個相當
微妙的時刻：美國赤字上升增加了財政部借貸
的需求，而美聯儲也正在提高利率，導致借貸
利率會更高，這對中國來說正是可以運用的機
會。
文章認為，北京在面對美國的施壓時可以
忍受些短期的代價，但不能失去長期優勢。美
聯儲的前主管凱文．沃什(Kevin Warsh)說，
「這不是談判買多少大豆或波音客機的問題，
現在是歷史關鍵時刻，接下來的美中談判將為
21 世紀兩個大國的關係奠定基礎。」
當然有部份人認為，中國因為經濟體質較
弱而不可能採用冒險舉動，川普政府內部的對
中強硬派也因此認為談判籌碼在美國手上。此
外，許多美國金融專家認為，中國就算真拋售
美債也很容易應對，因為美聯儲可以自行購買
和出售國債，而且完全有能力把中國拋售債券
全數消化。
不過，文章表示，即便如此，市場變幻仍
難以預測。過去 20 年中國人一直是重要的買家
，它的存在本身就是市場的一股力量，只需放
話準備退出，就會是一場難以應付的風暴。
在各種理性思考下，雖然認定中國不會走
此偏鋒，但雙方敵意不斷升級後可能引起憤怒
情緒，就會帶來危險的狀況。這種情況既無法
實驗，也沒有模型可以預測或計算。而且，姑
且不論 「核選項」 對中國有害，即使無害，對
中國也將十分危險，以美國經濟為目標的攻擊
將帶來不可知的後果。如果拋售美債引發歐洲
或新興國家市場危機，中國已經做好準備了嗎
？
文章最後說，自冷戰結束以來，全世界都
接納戰略性穩定策略：不要過度刺激對手，以
免它釋放不可想像的破壞力。在經濟上這應該
也是一個不錯的政策。

亞洲動態

平昌冬奧會實現 5500 萬美元盈余

用水的供應。印尼能源和礦產
部在災區幫助災民鉆探了 50 口
水井。
警方在災區共逮捕了 101 名
涉嫌搶劫的嫌疑犯，另有 12 名
涉嫌在社交媒體編造發布地震謠
言的嫌疑犯在不同地方被捕。地
震和海嘯發生後，印尼社交媒體
曾有“還會發生 8 級以上大地震
”的謠傳，印尼抗災署和警方多
次辟謠，呼籲民眾不要信謠傳謠
，並聲明將嚴懲造謠者。
救災當局已宣布本月 11 日
停止人員搜救，屆時未能尋獲
的受害者將被宣布“失蹤”。
此前有媒體援引搜救官員的話
指這壹數字或高達 5000 人，因

為重 災 區 帕 盧 市 貝 托 波
（Petobo） 和 巴 拉 羅 阿 （Balaroa） 兩 個 村 莊 因 土 地 液 化 幾
乎從地圖上消失。
印尼抗災署發言人蘇托波上
傳社交媒體的壹段衛星圖像畫面
顯示，地震和海嘯發生後，上述
兩個村莊密密麻麻的建築、林
木、稻田突然移動了起來，褐色
泥土翻滾而起形成“泥浪”，壹
排排房屋被泥浪吞噬漂移。很
快，兩個村莊就在衛星圖像中消
失，成為壹片狼籍的泥地。
救災官員稱，因為泥土中埋
壓著大量遇難者無從搜救，當局
或將該區域劃為地震和海嘯罹難
者的集體墳場。

﹁
﹂

足球隊受邀參加青奧

綜合報導 據報道，印尼中
蘇拉威西省強震和海嘯造成的死
亡人數已上升至 1948 人，受傷
和失蹤人數分別上升至 10679 人
和 835 人。
印尼點滴新聞網援引印尼抗
災署負責人的話稱，災區政府機
構已於當日恢復服務。重災區中
蘇拉威西省首府帕盧市的電力供
應已恢復 90%，網絡通訊服務
正加緊恢復中。
強震和海嘯已過去 10 天時
間，大量未尋獲的屍體已高度
腐爛，災區防疫面臨挑戰。印
尼衛生部門此前已發出公共衛
生警告，為搜救人員註射疫
苗 ，加強對災民安置點清潔飲

綜合報導 韓國壹輛更換了廢
氣或尾氣再循環裝置（EGR）的寶
馬汽車再次發生著火事件，民眾懷
疑，寶馬方面指認的連瑣著火事件
的原因是“廢氣或尾氣再循環裝置
（EGR）缺陷”的說法，到底是不
是造成事故的真實原因。
10 月 1 日，在首爾松坡區廳
附近的壹條公路上行駛的寶馬
520d 車輛發生了火災。據警方和
寶馬韓國透露，該車輛於 8 月 7
日在國內寶馬官方服務中心接受
安全檢查，並完成了更換廢氣或
尾氣再循環裝置（EGR）模塊的
召回作業。雖然此前在受到安全
診斷的寶馬汽車上曾發生過 4 次
著火事故，但在被召回的汽車上
再次發生著火事件尚屬首次。
報道稱，寶馬韓國或還沒有
找到發生火災的原因。寶馬方面
表示：“已將相關著火事故情況
報告給了德國總部。火災車輛已
經被交通安全公團收走。”交通

綜合報導 今年6月底受困洞穴超
過兩周的泰國少年足球隊應邀到布宜諾
斯艾利斯，參加青年奧林匹克運動會，7
日還與當地少年球隊踢了壹場友誼賽。
來自泰國的野豬足球隊球員年齡
自 11 到 16 歲，5 日抵達布宜諾斯艾
利斯，並出席隔天舉行的青奧開幕式
；7 日與阿根廷足球俱樂部河床少年
隊踢了壹小時的友誼賽。
舉行友誼賽的紀念碑球場 1978
年曾上演世界杯足球賽冠亞軍戰，那
場比賽阿根廷隊於延長加時賽以 3 比
1 擊敗荷蘭奪冠。
這群泰國少年走進球場時，阿根
廷球員列隊對他們致敬。
河床俱樂部總裁多諾佛利歐說：
“那些男孩曾度過非常艱困的時候，這
真是很令人興奮的時刻。這就是足球和
運動的力量，我們可讓人們更快樂。”
這些泰國少年6月23日在教練的陪
同下，進入睡美人洞。他們受困洞穴的遭
遇吸引全球媒體關註報導，多國力量參與
救援，壹直到7月10日才離開洞穴。
泰國代表團團長維拉雄（Werachon Sukondhapatipak） 說 ： “ 孩
子非常高興、非常興奮。救援過程中
，有許多人從世界各地到泰國，合力
救出他們...他們感覺深受世界各地每
個人之恩。”

曾受困洞穴終生還

平昌冬奧組委主席：

印尼地震海嘯已致死 1948 人
災區政府機構恢復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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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豬

綜合報導 2018 平昌冬奧組委主席
李熙範在阿根廷召開的第 133 屆國際奧
林匹克委員會（IOC）全體會議上宣布，
平昌冬奧會實現了 5500 萬美元盈余。
據報道，李熙範在當天的會議上，
向各成員國總結匯報了平昌冬奧會的成
果和財政狀況，以及奧運會後的管理情
況。李熙範說，本屆冬奧會的籌辦資金
來源於國際奧委會和政府的補貼、個人
與集體的捐贈和贊助商的贊助補貼，通
過合理的財政支出管理實現盈余。
李熙範表示，盈余部分將用來設立
平昌冬奧會紀念財團以振興和發展體育
事業，組委會正就財團的項目內容進行
協商。同時，12 個平昌冬奧會比賽場館
將用於體育賽事。有關賽後利用計劃還
未敲定的場館的管理和運營費用，政府
正和江原道地方政府就具體分擔比重進
行協調。
國際奧委會主席巴赫表示，平昌冬
奧會在所有方面都取得成功，對此表示
衷心祝賀。國際奧委會對此予以積極肯
定，並為了發展韓國體育事業將向平昌
捐贈奧委會方面的盈余。
據國際奧委會、大韓體育會、江原
道政府簽署的“主辦城市協議”第 45 條
，國際奧委會和大韓體育會可獲盈余均
為 20%，剩余的 60%由組委會和大韓體
育會協商後用於振興和發展體育事業。

2018 年 10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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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被召回過的寶馬車起火
寶馬方宣稱的事故原因遭疑
安全公團表示，在事故車輛的廢
氣再循環裝置中，並沒有發現冷
卻水滲漏的痕跡。
此前，寶馬壹直主張，在廢
氣或尾氣再循環裝置（EGR）中
出現冷卻水，導致零部件過熱，
是引發火災的原因。與此相反，
國內的汽車專家則指出，極有可
能是最初的汽車設計有問題或軟
件（SW）存在缺陷。有
人指出，寶馬無視零部件
的局限性，為了提高汽車
的行駛性能，並符合尾氣
排放標準，不合理地設計
了軟件。
據悉，寶馬韓國壹直
以來都極力否認韓國國內

專家的主張。但是此次在更換了
廢氣或尾氣再循環裝置(EGR)的
汽車上再次發生著火事故，使得
寶馬方面的主張變得黯然失色。
整車企業的相關人士表示：“政
府和 寶 馬 需 要 重 新 調 查 火 災 原
因。”截止到目前，國內寶馬需
要召回的車輛共計 10.6 萬多輛，
但目前只召回了 4.08 萬多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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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戲院不斷湧現
46冊病例日記
香港影業進入復興潮？
香港影業進入復興潮
？
筆錄鶼鰈情深
■ 十倍放大鏡是楊洪
年老人書寫日記、
年老人書寫日記
、查看
記錄的必備工具。
記錄的必備工具
。

■據 Ivan 介紹
介紹，
，為

香港電影業的黃金年代有“東方荷里活”的美譽，除了電影產量

“滿
老伴年輕時跟我受了很多苦
老伴
年輕時跟我受了很多苦，
， 幫我照顧老父生兒育女
幫我照顧老父生兒育女，
， 現在
足社
區觀眾需

外，硬件配套如戲院數量、影視技術、明星產業鏈等等在當年也是全世

要 ， UA 淘 大 與 十
她病倒在床，
她病倒在床
，我更應該不離不棄地好好照顧她
我更應該不離不棄地好好照顧她。”
。”逾七旬山東泰安
逾七旬山東泰安
界之最。不過高峰過後卻迎來了一段低潮，可幸的是近年香港電影產業
字冰室結合。
字冰室結合
。

