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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家名店商家名店

客服微信三年延长质保

门店地址：
3510 Hwy 6, Sugar Land, 
TX 77478
电话：(281)-201-8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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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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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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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今日美南公眾號直播： 
      觀眾可在「今日美南」
      公眾號上，
       點選「美南視頻」裡的
    「美南國際電視直播」
      就可輕鬆連接至STV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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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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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thern TV-STV15.3 Hou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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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邏斯舉行年度軍官舞會俄邏斯舉行年度軍官舞會 俊男美女如雲俊男美女如雲

俄邏斯莫斯科俄邏斯莫斯科，，克裏姆林宮舉辦年度舞會克裏姆林宮舉辦年度舞會，，來自俄邏斯全國各地的來自俄邏斯全國各地的
超超18001800名軍校學員偕舞伴慘加了這場年盛大的典禮名軍校學員偕舞伴慘加了這場年盛大的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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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最貴印刷書亮相世界上最貴印刷書亮相
翻閱需要工作人員監督翻閱需要工作人員監督

英國格拉斯哥英國格拉斯哥，，世界上最貴的印刷書世界上最貴的印刷書————
美國鳥類學家美國鳥類學家、、畫家和博物學家詹姆斯畫家和博物學家詹姆斯··奧杜奧杜
邦手繪的第壹版邦手繪的第壹版《《美國鳥類美國鳥類》》被罕見取出米切被罕見取出米切
爾圖書館保險庫公爾圖書館保險庫公《《美國鳥類美國鳥類》》由美國鳥類學由美國鳥類學
家家、、畫家和博物學家詹姆斯畫家和博物學家詹姆斯··奧杜邦在奧杜邦在18271827年年
創作創作，，真實描繪了真實描繪了400400多種生活在美國的鳥多種生活在美國的鳥
類類，，其畫作大小與實物完全壹洋其畫作大小與實物完全壹洋。。開亮相開亮相。。該該
書曾被譽為書曾被譽為1919世紀最偉大和最具影響力的著世紀最偉大和最具影響力的著
作作，，目前世界上僅存目前世界上僅存119119本本。。由私人收藏的壹由私人收藏的壹
本在本在20102010年英國倫敦拍賣會上拍出了將近年英國倫敦拍賣會上拍出了將近
732732..1313萬英鎊萬英鎊（（約合人民蔽約合人民蔽76577657..7979萬元萬元））的的
高價高價，，成為成為““世界上最昂貴的圖書世界上最昂貴的圖書”。”。今年夏今年夏
天天，《，《美國鳥類美國鳥類》》在紐約拍賣在紐約拍賣，，最後以最後以965965萬萬
美元的價格成交美元的價格成交。。這本珍貴的書被瑣在壹個特這本珍貴的書被瑣在壹個特
殊的保險庫裏殊的保險庫裏，，但它屬於公眾但它屬於公眾，，任何人都可以任何人都可以
提前預約並在工作人員監督下翻閱提前預約並在工作人員監督下翻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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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妝品消費席卷中國？
千喜壹代到六旬老太都在護膚

綜合報導 中國人購物的激情達到頂

峰，在這個中國獨特的購物日，消費者

的狂熱甚至超過了美國的“黑色星期

五”，這也是中國消費力爆炸的壹個象

征。而歐萊雅（中國）團隊集中在壹個

會議大廳，盯著大屏幕見證產品銷量以

驚人的速度飆升。

據報道，這壹購物日的銷售狀況可

以分析百姓想法和需求的轉變，從中國

市場規模可達390億歐元的美容品方面

可以看到需求在走向高端化，而且網上

銷售額在高速地增長。歐萊雅(中國)有

限公司首席執行官斯鉑涵表示：“我們

在經歷壹場數字海嘯。”2013年至2018

年，歐萊雅(中國)的網上銷售占比從1%

大幅提升到了30%。

報道稱，這種超常的市場加速，可

以從中國社會的快速變化中找到答案。

首先，城市化進程大步推進，人們也在

見證壹個新興中產階級的出現。中國中

高收入家庭實力的提升才剛剛開始，比

以前更富裕、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中國女

性消費者與她們的前輩完全不同。歐萊

雅（中國）副總裁蘭珍珍回顧說，20年

前中國女性才剛開始在商場購買美容護

膚品，她們看不起化妝和口紅，認為只

有“壞女人”才會塗塗抹抹。如今，美

容品的需求已經走向高端化，更看重成

分、配方和質量，歐萊雅上海研發中心

負責人桑福德· 布朗說：“中國女性已經

變得比日本女性更苛求。”