■ Cinema City 是全港唯
一有4
一有
4DX
DX技術的院線
技術的院線。
。

老人楊洪年哽咽着說：
老人楊洪年哽咽着說
：“如果
如果多一份細心
多一份細心，
，老伴就能少一分痛苦
老伴就能少一分痛苦，
，我
有復興之勢。除了票房創收外，新的戲院也愈開愈多，而且更因應時代
做的再多都是值得。
做的再多都是值得
。”9 年，46 本“病例日記
病例日記”
”，楊洪年對妻子濃濃的愛
變化有不少新特色。
流淌在字裡行間。
流淌在字裡行間
。

■ 圖/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臥龍 山東報道

在楊洪年面前，是一摞厚厚的記載着愛人
方淑翠老人病情用藥情況的筆記本。楊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添浚

“ 如果多一份細心
如果多一份細心，
， 老伴就
能少一分痛苦，
能少一分痛苦
，■我做的再多
嘉 禾
都是值得。
都是值得
。” StageE

“好記性不如爛筆頭
好記性不如爛筆頭，
，醫生也有犯錯的
時候。”每次到醫院
時候。”
每次到醫院，
，楊洪年都要把醫囑一
提供即場
“ 只要能拿住筆
只要能拿住筆，
我就會把
洪年按時間順序給它們做編號，目前已經寫 字不差的記錄下來
字不差的記錄下來。
。
手，沖
咖
到第46本。
楊洪年多次遇到醫生前後交代差異非常
啡。
■脆脆爆谷新地樂
這份‘病例日
記’寫下
所有的檢查項目數據、病情介紹、服藥
大的情況，
大的情況
，每次有疑問
每次有疑問，
，他就會把日記拿出
也是 UA 淘大的特
去。”
—楊洪年
色食物。
色食物
。
清單，以及住院期間每天的微小變化，楊洪年
來跟醫生反覆對照，
來跟醫生反覆對照
，確保萬無一失
確保萬無一失。
。
9 年如一日，事無鉅細都記在小小的筆記本
在“歷次血液透析記錄表”中，楊洪年
裡。“主要的慢性病大病有四種，冠心病、 精細地記下方淑翠進出病房的時間、主治醫師
■黃百鳴坦言引入新的放映技
■ 楊洪年自製的每日服藥清
尿毒症、腎功能不全、糖尿病，需要定期透 的姓名、透析情況、機器號碼、上機負責人、
術是必須，
術是必須
他願意在香港做先
單，嚴格按照醫囑給老伴服藥
嚴格按照醫囑給老伴服藥。
。
析。其他各類慢性病十四種，每天要吃不同 下機負責人、上機體重、下機體重、血壓情
行者。
行者
。
資料圖片
的藥。”楊洪年拿着他手書方淑翠歷年來的 況，甚至在陪護欄裡認真寫下自己的名字。
1962年
1962
年： 楊洪年與方淑翠領證結
服藥清單說：“上年紀了，記性差，不記下
服藥時間、藥品名稱、別名、顏色、功
其中 UA（娛藝院線）在今 ty-based（社區式戲院），所以
婚 ， 領證後分開三年
領證後分開三年，
，
來不行。”
效，服用量……這是每日服藥清單上的內容。
年已經開了兩間新戲院，包括較 UA 淘大與十字冰室結合，觀眾
另一邊廂，嘉禾院線也在屯門市廣場開設了新
早前在青衣，及剛於日前在九龍 可以將冰室食物帶入戲院吃。因
在楊洪年的書屋裡，整整齊齊的擺放着
寄書信逾200
寄書信逾
200封
封
戲院嘉禾 StagE，嘉禾副首席營運官鄧小慧（Belin藥片特點形狀 清楚畫紙上
灣淘大開的新戲院。娛藝院線董 為戲院主要客源是一星期可能來
楊洪年是一名轉業軍人（過 回憶與新婚妻子鴻雁傳書的時光，
他手書的“家庭日記”、“用藥清單”、“透
da）接受記者專訪時表示，一直也在物色新戲院，
1965年
1965
年： 兩人舉辦婚
兩人舉辦婚禮
禮
事總經理黃嗣輝（Ivan）接受了 幾次的附近居民，不可能每次也
去凡軍隊的軍官、文職幹部、志願
楊洪年展眉笑道。
析記錄表”、“家庭賬本”，看着工工整整的
為了配合醫院的用藥，楊洪年將藥片的
因為和商場業主的經營理念吻合，所以就取得了屯
香港文匯報記者專訪，他表示不 是食爆谷和飲汽水，要提供多些
1966年
1966
年
：
大兒子出生
兵退出現役轉到地方，由國家統一
楊洪年說：“沒有山盟海
字跡，教人不禁對這位
77 歲的老人肅然起 特點形狀都在紙上畫得清清楚楚，做到方淑
門嘉禾StagE這間戲院。
止是在今年才有擴張打算，之前 食物選擇。例如，經常來看早場
安排工作），曾在南疆兵團開荒戍
誓，只是把日常生活、訓練的情況
敬。在楊洪年的書桌上有一個十倍放大鏡， 翠所吃的藥物單憑外形就能知道名字、功
提到很多觀眾認為在家的觀影經驗不能媲美在
1968年
1968
年： 方淑翠前往新疆隨軍
幾年也有，背後原因主要是看準 的老人家想買點食物作早餐，進
邊。他身材魁梧，嚴謹認真、乾淨 告訴她，讓她安心。”
楊洪年在照顧愛人之餘，把檢查項目和用藥 效。許多醫生被楊洪年的執着、嚴謹感動，
戲院的觀影經驗而重投戲院懷抱，Belinda 說，如
了票房由 2010 年至今升了 4 成。 入戲院邊看電影邊吃，冰室的食
1979年
1979
年
：
楊洪年轉業回山東工作
何不斷提升放映設備一直是嘉禾最願意投資的一
麻利的作風不減當年。
一周至少一封，每次楊洪年
情況一一記錄下來，並根據之前記錄按時準
每次在醫院見到他都會叫一聲“大爺”，叫
“不過有時要等上一手商舖租約 物選擇就更加適合。而且冰室很
點。“很多放映硬件其他戲院也有，但 StageE 是全
都是寫滿好幾頁紙將信封撐得滿滿
確取藥服用。“眼睛不行了，藥盒上的字也
方淑翠一聲“大娘”。楊洪年說：“只要能拿
2009年
2009
年： 楊洪年手書日記
楊洪年手書日記，
，至今
至今9
9
完，所以很多新戲院今年才相繼 本土，是香港人喜歡去的，正好
領證即返崗 三年分兩地 的，最少的一次也足足寫了三頁
港首間戲院每間影院同時配備杜比全景聲音響系
很小，必須用放大鏡才能看清。寫日記更離
住筆，我就會把這份‘病例日記’寫下去。”
開設。”
切合社區戲院附近的本地居民，
年
46冊
46
冊
統 (Dolby Atmos)及 Barco 4K Laser 投影機，例如
天馬影視文化可說是近年戲
開在地下。因為以前我們看電影
楊洪年回憶說，1962 年經家
紙。3 年間 200 餘封家書記錄了兩
不開它，現在幾乎是隨身攜帶了。”楊洪年
提到票房升幅的原因，他分 不少客人也會覺得冰室食物性價
每間 house 都能感受到飛機在頭頂飛過那種親歷其
院經營的表表者。2015
年開的首
是可以在門口行過看到有什麼新
析道：“因為有一段時間很多人覺 比更高。”
人介紹，他與妻子方淑翠領證結 人心心相印的過程。
無奈地說。
境的聲響。其他戲院不是沒有這些最新技術，他們
間戲院婚。然而，在領證的當天兩人就分
Cinema City 朗豪坊在不 戲，直接進去看。現在所有戲院
得在家中看DVD和入戲院看分別
今年另一間新開的 UA 青衣
1965年，楊洪年與方淑翠舉辦
只在其中一兩間 house 有，但所有 house 的票價卻
日記含反思
體諒愛人情緒 城也有類似考量。“例如我們今
被看好的情況下，連續多年位居 都搬到樓上。如果你去尖沙咀看
不大。後來戲院裝設新放映技術，
開，各自回到各自的崗位。這一分 了婚禮，第二年大兒子出生，196
是劃一，這對觀眾不公平。我們是所有 house 都配
全港戲院票房之首，今年還於銅 電影，必定很火滾，要在扶手電
新戲也用新技術去拍攝，令在戲院 年青衣開的戲院就有無障礙設施
別就是三年，三年間他們沒有見過 年方淑翠前往新疆隨軍。1979年楊
在楊洪年的日記裡不僅有老伴的病情記
備最好的放映設備，是落重本，票價卻是和同區其
鑼 灣 開 設 了 Cinema City Victo- 梯左轉右轉才能到達。”
看大製作時的體驗與在家中看完全 的特色主題，連輪椅人士也可以
一面。
洪年轉業後，一家人回到泰安工作
述，也有他對人生的思考，小小的日記本記
他戲院沒什麼差別。”她續說：“當年也是我們率
ria，是 3 年內開的第 5 間戲院，
不同，再配合超級英雄科幻動作片 很方便從港鐵站直接去到戲院。
引入4DX新技術吸客
“當然想啊，但是又不好直
生活。
錄了生活的酸甜苦辣。日常生活中，老兩口
先引入D-BOX動感座椅。”
增長速度驚人。天馬代表人物、
的盛行。就像 UA 淘大我們是用 當然也有方便視障和聽障人士看
■ 幸得國家報銷絕大部分醫療費
■ 楊洪年 9 年來一邊照顧老
接說出口。我當時在部隊上做宣傳
五十多年來，兩老從青春到
不免爭吵，楊洪年在日記裡反思自己的言
影視大亨黃百鳴接受記者專訪時
黃百鳴也坦言長遠來說新放
Barco4K 的雷射投影，就算開了 電影的設施。”Ivan說。
戲院內辦電競具特色
用，兩老的經濟壓力大大減輕
兩老的經濟壓力大大減輕。
。 透露了不斷有新戲院湧現的原
伴，一邊書寫
“病例日記
病例日記”
”
。
員，那就發揮特長，寫家書吧。”
白首，一直恩愛相伴。
辭，告訴自己要體諒愛人的情緒。
映技術是必須，香港甚至有點落
燈，你也不會覺得銀幕暗。”

UA：
UA：
結合社區影迷新需要

青春到白首
恩愛半世紀
恩愛半世
紀

嘉禾：
嘉禾：
先進技術創另類格調

鴻雁傳書200封 見證心心相印

天馬 Cinema City：
City：
“僧少粥多
僧少粥多”
”不斷擴張

戲院選址更多元
戲院不但愈開愈多，另一特
點是選址也更多元，不再是傳統
上的油尖旺銅鑼灣這類市中心。
就以 UA 為例，除了青衣和九龍
灣，即將還會在大埔和深水埗新
戲院，其中大埔和深水埗已經有
10 多年沒有新戲院。Ivan 分析這
個變化的背後原因：“以前戲院
被政府視為文娛康樂設施，就像
便利店一樣，總有一間在附近。
後來取消了這個政策，很多戲院
就集中開在鬧市，比較穩妥。但
電影本身是大眾娛樂，以社區為
主的戲院也有它的市場，現在特
別多人喜歡在自己居住地方附近
看早場和午夜場，所以開在那些
地區是既利民，也能做生意。”

特色主題吸客
伴隨這些非傳統地區戲院的
開張而來的，就是這些新戲院都
附有鮮明特色主題。被問到為什
麼會有這麼多特色戲院，Ivan 解
釋：“因為現在辦戲院不像以
前，每間戲院放映的戲都差不
多，連放映技術也愈來愈接近，
所以要突圍而出就要靠服務，以
及我稱之為整個觀影過程的‘total experience’。”
他解釋 UA 淘大如何在營業
上以特色主題配合其非市中心的
地理位置。“九龍灣的戲院主要
還 是 communi-

戲院用途豈止放片

除了傳統上票房、電影放映
前的廣告及小食部收入外，這些
特色戲院也開拓了另一些收入來
源 。 “UA 淘 大 設 有 Function
Room，有 switch 和其他電玩，給
人開派對。因為淘大花園本身是
沒有會所的，所以可以選擇我
們 ， 人 多 的 話 比 外 面 的 party
room 還要平。此外，我們也舉辦
不同聯乘活動，因為戲院其實是
一個設備很好的場地，辦像
Ted-talk那種活動都很方便。”
戲院開得愈來愈多，但時移
勢易，很多時開戲院在選址、排
片上也不是一成不變。記者發現
很多新戲院都開在商場內較偏僻
的位置。Ivan 指選址上他們處於
一個較被動的位置：“以前戲院
多是地舖，但當戲院被改作其他
用途後，就很難變回戲院。因為
戲院需要很高的樓底，而且不能
有樓柱阻擋視線。商場愛將戲院
放在較偏僻的位置，靠戲院去帶
旺商場其他地方的人流，所以總
是很難拿到很有利的位置。”

■UA
UA淘大設有
淘大設有Function
Function Room。
Room。

StagE 和很多新戲院一樣，同樣以特色主題作
招徠，甚至有在戲院內打電競的活動。“StagE 是
取其表演舞台的意思。並不局限於電影，還有其他
各式各樣的文化表演節目，亦為本土創作者提供一
個平台。如不同主題的電影研討會、音樂演奏表
演、文化藝術展覽和生活工作坊等。最近期就舉辦
了《Overcooked! 2》及對戰格鬥遊戲《蒼翼默示錄
Cross Tag Battle》電玩遊戲香港挑戰賽。戲院的設
備很先進，在入面打電玩其實投入感會大很多，我
們想到這個 idea 可以吸引多些年輕人來。”Belinda
說。
食物方面 StagE 同樣作出變化：“傳統小食爆
谷不能滿足所有觀眾，所以就設有 Joo de Rolls cafe，提供即場手沖咖啡，都是真正的 Barista（咖啡
師）。我們還設有一個 VIP 的休息區。現在很流行
讓戲中演員去影院謝票，但謝票時總不能叫明星演
員站在後樓梯等吧。”

競爭激烈高質素吸客
Belinda 有 20 年經營戲院的經驗，她坦言這些
新轉變的確是近年才有，也讓她的工作忙上加忙。
轉變的主要原因除了是電影業本身出現變化外，電
影以外的世界，例如網絡營銷、商品買賣模式變
化、觀眾期望在戲院內看到電影以外的東西等，也
使她需要學習很多新東西。她指：“現在做戲院真
的比以前複雜得多，以前沒這些放電影以外的東
西，放電影就是放電影，我們做好分內事就足夠。
但現在不同了，記得我們當初引入 D-BOX，還要
學如何向機電工程處取牌照。現在還多了網絡宣傳
要做，有什麼新 ideas 就立即在網上公佈，怕被別
人先想到，要捷足先登。此外，我們也是首創 3D
世界盃直播，演唱會直播，放動畫時會跟日本模式
有merchandise。很多東西我們都在慢慢摸索。”
她續指這是競爭激烈下必須要作出的轉變，
“現在競爭很大，同區也有其他戲院，要推出最好
的東西，又要有特色，吸引觀眾。”

因：“最初大家也覺得朗豪坊的
戲院投資過大，各方不看好。但
結果是朗豪坊成為了全港票房收
入最高的戲院，之後我還開了第
二間，其他人就發現開戲院原來
是行得通，所以也多了人開戲院
加入競爭。”

票房收益有上升空間
黃百鳴覺得多些人開戲院其
實也是好事，說明其實票房是在
提升，而香港的市場其實還有很
大的上升空間，“僧少粥多”。
“根據香港影業協會的數字，黃
金時代全香港有 14 萬個座位，今
時今日只剩下3萬多個，但看電影
的人其實沒減少太多。你對比一
下內地就知道，他們票房很厲
害，每天都增加銀幕。內地 2009
年時只有4千個銀幕，當時美國是
4 萬個，所以政府就鼓勵人開戲
院，現在銀幕數量已經超越了美
國。CEPA前，內地年票房總收入
是 9 億（人民幣），現在是 600
億，僅次於美國，而香港 CEPA
前 20 億（港元），現在還是 20
億，其實是原地踏步。戲院座位
的提升是和票房的提升同步。當
然票房多寡也有電影口味問題，
但戲院不足也有關。”
除了開戲院外，黃百鳴也說
自己做戲院有個原則。“必定要

後，所以他願意去做先行者，例如
旗下影院就是香港唯一引入了
4DX 技術，將震動座椅和與影片
情節同步的動態、光效、風效、水
霧、氣流、泡泡、氣味、煙霧等8
種特效引入電影。“新技術一向存
在，只是以前那些戲院不捨得，例
如安裝 4DX 要犧牲 1/3 座位，但
香港寸金尺土，想塞滿座位，而且
4DX 的特別設備又比較貴。但這
樣很落後，人家所有荷里活大片都
有 4DX 技術，你怎可以沒有，所
以我做朗豪坊時就用了。”
最後他對排片更激烈也有自
己的見解。“這和那部電影票房
好不好有關，假如電影票房好，
戲院當然攬住你的 copy 不放，但
你票房差，就會換新片去賺錢。
這和以前不同，以前戲院是分銀
幕，這個銀幕是邵氏線，那個是
嘉禾線，但現在的戲院有很多個
銀幕，而且沒有分哪個銀幕是屬
於哪一間發行商，什麼戲都可以
上映，所以不一定是只做你的
戲，所以競爭變得更殘酷。”

■Cinema City 朗豪坊連續多年
位居全港戲院票房之首。
位居全港戲院票房之首
。
資料圖片

ANNOUNCEMENT
M/WBE SUPPLIER OPPORTUNITY
Drymalla Construction is bidding on Project 19-0-112 New Indoor Practice Pool Facilities at
Milby High School, Washington High School, and Yates High School for the Houston
Independent School District which bids October 30, 2018 at 2:00 PM. We are looking for
possible demolition, concrete, masonry, metal fabrication, thermal and moisture protection, doors

and hardware, glass/ glazing, louvers, overhead coiling doors, plaster, �looring, marker boards,
toilet partitions/accessories, lockers and benches, aluminum canopy, blinds, pools, Pre-engineered
metal building, plumbing, HVAC, electrical, technology and audio visual, safety and security,
earthwork, site utilities, and other related work activities.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this opportunity
please contact Seth Smith at 979-732-5731 by October 23, 2018. We must receive your bid prior to
2 PM on October 30, 2018 in order to be consid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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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七旬翁 9 載詳錄服藥清單 照顧病妻不離不棄

1

A8

冊病例日記
46造地1700公頃
供110萬人安居 勢成第三商業中心
之填海建島

■ 十倍放大鏡是楊洪
年老人書寫日記、
年老人書寫日記
、查看
記錄的必備工具。
記錄的必備工具
。

筆錄鶼鰈情深

東嶼填海變身 建港最大市鎮
“ 老伴
老伴年輕時跟我受了很多苦
年輕時跟我受了很多苦，
， 幫我照顧老父生兒育女
幫我照顧老父生兒育女，
， 現在

她病倒在床，
她病倒在床
，我更應該不離不棄地好好照顧她
我更應該不離不棄地好好照顧她。”
。”逾七旬山東泰安
逾七旬山東泰安

老人楊洪年哽咽着說：
老人楊洪年哽咽着說
：“如果
如果多一份細心
多一份細心，
，老伴就能少一分痛苦
老伴就能少一分痛苦，
，我

做的再多都是值得。
做的再多都是值得
。”9 年，46 本“病例日記
病例日記”
”，楊洪年對妻子濃濃的愛
流淌在字裡行間。
流淌在字裡行間
。

■ 圖/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臥龍 山東報道

■ 林鄭月娥 10 日發表最
楊洪年面前，是一摞厚厚的記載着愛人
“好記性不如爛筆頭
好記性不如爛筆頭，
，醫生也有犯錯的
新一期施政報告
新一期
施政報告後
後，主持
方淑翠老人病情用藥情況的筆記本。楊
時候。”
時候
。”每次到醫院
每次到醫院，
，
楊洪年都要把醫囑一
記者會。
記者會
。
洪年按時間順序給它們做編號，目前已經寫
字不差的記錄下來。
字不差的記錄下來
。
香港文匯報
到第46本。
楊洪年多次遇到醫生前後交代差異非常
記者 劉國權 攝
所有的檢查項目數據、病情介紹、服藥 大的情況
大的情況，
，每次有疑問
每次有疑問，
，他就會把日記拿出
清單，以及住院期間每天的微小變化，楊洪年 來跟醫生反覆對照
來跟醫生反覆對照，
，確保萬無一失
確保萬無一失。
。
9 年如一日，事無鉅細都記在小小的筆記本
在“歷次血液透析記錄表”中，楊洪年
裡。“主要的慢性病大病有四種，冠心病、 精細地記下方淑翠進出病房的時間、主治醫師
尿毒症、腎功能不全、糖尿病，需要定期透 的姓名、透析情況、機器號碼、上機負責人、
析。其他各類慢性病十四種，每天要吃不同 下機負責人、上機體重、下機體重、血壓情
的藥。”楊洪年拿着他手書方淑翠歷年來的 況，甚至在陪護欄裡認真寫下自己的名字。
服藥清單說：“上年紀了，記性差，不記下
服藥時間、藥品名稱、別名、顏色、功
來不行。”
效，服用量……這是每日服藥清單上的內容。
在楊洪年的書屋裡，整整齊齊的擺放着
藥片特點形狀 清楚畫紙上
他手書的“家庭日記”、“用藥清單”、“透
析記錄表”、“家庭賬本”，看着工工整整的
為了配合醫院的用藥，楊洪年將藥片的
字跡，教人不禁對這位 77 歲的老人肅然起 特點形狀都在紙上畫得清清楚楚，做到方淑
敬。在楊洪年的書桌上有一個十倍放大鏡， 翠所吃的藥物單憑外形就能知道名字、功
楊洪年在照顧愛人之餘，把檢查項目和用藥 效。許多醫生被楊洪年的執着、嚴謹感動，
交椅洲
周公島
情況一一記錄下來，並根據之前記錄按時準 每次在醫院見到他都會叫一聲“大爺”，叫
坪洲方淑翠一聲“大娘”。楊洪年說：“只要能拿
小交椅洲
確取藥服用。“眼睛不行了，藥盒上的字也
很小，必須用放大鏡才能看清。寫日記更離 住筆，我就會把這份‘病例日記’寫下去。”
不開它，現在幾乎是隨身攜帶了。”楊洪年
無奈地說。

在

明日大嶼願景 示意圖

﹁

﹂

“ 如果多一份細心
如果多一份細心，
， 老伴就
能少一分痛苦，
能少一分痛苦
， 我做的再多
都是值得。
都是值得
。”
“ 只要能拿住筆
只要能拿住筆，
， 我就會把
這份‘病例日記’寫下
去。”
—楊洪年

青春到白首
恩愛半世紀
恩愛半世
紀
1962年
1962
年： 楊洪年與方淑翠領證結
婚 ， 領證後分開三年
領證後分開三年，
，
港島
寄書信逾200
寄書信逾
200封
封

大嶼山人口與就業職位規模
大嶼山人口與就業職位規
模
人口 就業職位
大嶼山現況

124,000

120,000

擬建人工島

700,000至1,100,000

340,000

226,000

140,000

其他已規劃的發展項目

■ 楊洪年自製的每日服藥
600,000
單，嚴格按照醫囑給老伴服藥

總計

1,050,000至1,450,000

註：初步估算
步估算，
，只供參考並有待研
只供參考並有待研究
究

鴻雁傳書200封 見證心心相
資料來源
資料來
源：可持續大嶼辦事處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2014

人工島配交通網 多釋放 公頃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珈琋）新
楊洪年是一名轉業軍人（過 回憶與新婚妻子鴻雁傳書的時
年度施政報告中，“明日大嶼願景”擬
去凡軍隊的軍官、文職幹部、志願 楊洪年展眉笑道。
興建的多個中部水域人工島將會配以一
1966年
1966
年： 大兒子出生
兵退出現役轉到地方，由國家統一
楊洪年說：“沒有山
套完善的交通網絡，包括鐵路及道路，
安排工作），曾在南疆兵團開荒戍 誓，只是把日常生活、訓練的
1968年
1968
年： 方淑翠前往新疆隨軍
連接港島北、欣澳及屯門，及推展北大
邊。他身材魁梧，嚴謹認真、乾淨 告訴她，讓她安心。”
嶼山公路至“五線雙行”。
喜靈洲
1979年
1979
年： 楊洪年轉業回山東工作
麻利的作風不減當年。
一周至少一封，每次楊
政府消息人士表示，整體規劃採取
都是寫滿好幾頁紙將信封撐得
2009年
2009
年： 楊洪年手書日記
楊洪年手書日記，
，至今
至今9
9
“1+3”方案，包括在龍鼓灘、欣澳及
領證即返崗 三年分兩地
的，最少的一次也足足寫了
小蠔灣填海，料可額外釋放
500 公頃的
年46
46冊
冊
楊洪年回憶說，1962
年經家
紙。3 年間 200 餘封家書記錄
土地潛力。
人介紹，他與妻子方淑翠領證結 人心心相印的過程。
首個島研建鐵路通堅尼地城
婚。然而，在領證的當天兩人就分
1965年，楊洪年與方淑翠
日記含反思 體諒愛人情緒
開，各自回到各自的崗位。這一分
了婚禮，第二年大兒子出生，
消息人士指出，當局將研究分別興
別就是三年，三年間他們沒有見過
年方淑翠前往新疆隨軍。197
在楊洪年的日記裡不僅有老伴的病情記
建連接屯門、大嶼山、中部水域至港島
一面。
洪年轉業後，一家人回到泰安
述，也有他對人生的思考，小小的日記本記
北部的道路及鐵路，以拉近赤鱲角機場
“當然想啊，但是又不好直
生活。
錄了生活的酸甜苦辣。日常生活中，老兩口
與香港島的距離，從而鞏固大嶼山的
■ 幸得國家報銷絕大部分醫療費
■ 楊洪年 9 年來一邊照顧老
接說出口。我當時在部隊上做宣傳
五十多年來，兩老從青
不免爭吵，楊洪年在日記裡反思自己的言
“雙門戶”角色。相關道路及鐵路均會
用，兩老的經濟壓力大大減輕
兩老的經濟壓力大大減輕。
。
伴，一邊書寫
“病例日記
病例日記”
”
。
員，那就發揮特長，寫家書吧。”
白首，一直恩愛相伴。
連接首個落成的人工島，令該島在入伙
辭，告訴自己要體諒愛人的情緒。
時可“有路到”。至於鐵路將分別連接
欣澳及擬建的屯門南站，港島北的選址
有機會連接堅尼地城。
報告指，運輸走廊亦會紓緩現時西
鐵和屯門公路繁忙時段的擠迫情況，大
大改善新界西北的交通運輸系統。消息
人士續指，計劃建議擴建龍門路，並擬
於龍鼓灘填海220公頃至250公頃，主要
■ 香港政府擬於喜靈洲及交椅洲附近海域建造人工島
香港政府擬於喜靈洲及交椅洲附近海域建造人工島。
。 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麥鈞傑 攝
作工業用途，並可處理棕地作業問題。
至於鐵路建成後，將釋放屯門內河
碼頭沿岸和屯門第38、40、46區的發展
年，時任行政長官梁振
以東、交椅洲一帶建造
300
公頃的
“明日大嶼願景”是本屆政府的重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珈
潛力，“未來會重新規劃，料可有 200
英首次在施政報告中宣 人工島，預計相關住宅單位可在 工作，亦是一個跨越未來 20 年至 30
琋）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佈發展東大嶼的概念，冀研究進一 2032 年入伙，連接港島、人工島及 年的願景，“為香港經濟發展、民生
公頃土地供應。”
10 日 發 表 任 內 第 二 份 施 政 報 步開發大嶼山東部對開水域，打造 屯門的公路亦會同步落成。而首階 改善，為市民安居樂業燃點希望。”
人工島上蓋發展“機場城市”
她表示，會就此成立由她親自
告，在土地、交通、房屋、勞福 “ 東 大 嶼 都 會 ” ， 而 “ 香 港 段第二部分的填海工程為 700 公頃
他透露，小蠔灣近岸填海由原本的
2030+”亦把“東大嶼都會”列作 的人工島，料於2034年入伙。
領導的專責統籌辦事處，就整體方
等範疇上均“大刀闊斧”，其中 香港其中一個策略增長區。
數十公頃縮減至 10 至 20 公頃，因為該
消息人士表示，首階段的兩個 向提供督導，統籌並監察計劃的規
處屬飛機航道，不太適宜作住宅用途。
在新年度施政報告中，林鄭月 人工島合共提供1,000公頃土地，可 劃及落實，辦事處會按需要擴展，
最令人注目的是“明日大嶼願
其小規模填海將配合 P1 公路的交通基
娥提出“明日大嶼願景”計劃，擬 興建10多萬個單位，供40萬至70萬 務求讓政策和執行有效對接。
景”計劃。政府擬於中部水域分
建發展，該公路將與北大嶼山公路並
於交椅洲及喜靈洲附近，分階段填 人口居住，屆時會視乎公屋輪候情況
政府消息人士指，整體規劃包
階段填出多個人工島，合共約 出至少 4 個人工島，合共約 1,700 公 決定密度，“若規劃容納 40 萬人口 括交通基建、環境、房屋等不同領
行，令原本“三線雙行”的公路推展成
“五線雙行”，提升整體網絡的彈性及
頃土地，可興建26至40萬個住宅單
就像現時沙田的密度，而
70
萬則如
域，涉及多個政策局和政府部門，
1,700 公頃，料可供 70 萬至 110
抗禦力。而欣澳填海約80公頃的方案維
位，供 70 萬至 110 萬人口居住，其 天 水 圍 、 將 軍 澳 ， 現 時 傾 向 40 由特首親自負責統籌將更有效率。
萬人口居住、提供 34 萬個就業 中七成為公營房屋。政府消息人士 萬。”
持不變，將規劃及發展為休閒、運動、
針對環保方面，政府將貫徹
康樂、娛樂和旅遊匯點。
至於第二階段的人工島面積為 “先保育、後發展”的方針，成立
機會，相信將成為最大規模的新 指，初步估計造價至少 4,000 億至
政府亦打算邀請香港機場管理局就
5,000億元（港元，下同）。
700 公頃，預計坐落於喜靈洲的東 10 億元的“大嶼山保育基金”，一
市鎮，以及香港第三個核心商業
香港口岸人工島上蓋發展項目提交發展
面及西面，用作土地儲備，“屆時 方面在大嶼山郊區推動及落實保育工
首階段工程2032年入伙 會視乎需要決定是否進行第二階段 作，一方面在一些偏遠鄉郊及社區進
區。同時，政府將興建相關交通
方案，發展“機場城市”。施政報告
指，填海所得的中部水域人工島將極具
消息人士透露，將爭取研究和
填海。”報告指出，政府可運用新
行民生改善工程。
基建，鞏固大嶼山的“雙門戶”
設計工作的撥款於未來數月後提交 增的土地儲備，將現時市區的稠密
政府亦會檢討相關法例，以釐
地理優勢，由新的運輸系統連接中上環
角色，並分別於龍鼓灘、欣澳及 至立法會，盼於 2019 年中開始技術 人口分散，有利落實舊區重建，改 訂更有效措施，管制於大嶼山的高生
和大嶼山本島，既可與港島傳統商業中
心區相輔相成，亦可與先進的“機場城
小蠔灣填海（見另稿），配合相 性研究。政府將會盡力減省程序， 善居住環境，達至更均衡的全港空 態價值地區進行填土、傾倒廢料及相
務求在 5 年內，即 2025 年展開首階 間發展佈局。
關破壞環境的發展活動，惟消息人士
市”發揮協同效應，為傳統和新興產業
關發展。
段第一部分的填海工程，在大嶼山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10 日表示， 指暫未有時間表。
提供廣闊的發展空間。

1965年
1965
年： 兩人舉辦婚
兩人舉辦婚禮
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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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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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詳錄服藥清單 照顧病妻不離不棄
照顧病妻不離不棄
山東七旬翁999 載詳錄服藥清單
山東七旬翁

46冊病例日記
冊病例日記

■ 十倍放大鏡是楊洪
年老人書寫日記、
年老人書寫日記
、查看
■ 十倍放大鏡是楊洪
記錄的必備工具。
記錄的必備工具
年老人書寫日記、
年老人書寫日記
、查看。

記錄的必備工具。
記錄的必備工具
。

筆錄鶼鰈情深
筆錄鶼鰈情深
“ 老伴
老伴年輕時跟我受了很多苦
年輕時跟我受了很多苦，
， 幫我照顧老父生兒育女
幫我照顧老父生兒育女，
， 現在

“老伴
老伴年輕時跟我受了很多苦
年輕時跟我受了很多苦，
，幫我照顧老父生兒育女
幫我照顧老父生兒育女，
，現在
她病倒在床
她病倒在床，
，我更應該不離不棄地好好照顧她
我更應該不離不棄地好好照顧她。”
。”逾七旬山東泰安
逾七旬山東泰安
老人楊洪年哽咽着說
老人楊洪年哽咽着說：
：“如果
如果多一份細心
多一份細心，
，老伴就能少一分痛苦
老伴就能少一分痛苦，
，我
她病倒在床，
她病倒在床
，我更應該不離不棄地好好照顧她
我更應該不離不棄地好好照顧她。”
。”逾七旬山東泰安
逾七旬山東泰安
做的再多都是值得
做的再多都是值得。
。”
9“年
，46
本“病例日記
病例日記”
”，楊洪年對妻子濃濃的愛
老人楊洪年哽咽着說：
老人楊洪年哽咽着說
：
如果多一份細心
如果
多一份細心，
，老伴就能少一分痛苦
老伴就能少一分痛苦，
，我
流淌在字裡行間
流淌在字裡行間。
。 。”9 年，46
■本圖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臥龍 山東報道
做的再多都是值得。
做的再多都是值得
“病例日記
病例日記”
”，楊洪年對妻子濃濃的愛

“ 如果多一份細心
如果多一份細心，
， 老伴就
能少一分痛苦，
能少一分痛苦
，
流淌在字裡行間。
流淌在字裡行間
。
■ 圖/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臥龍 山東報道
“ 如果多一份細心
如果多一份細心，
，我做的再多
老伴就
楊洪年面前，是一摞厚厚的記載着愛人
“好記性不如爛筆頭
好記性不如爛筆頭，
，醫生也有犯錯的
都是值得。
都是值得
。，
”我做的再多
能少一分痛苦，
能少一分痛苦

在方淑翠老人病情用藥情況的筆記本。楊
楊洪年面前，是一摞厚厚的記載着愛人
洪年按時間順序給它們做編號，目前已經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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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細地記下方淑翠進出病房的時間、主治醫師
在“歷次血液透析記錄表”中，楊洪年
的姓名、透析情況、機器號碼、上機負責人、
精細地記下方淑翠進出病房的時間、主治醫師
下機負責人、上機體重、下機體重、血壓情
的姓名、透析情況、機器號碼、上機負責人、
況，甚至在陪護欄裡認真寫下自己的名字。
下機負責人、上機體重、下機體重、血壓情
服藥時間、藥品名稱、別名、顏色、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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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在醫院見到他都會叫一聲“大爺”，叫
翠所吃的藥物單憑外形就能知道名字、功
方淑翠一聲“大娘”。楊洪年說：“只要能拿
效。許多醫生被楊洪年的執着、嚴謹感動，
住筆，我就會把這份‘病例日記’寫下去。”
每次在醫院見到他都會叫一聲“大爺”，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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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暴跌 身家大縮水

456 人跌出中國富豪榜 20 年最多

■諶貽琴
希望香港
與貴州進
一步深化
互為旅遊
目的地和
旅遊客源
地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王芳凝 ) 貴州香港經
貿旅遊文化推介活動 10 日在港舉行，貴州共帶
來 120 個投資項目，投資總額近 1,600 億元人民
幣，涉及先進製造、大數據電子信息、大健康
醫藥養生、山地旅遊等多個產業。貴州省省長
諶貽琴在推介會上表示，貴港合作是“珠聯璧
合，碩果纍纍”，並希望貴州在大數據產業、
先進製造業、金融業、綠色優質農業、旅遊業
與香港再拓合作空間。

香港文匯報訊（記
近一年 A 股持續下跌，
拖累中國富豪財富大縮
水。10 日公佈的 2018 年
胡潤富豪榜顯示，今年
財 富 達 到 20 億 元 ( 人 民
幣，下同)入榜門檻的富
豪人數較上年減少
11%，是自 2012 年以來
首次下降；另外，有 456
位去年上榜的企業家今
年落榜，是百富榜公佈 ■馬化騰（左圖）財富縮水 400 億元人民幣，以 2,500 億元身家位列富豪榜第三，馬雲(右圖）則時隔 4 年
20 年以來最多的一次。
再度成為中國首富。
資料圖片

10日上海發佈的最新一期
胡潤百富榜顯示，阿
里巴巴創始人馬雲家族以 2,700 億
元財富成為中國首富，而去年首
富、中國恒大董事長許家印以
2,500 億元財富值屈居第二，騰訊
董事會主席馬化騰列第三。

螞蟻金服估值升 馬雲再成首富
馬雲時隔4年再度成為中國首
富，主要受益於螞蟻金服在新一
輪融資中估值上升，令馬雲財富
增長 700 億元。截至今年 9 月底，
阿里市值 2.7 萬億元，是目前內地
市值最高的公司，位列全球前
十，而螞蟻金服估值也達到 1 萬億
元。而受股價下跌影響，許家印
和馬化騰的財富分別縮水 400 億元
和 100 億元，以 2,500 億元和 2,400
億元位列二、三位。

財富超20億富豪 減少11%
本次榜單的統計截止日為
2018 年 8 月 15 日 。 截 至 8 月 15
日，上證綜指過去一年累計跌幅
16% ， 深 證 成 指 累 計 跌 幅 更 達
19%。
股價下跌，不少富豪身家大
縮水，令今年上榜人數下滑明
顯。據公佈，財富超過 20 億元上
榜門檻的企業家為 1,893 人，比去
年的 2,130 人減少 11%，其中還有
796 位的財富減少。此外，456 位
去年上榜的企業家今年落榜，是
2012年以來首次下降，回到3年前
的水平。
胡潤百富董事長兼首席調研
員胡潤在發佈會上表示，股市大
跌是富豪跌出榜單的主要原因，
今年成為百富榜 20 年來落榜人數

最多的一次，今年還有 34 位上市
公司股東股份被凍結。對於未來
的趨勢，胡潤稱，“如果股市能
穩住，相信上榜企業家還能增
長。”

拚多多老闆上榜 成最大黑馬
有人落榜，也有不少新人上
榜。榜單統計到有 881 位企業家財
富增長，其中 219 張新面孔。新人
來自很多新上市公司，如小米、
寧德時代等，亦來自很多獨角獸
企業，如比特大陸、小鵬汽車
等。
最大的黑馬是拚多多創始人
兼董事長黃崢，以 950 億元財富首
次上榜便一舉進入前 15 位置，並
首 次 成 為 “80 後 ” 白 手 起 家 首
富。
雷軍則憑借小米上市財富增

長 400 多億、以 1,100 億元身價上
升 12 位至前 10 位，小米上市還令
8 位股東亦列入百富榜；寧德時代
上市，不僅令董事長曾毓群以 400
億元財富新上榜，還造就了另外
六位股東首次上榜。胡潤認為，
雖然經濟增長放緩，還有中美經
貿摩擦，但新經濟創造新機會，
尤其是在投資者的推動下，造就
了許多新富豪。
碧桂園董事局主席楊惠妍和
萬達集團主席王健林家族位列第
四和第五位，其財富分別為 1,500
億元和 1,400 億元；百度和小米的
創始人李彥宏夫婦和雷軍分別排
第九位和第十位。
順豐控股首席執行官王衛排
名較上年下跌一位，以 1,200 億元
名列第七，與太平洋建設董事局
主席嚴昊家族並列。

貴州赴港推介 項目

者 孔雯瓊 上海報道）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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諶貽琴：冀促大數據成果轉化

諶貽琴說，廣深港高鐵全線開通，大大縮
短了香港與貴州的時空距離，為兩地合作再升
級創造了條件和機遇。希望雙方共同挖掘大數
據的價值，推動大數據領域科技成果轉化，共
同培養大數據緊缺人才。同時，進一步深化互
為旅遊目的地和旅遊客源地合作，共享旅遊資
源和市場。利用香港新修訂的上市規則，推動
更多貴州企業到香港上市，拓展融資渠道、降
低融資成本。
出席活動的外交部駐港特派員謝鋒在會上
指出，新形勢下，貴州與香港的互利合作既可
以上山、也可以下海。上山就是港資在已有良
好合作基礎上再上層樓，增加投資，在助力貴
州發展的同時開啟自身發展新空間；下海就是
雙方可以借“一帶一路”的東風發揮香港在區
位、金融、國際化、專業服務等方面的獨特優
勢，結伴參與“一帶一路”建設，開拓國際合
作新領域。
據介紹，黔港共享共融改革開放40周年、“一
帶一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重大機遇。自2011
年以來，貴州已在香港成功舉辦6屆投資貿易活
動，雙方累計簽訂合作項目112個，總投資達472
億美元，為貴州經濟發展注入了強勁活力。目前，
貴州省累計實際使用港資92.6億美元，佔全省累
計實際利用外資總額的56.4%，香港已成為貴州
對外開放的重要戰略合作夥伴。
中聯辦副主任仇鴻，香港特區財政司司長
陳茂波，中銀香港副董事長、總裁高迎欣，香
港貿發局副總裁葉澤恩，香港旅發局，港交所
和中資、港資企業代表等 300 餘嘉賓出席了是
次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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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慶寶寶有緣在一家 母子3人同雙十姊妹巧同慶

（中央社）花蓮張姓婦人今天生下老四，
加上她自己和老二，一家有 3 人是國慶生日，
相當罕見。台中林沛臻也生下國慶女娃，巧的
是，她的大女兒也是國慶寶寶，讓她直呼 「太
有緣了」 。
花蓮門諾醫院今天相繼出生了 4 位國慶寶
寶，1 位剖腹產，3 位自然產。其中 34 歲張姓
產婦自己就是國慶日出生，在今天國慶日順利
自然產下第 4 胎。
陪在一旁的潘姓丈夫表示，原本妻子預產
期約在 20 日左右，沒想到昨天晚間突然陣痛
，緊急進醫院待產，兒子似乎自己挑好時間，
選擇今天報到。
他說，加上老二也是國慶寶寶，一家 6 口
中 3 人是國慶生日，這一天除了好記、全國一
起慶祝外，還省下了一筆蛋糕錢，也算是生活
中的小確幸。
門諾醫院表示，過去有不少父母會選擇國

慶日安排剖腹產，可與國家生日一起慶祝；但
近幾年，多數父母選擇順其自然。
台中市 35 歲林沛臻今天也自然產下 3260
公克的國慶女娃，巧的是，她的大女兒也是國
慶寶寶，讓她直呼 「太有緣了」 。
林沛臻表示，小女兒的預產期本來是在
11 日，沒想到 9 日就出現產兆，今天清晨 5 時
11 分自然產，生下 3260 公克女嬰，巧合的是
，在 104 年 10 月 10 日清晨，她也自然產下
2680 公克的大女兒。
丈夫林耿逸表示，他和太太結婚 5 年，因
太太是豐原人，特別在衛福部豐原醫院生產，
沒想到大女兒和小女兒都是國慶寶寶，真的是
太巧，往後蛋糕也只要準備一個就可以一家慶
生。
豐原醫院婦產科醫師張崑敏表示，這 2 年
都在醫院遇上國慶寶寶，對於姊妹倆都是國慶
女娃一事，覺得這緣分還真是太奇妙。

大麻查獲量暴增22倍 調查局：毒品市場似重整
（中央社）最新版調查局毒品犯罪防制
工作年報指出，民國 106 年查獲的大麻數量較
105 年暴增 22 倍，顯示台灣毒品市場對於大
麻需求激增，毒品市場似面臨重整，有待審
慎觀察及因應。
調查局日前公布 2017（民國 106）年毒
品犯罪防制工作年報，除提出 106 年執行績效
，也針對台灣毒品犯罪趨勢提出分析與建言
。
報告指出，依據 106 年法務統計摘要，全
台各機關查獲的毒品量，第一級毒品海洛因
查獲量較 105 年大幅增加，第二級毒品大麻的
查獲數量更較 105 年暴增 22 倍，顯示台灣毒
品市場對於大麻需求激增。
報告進一步指出，105 年全台大麻查獲量

22.6 公斤，106 年暴增為 499.1 公斤，其中走
私途徑大多為毒梟利用網路自美國、加拿大
訂購大麻郵寄來台，及利用貨櫃夾藏走私來
台。
調查局表示，去年首度查獲自中國大陸
以漁船走私高品質大麻花來台案例，顯示台
灣的大麻需求日增，毒品施用人口及趨勢有
所變化，初步研判肇因於歐美部分國家吸食
大麻合法化，民眾取得管道多元且便捷所致
。
調查局發現，海洛因、大麻查獲量增加
，卻未同步呈現在新收毒品案件等數據，懷
疑犯罪黑數有所增長，台灣第一級、第二級
吸毒人口、吸食習慣及趨勢，恐有重整可能
性，後續有待審慎觀察，以利防範及因應。

國慶大會 維安警戒

「中華民國中樞暨各界慶祝 107 年國慶大會
年國慶大會」
」 10 日在總統府府前廣場舉辦
日在總統府府前廣場舉辦，
，維安人員在制高點
警戒周遭狀況。
警戒周遭狀況。

五峰鄉長秋振昌涉貪 公懲會判撤職
（中央社）目前停職中的新竹縣五峰鄉長秋
振昌任內涉嫌收受廠商賄賂，遭監察院彈劾送公
務員懲戒委員會懲戒。公懲會審理後，近日判秋
振昌撤職並停止任用 3 年。
監察委員尹祚芊、仉桂美今年 7 月舉行記者
會表示，秋振昌民國 103 年 12 月 25 日就任五峰鄉
長，從 104 年 12 月 23 日起陸續藉鄉內各項大小工
程，利用鄉長綜理各項工程採購招標、履約、驗
收程序職務身分，密集向廠商收受賄賂及飲宴招
待，並在招標前不當私下接觸廠商商議標案及竄
改工程底價。
尹祚芊說，秋振昌索賄金額從新台幣 2 萬元
到 30 萬元不等，不法利益所得達 151 萬餘元，已
經檢察官起訴，台灣新竹地方法院判處有期徒刑 9
年 10 個月，褫奪公權 6 年；秋振昌涉貪污案件仍
可上訴。

公懲會判決指出，根據秋振昌於法務部調查
局新竹縣調查站、台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
查中及監察院調查時，坦承向相關廠商要求、收
受賄賂情事，涉及觸犯貪污治罪條例收受賄賂罪
及中華民國刑法偽造文書罪。
貪污治罪條例規定，對職務上行為，要求、
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處 7 年以上
有期徒刑，得併科新台幣 6000 萬元以下罰金；刑
法規定，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
或他人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
公懲會指出，秋振昌身為民選鄉長，因自身
競選債務壓力，竟對職務掌管的工程發包標案，
收受相關廠商賄賂，甚或更改已核定的標案底價
，以便相關廠商能得標，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相關
規定，有懲戒必要，判撤職並停止任用 3 年。

教會職員侵占百餘名教友奉獻款 判刑8月
空軍慢速機隊編隊飛行揭國慶大會序幕
107 年國慶大會 10 日在總統府前廣場登場
日在總統府前廣場登場，
，空軍慢速機隊飛越會場上空
空軍慢速機隊飛越會場上空，
，為國慶大會
揭開序幕 。

（中央社）台北市某知名教會輔導中心陳姓女職員，涉嫌監守自盜，侵占 160 名教友的奉獻款項
，總金額約 60 萬元。台北地方法院審理後，近日依業務侵占罪判陳女 8 個月徒刑，全案可上訴。
台北地方法院判決指出，陳女從民國 104 年 11 月起擔任這間教會輔導中心的職員，負責個案協談
排程、接待、輔導室安排，與代收輔導奉獻款項。
然而陳女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自上班第三天起至去（106）年 3 月底，侵占超過 160 名教友的
789 筆奉獻款項，總金額近新台幣 60 萬元，而陳侵占的金額從 100 元到數千元不等；教會去年 6 月間
進行帳目查核發現異狀，全案因此爆發。
台北地檢署偵辦時，陳女坦承有侵占教會款項。北院審酌陳女的犯後態度以及與教會達成和解，
但迄今僅返還一萬元等情況，近日判她 8 個月徒刑，全案可上訴。

弒母案蔡京京已判無期 偷牛排案檢方擬撤上訴
（中央社）弒母案遭判無期徒刑定讞的蔡
京京被控 7 年前到北市超市偷竊牛排等食材，
一審判她拘役 50 天，經上訴，檢方考量本案
就算重判，兩案合併執行也是無期徒刑，無實
益，考慮撤回上訴。
蔡京京與丈夫曾智忠另被控民國 101 年 5
月間勒斃蔡女母親並棄屍，最高法院 105 年 5
月間，判兩人無期徒刑定讞。
依據一審判決書指出，蔡京京於民國 100
年 10 月 14 日晚上 8 時許，在台北市東區百貨
公司的地下室超級市場，竊取高級牛排等食材
，她步出超市時，保全察覺有異上前攔阻，蔡
京京一度佯裝配合返回結帳，卻趁保全不注意
時轉身逃往 1 樓並離開百貨公司，多名保全一
路追趕時，蔡京京攻擊保全，最後在路邊被圍
住，警方隨後據報逮捕，超巿人員取回價值近
新台幣 1000 元的牛排等食材。
檢方以準強盜罪起訴蔡女，一審法院於
105 年 2 月初認定不構成準強盜，以竊盜罪判

她拘役 50 天，得易科罰金 5 萬元。
案經上訴，高院 4 日開庭時，提訊蔡京京
以及她的丈夫曾智忠，曾智忠坐輪椅以輔佐人
身分出庭。
高院合議庭問蔡京京，對於檢方上訴有何
意見，她答稱，沒收到檢方上訴理由書，無法
答辯；法官立即翻卷調查發現，一審檢察官提
起上訴，遞交上訴理由書給一審法院時，疑似
只給正本，沒有附影印本要給蔡京京。
高院合議庭庭末諭知，會寄送檢方上訴理
由書給蔡京京，擇期下次開庭，再讓她答辯。
蒞庭公訴檢察官庭後表示，本案案發及繫
屬一審法院為 100 年，至今已快 7 年，依照刑
事妥速審判法第 7 條，自繫屬一審法院起超過
8 年而未能判決確定，應予減刑，本案一審判
拘役，罪刑為輕，且考量本案就算重判，再加
上弒母案，兩案合併執行，蔡京京也是無期徒
刑，似乎無實益，考慮撤回上訴。

國慶大會 6 名燈塔守護者領唱國歌

中華民國中樞暨各界慶祝 107 年國慶大會 10 日在總統府前廣場舉行
日在總統府前廣場舉行，
，主軸為 「台灣共好
台灣共好」
」 ，有
別於以往邀請知名人物領唱國歌，今年由 6 名燈塔守護者領唱
別於以往邀請知名人物領唱國歌，
名燈塔守護者領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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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话题

科普中国
让创新成果可感可知
叶晓楠 高一帆 赵 娜 李渊玮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的文化科普类场馆深受广大
游客青睐，科普出游人流爆涨。在丰富多彩的科学普及活动中，科
学、文化、艺术、旅游等元素交相辉映，打开了科学素质建设的广
阔空间。
科学普及和科技创新同等重要。中国坚持以科学素质建设增进
人民福祉，通过开展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科普活动，让公众真切
感受科学之美、创新之妙。全国科普日，便是开展此类活动的一个

全国科普日
展示未来生活的样子

刘向笔者表示，接触到新的科学知识
是此行的目的之一。

科普活动
让民众更有获得感

2018 年全国科普日，全国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广泛开展活动，围绕民众的主要关
近年来，我国的科普活动在吸引
注点进行展示交流，建设在线展厅。 民众积极参与的同时，也让他们拥有
此外，科普教育基地、科技学会、科
了更多的获得感。仅在科普日期间，
技馆以及校园科普的联动，也直接服
就有展览展示、互动体验、网络活动
务于科普爱好者们广泛的兴趣点。
等多种形式，供社会公众接触前沿科
科普日期间，位于北京的中国科
学知识。
学技术馆一楼大厅内，来自各企事业
“打游戏的同时还能进行科学普
单位、科研院所的展位一字排开，热
及，这种方式以前从没见过。”在腾讯
闹非凡。展位前，人工智能机器人、 的科普游戏公众体验区，一款款以普
无人驾驶飞机、虚拟现实设备、智能
及科学知识为主题的手机游戏、电脑
家居等“黑科技”产品应有尽有，它
端游戏，让不少往来参观的民众眼前
们的功能几乎覆盖了人们未来生活中
一亮。
的一切场景。
笔者在该展区工作人员的引导
“这次带孩子过来，就是想让他提
下，打开了一款名为 《肿瘤医师》 的
前了解一下未来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
手机端游戏。在游戏中，用户通过角
的。”北京市民李女士对本报表示，今
色扮演的形式，成为肿瘤患者的治疗
年全国科普日的北京主场活动，既展
医师，再根据系统对患者病情的介
示了创新成果，传播了科学知识，又
绍，有针对性地设计、实施治疗方案。
极大程度地满足了人们对于未来生活
“在游戏中，系统会普及一些抗癌
的好奇。
防癌的基本常识。”市民孙先生向笔者
科普展品的实用性是民众对于此
表示，
《肿瘤医师》这款科普类游戏，不
次科普展的一个重要关注点。“小度小
仅能起到提升科学素养的作用，还能
度，请关灯。”在“智享生活”展区， 提高民众对于疾病的预防意识，让人
百度的工作人员为笔者展示了如何通
们在保健领域有实实在在的收获。
过智能机器人，实现对室内灯光、家
在 体 验 了 《纳 木》、《微 积 历 险
电等设备的控制。“在未来，每一个产
记》、《电是怎么形成的》 等游戏的操
品的功能都会贴近日常生活的场景。” 作后，一位家长表示：“环境保护、微
“智享生活”展区的负责人向本报介
积分甚至是电的知识都通过游戏普
绍，今年科普日的活动开始以来，每
及，这在教育孩子方面替家长省了不
天都有许多民众前来询问智能家居的
少工夫。”让孩子有选择性地接触科普
实用性。
类游戏，提前“预习”一些未来课堂
“您真是英俊潇洒，风流倜傥。” 上将学习的知识，有趣又有益。
在“未来通信”展区，一台 AI 机器人
科普日活动不仅为科学知识提供
的“人脸识别”功能，引得现场观众
了新的传播渠道，还承担着为公众解
一阵大笑。“虽然它很有趣，但我关注
释新兴概念的功能。在中国科学技术
的更多是它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我们
馆的西广场，“智慧河道”、“海绵城
的生活。”刚体验完人脸识别功能的王
市”的展示模型吸引了不少游客纷纷
先生对笔者表示，新奇、有趣只是创
驻足。走进展区，一座立体模型正向
新成果的一个侧面，科普活动更需要
公众演示“海绵城市”是如何通过水系、
向公众演示新科技在未来生活中将扮
绿地及排水系统“喝掉”雨水，来缓解内
演什么样的角色。
涝压力的。
在此次科普日的活动现场，有不
“我的家乡内涝现象很严重，也提
少参观者抱着提高知识水平的目的前
倡建设‘海绵城市’，但很多居民不清
来。在“万千气象”展区，工作人员
楚什么是真正的‘海绵城市’。”一位
热情地向民众介绍气象相关活动：参
游客告诉本报，“海绵城市”模型展示
观者通过扫码进入 H5 界面，开始趣味
让他意识到了保护水系和植被的重要
答题。“题目的内容多与日常生活相
性，回家之后要将这些收获告诉更多
关，答完题后我又收获了许多气象领
人，大家携手保护环境，通过建成
域的小知识。”在现场参观的大学生小 “海绵城市”让居民在雨季少“遭罪”。

平台。自 2004 年开办以来，全国科普日活动见证了我国公民科学素
质的不断提升。在近期举行的 2018 年全国科普日期间，全国各地
开展重点活动 18020 项，辐射公众约 3 亿人次。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海量创新元素与科普活动紧密结合，
成为了科学普及活动中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2018 全国科普日活动
也涌现出许多让人眼前一亮的技术创新，让创新成果越来越可感可
知，为提升公众的科学素质提供了便利。

此外，无人直升机、飞行汽车、
共享单车停放监管大数据平台等最新
科技成果，通过科普展览的形式，为
未来人们的生活描绘了一幅蓝图。“新
产品通过科普日活动的展出，向民众
释放了信号：未来的生活质量一定会
越来越高。”“未来交通”展区的负责
人向本报介绍说，这几天，很多游客
在参观完之后表示，科学技术让自己
对未来生活更具信心。

科普未来
要创新更要有人情味儿
专家指出，科普事业的意义，更重
要的是把老百姓对于科技的需求激发
出来，把公民培养成“科学人”。
目前，我国民众的科学知识基础
较为薄弱，这就要求科普工作的形式
必须“接地气”。科普日期间，位于中
国科技馆西广场的心肺健康科普展区
内，三名工作人员正免费为游客提供
心肺复苏培训，并向他们介绍了腹部
提压心肺复苏器的使用方法。
工作人员向本报表示，本次展示
通过专家咨询、互动体验和产品展览
等多种形式，向民众普及医疗领域的
科学知识。“专家教的急救方法简单，
很容易理解。”一位年过花甲的游客坦
言道，简单而多样的科普形式很对普
通百姓的“口味”。
为提升居民救助效率和确保救助
安全性，本次展示还融入了互联网、
物联网等创新科技元素。在心肺健康
科普展区门口，放置了一台红色机
器 ， 机 身 标 有 AED （自 动 体 外 除 颤
仪） 和 AACD （腹 部 提 压 心 肺 复 苏
仪） 字样，旁边“站”着一个头戴耳
麦、肩负摄像头的人型模特，这一奇
特装置吸引了大批游客纷纷停留。
“这台机器叫‘心脏骤停紧急救
护平安站’，未来它将会被放置在各
类公共场所，为施救者提供救护车到
达前的专业抢救指导。”展区内的专
家告诉笔者，模特身上的耳麦和摄像
头，可以连接高清全景远程医疗系
统，营造施救者和医生间实时沟通的
环境，减少因急救知识缺乏而造成的
对患者的二次伤害。
未来，科技让生活更加便捷的同
时，也将更具“人情味”。中国科学技
术馆东大厅的通信展区，一家三口正
在观看一名“动情高歌”的人形机器
人。据展区工作人员介绍，这是一款
5G 云 端 智 能 机 器 人 ， 相 比 传 统 机 器

人，5G 机器人身上被埋下了大量传感
器，实现了“大连接”，产品更加灵活、智
能和人性化。
“一直以来，人们都呼吁机器人更
有‘温度’，它不应是冰冷的对话机，
而是温暖的陪伴者。”展区工作人员说
道。
科普方式的创新拉近了科技和民
众的距离，增进了民众对于未来科技
的期待。“我希望 VR 技术不只停留在
展台上，更应该走进生活中。”在科普
日的活动现场，来自山西的高中生杨
同学对本报表示，期待科普成果早日
应用于各个领域。
据悉，本次科普日面向不同人群
开 展 活 动 ， 其 中 社 区 居 民 10045 项 、
城镇劳动者 6078 项、农民 6619 项，覆
盖民众交通出行、能源使用、营养健
康、亲子教育等各个方面，让公众零
距离感受科技魅力的同时，也听取了
他们对未来科技的期待。

科普成果
与世界分享中国故事
绚丽的灯光，运动员优雅的冰上
动作，充满动感的科技元素，2018 年
平昌冬奥会的闭幕式上，“北京八分
钟”给全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
多数观众不知道的是，演出现场的冰
面上没有一个标识，演员却可以精确
走位，还能与 24 个隐形机器人相互配
合。在这高难度表演的背后，一项中
国的创新技术走进了人们的视野。
今年的全国科普日，为“北京八
分钟”提供彩排支持的“文艺表演预

演系统”和“训练彩排与数字验证系
统”在中国科技馆的展厅里为人们揭
开了奥秘：大屏幕上，平昌冬奥会闭
幕式舞台的每一个视角都映入了眼
帘，观众们就像站在了平昌冬奥会闭
幕式现场。展区前，不时有参观者佩
戴上与大屏幕相连的 VR 眼镜，配合
着“北京八分钟”布景，模仿着运动
员们的一个个动作，体验了一把震撼
世界的“北京八分钟”。
“‘文艺表演预演系统’和‘训
练彩排与数字验证系统’不仅可以把
导演团队的创意模拟呈现，还能够对
他们的设想进行纠错。”北京理工大学
数字表演团队的梁栋向本报表示，这
套“舞台节目预演系统”是中国的首
创，可以为世界各类大型演出提供预
演支持。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世界公众科
学素质促进大会也于今年的全国科普
日期间召开。随着中国技术水平的不
断进步，越来越多的中国科技产品走
出国门，与世界分享中国故事，为世
界性问题提供中国方案。
在科大讯飞公司的展台前，一款
空调遥控器大小的翻译机，成了会场
的“网红”。一位参观者用四川话说：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话音刚
落，英文翻译便在屏幕上显示了出来。
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这款产品已经成
为多个国际会议的指定翻译机，为国际
间的沟通难题扫清了语言障碍。
科学知识普及，帮助中国的创新
能力指数得到提高。日前，世界知识
产权组织发布的 《2018 年全球创新指
数报告》 显示，中国位列 17 名，首次
进入全球前 20 名。

▲9 月 18 日，浙江省德清县，40 多名小学生走进田间地头，了解农作物生
长和蚕宝宝成长等科普知识。
王 正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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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當勞教育展推出的教育界精英
【本報訊/鄧潤京】10 月 20 日，
星期六，美南傳媒集團將在騰龍教育
學院隆重舉辦一年一度的休斯敦麥當
勞教育展。
對於華人來講，傳統上十分重視
下一代的教育，都希望能在美國當地
升上一所知名的大學。由於教育體制
的不同，新移民往往對在美國如何升
大學這件事不甚了了。面對問題，麥
當勞教育展給出的解決方案就顯得及
時和實用。
每年的麥當勞教育展都會邀請教
育界的精英分享他們的體驗和經歷。
今年也不例外。共有在教育領域的 8
位師長到會，於家長和高中學生講述
他們的故事。在麥當勞教育展的當場
，聽眾也可以向他們提出問題。
1. John Y. Jo
約翰 y. 喬在休斯頓地區擁有兩家
麥當勞餐廳。在今年早些時候加入麥
當勞之前，他在石油和天然氣行業已

經工作了 35 年。在 1982 年，他就開
始了石油工程師的職業生涯。約翰和
他的妻子安娜（Anna）有三個孩子和
兩個孫子。
2. Brandon Mack
布 蘭 登 • 麥 克 (Brandon
Mack) 是 萊 斯 大 學 (Rice University)招生部副主任兼轉校招
生協調人。自 2009 年以來，
他一直在招生辦公室工作。麥
克的工作重點是招生委員會的
學生評估過程，學生轉學錄取
過程以及招募策略。他還為學
生提供選擇大學學科的入學教
育。
3. Duc Dinh
Duc Trong Dinh 丁先生是休
斯頓越南社區最傑出的教育家
。作為曾經的學生，他獲得了
休斯頓大學的全額獎學金，並
被錄取到德克薩斯州醫學項目
(B.S./M.D.)計劃。他還被萊斯
大學(Rice University)、貝勒醫
學院(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 和 UTMB 醫 學 院 (UTMB
Medical School) 另 外 三 個
SMDEP 項目錄取。他是“伸
出援手越南青年組織”(Lend
A Hand vietnam Youth Organization)和 Duc Dinh Center 中
心的創始人。“伸出援手越南
青年組織”是休斯頓一個專註
於慈善事業的青年組織，而

Duc Dinh 中心是休斯頓最大的私營學
習機構。Duc Dinh 中心已經讓數千名
學生進入大學、醫學院、牙科學院和
藥 學 院 。 丁 先 生 是 VANG Golden
Torch 的獲得者，這是一個備受尊敬
的獎項。他是 DeBakey 高中全國榮譽
學會入職典禮和校長領導會議的主講
人。他曾在波特蘭市和華盛頓特區舉
行的全國北美學生聯合會越南學生協
會會議上發表演講。他擅長將學生培
養成優秀的年輕人，使他們成為具有
高度道德觀、價值觀的公民領袖。
4. James Guo
詹姆斯• 郭(James Guo)畢業於
萊斯大學(Rice University)並獲得經濟
學文學學士學位。他對他的父母有著
不可估量的愛和感激，在這樣一個低
收入家庭，他的父母為確保他和他的
妹妹能夠得到最好的教育而犧牲了很
多。在他們的共同努力下，詹姆斯得
以就讀於 T.H.羅傑斯中學和邁克爾•
e•德巴基高中，這兩所學校都是德
克薩斯州和全國排名最高的公立學校
之一。
5. Talrah Pantallion
塔 垃 • 潘 達 隆 （Talrah Pantallion）是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在休斯
頓招生辦公室的碩士招生顧問。她從
2011 年開始在高等教育領域工作，開
始時是一名財務援助顧問，於 2013
年轉到德州大學招生辦公室工作。潘
達隆在幫助家長和學生完成大學申請
的工作過程中獲得了極大的樂趣。

6. Anne Sung
自 2017 年 1 月加入休斯敦獨立學
期（HISD）教育委員會以來，安妮•
宋（Anne Sung）一直是實施仁政，
小心管理納稅人資金，維護大學和職
業錄取標準，為學校提供全方位服務
以及改善特殊人群教育的服務。 作為
HISD 學校和哈佛大學的驕傲畢業生
， 安 妮 成 為 一 名 年 輕 的 Teach for
America 社團成員並愛上了教育。她
在 Lee 高中任教，擔任科學系主任，
並成為 2011 年度優秀教師。她曾擔
任哈裏斯縣治安官辦公室戰略規劃和
公共政策主任。 安妮目前擔任 Project GRAD Houston 的首席戰略官，
這是一個教育非盈利組織，與學區，
城市，學院和企業合作，幫助數千名
學生發展並實現他們的大學和職業目
標。安妮是美國領導人論壇的高級研
究員，他是亞奧理事會 - 大休斯頓，
一個 APA 民權組織的董事會成員。安
妮持有 B.A.和哈佛大學的物理學碩士
和公共政策碩士。她和她的丈夫有一
個孩子，一個未來的 HISD 學生。
7. Jill Schott
吉爾• 肖特（Jill Schott）是德
州大學理事會成員，州和地區合作夥
伴關系部門的高級主管。 吉爾在達拉
斯大學人文學院和貝勒大學學習教育
學。 在 2009 年加入大學理事會之前
，她教授高中學生並擔任德克薩斯州
教育機構的學業評估專家。 除了她與
大學理事會的聯系外，吉爾還是一名

演說家，一名妻子，一名母親，一名
志願者和一名土生土長的休斯頓人。
大學理事會成立於 1899 年，旨
在提供更多大學入學機會。 該非營利
組織以提供大學先修課程（Advance
Placement , AP) 計劃和 K-12 課程及
課後活動開發而聞名。該組織還擁有
PSAT 和 SAT 考試以及 CSS 財務援助
項目。此外，大學理事會網站為學生
們提供大學準備註意事項，未來大學
規劃和搜索職業咨詢。
8. Trinh Nguyen
阮（Trinh Nguyen）目前是休斯
頓大學的一名學生，攻讀英國文學學
士學位，輔修商業。 憑借她的學位，
她尋求成為教育系統的主管，並希望
取得事業的成功。 Trinh 在高中畢業
時開始在 Duc Dinh 中心擔任助教，從
第一份工作中她意識到自己渴望從事
教育事業。 去年，她輔導的課後班級
有超過 50％的學生獲得了滿分或只錯
過了一個 STAAR 考試的問題。 憑借
在教學，輔導和開發初級和中級課程
方面的經驗，Trinh 已成為識別教育系
統弱點的專家。 她希望她未來的貢獻
能使所有學生在高考當中受益。
麥當勞教育展的舉辦時間是：10
月 20 日，星期六，上午 10：00 點到
下午 5:00 點。地點在斯坦福市的騰龍
教 育 學 院 ， Talent Academy, 4835
Hwy 6， Missouri City， TX 77459

每天早晨，美好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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