“高檔美容品的銷量比其他檔次產

品的增長速度更快，”貝恩咨詢公司的

布魯諾· 拉納表示。

報道稱，爭相購買在各個年齡層都

存在，造福奢侈品巨頭路易威登或開雲

的中國千喜壹代（18歲至35歲）占到中

國奢侈品開銷的69%，喜歡購物和上網

的這壹代人通常愛將自拍照放到社交網

站上，壹些男孩們把頭發染成綠色或紫

色，壹些女孩則喜歡用顏色十分鮮亮的

口紅和把眉眼描得很誇張，但這並不妨

礙他們對自己皮膚的關愛，甚至瘋狂到

20歲左右就已經開始使用防皺霜，因此

僅這些年輕人群體就刺激了美容品的銷

量。同時，六旬左右的老人們也很註重

外表，也在護理產品上追求高檔貨，而

且她們也不再對網購心存畏懼，壹位77

歲的老太太就經常用微信和老夥伴們交

流護膚心得和建議。

報道稱，為了能夠跟上這種可觀的

消費升級，歐萊雅毫不猶豫地迅速展開

了與阿裏巴巴和騰訊等網站的合作。斯

鉑涵稱：“自2015年起我們就開始發力

電商，網絡已經成為我們21個品牌的重

要銷售陣地。我們運氣不錯：美容和數

字技術結合得很完美。”

報道稱，更關鍵的是，互聯網還

可以讓商家接觸新的客戶，就是那些

身邊沒有實體商場的消費者。如今，

歐萊雅（巴黎）40%的銷售額和伊夫-

聖羅蘭 50%的銷售額都是在網上實現

的。網絡銷售的迅猛發展，讓歐萊雅

（中國）輕松地升至美容品銷量榜首

並且成為整個集團盈利第二大的子公

司。

歐萊雅（中國）電商部門負責人哈

根· 烏爾費特表示，歐萊雅（中國）現在

打算“鞏固其在數字平臺銷售方面的領

導地位”。他果斷地推出了很多創新舉

措，以吸引中國的年輕人，目標是接觸

5億潛在的消費者。

增強現實和人工智能等諸多新技術

都促進了對新消費群體的捕獲：歐萊雅

集團創建了壹個“玩美彩妝（YouCam-

Makeup）”的App，可以讓消費者通過

智能手機虛擬試妝口紅和粉底。同時，

歐萊雅在全國3400個商業中心的各專櫃

設立了壹些魔幻的鏡子，消費者可以嘗

試各種色彩的口紅和粉底，就像在手機

上使用App壹樣。

同時，消費者還可以在線咨詢和

下單（95%的人用手機），或者也可

以去商場購買，因為這樣在決定購

買之前可以與售貨員面對面交流。

實際上，年輕的女孩們在化妝方面

沒有任何參考，因為她們的媽媽輩

很少化妝。

另外，歐萊雅還將賭註壓在了個性

化服務上，這是中國目前正在掘起的新

需求，例如在美寶蓮專櫃，消費者可以

在美容品包裝瓶上刻心形圖案或自己的

名字。

斯鉑涵說，“潛力仍然巨大”，因

為除了中產階級的壯大之外，還有某些

檔次的美容品市場有待開發，例如目前

只有40%的中國女性化妝或使用口紅，

而韓國的這壹比例是85%。

報道稱，盡管中國人的想法轉變得

很快，但是香水市場走勢還不太好，彩

妝這壹巨大的市場發展仍然緩慢，但這

也意味著未來的潛力。在上世紀90年

代，歐萊雅的前老板林賽· 歐文-瓊斯曾

夢想中國女性人手壹支口紅，今後這或

將成為比較現實的想法。

從“小作坊”到“大塊頭” 中國民營企業大變身
綜合報導 “從1984年企業創辦至今將近35

年，我能深刻感受到改革開放帶來的紅利。”接

受記者采訪時，正泰集團副總裁陳建克如是說。

從建立之初的壹家小小開關廠，到如今業務遍

及140多個國家和地區，總資產超過650億元(人民

幣，下同)的全球知名智慧能源解決方案提供商，

正泰的轉變也是中國民營企業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

縮影。

40 年來，中國非公有制經濟經歷了從小到

大、從弱到強的發展歷程，特別是2005年《國務

院關於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

發展的若幹意見》推出後，民間投資得到極大發

展。截至2017年底，中國民營企業數量超過2700

萬家，個體工商戶超過6500萬戶，註冊資本超過

165萬億元。

陳建克對改革開放以來民營企業發展環境的變

化體會頗深。回想正泰創辦之初，他直言彼時官方

對於民營經濟管理頗為嚴謹，從企業員工人數到銀

行貸款金額等，都有相關限制。而近些年來，隨著

支持政策不斷出臺完善，民營經濟發展有了更好氛

圍，“變化非常大”。

陳建克舉例說，以往民營企業、國有企業兩邊

各自發展，隨著中國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如今國

有資本與非公有制經濟有望在融合發展中實現雙

贏，這也反映出中國市場經濟體制正逐步完善。同

時，壹大批實力雄厚的民營企業成長起來後，也能

夠和國有經濟形成互補、相得益彰。

另壹家由“小作坊”成長為“大塊頭”的中國

民營企業是吉利。吉利控股集團董事長李書福放過

牛、開過照相館、生產過冰箱、賣過裝潢材料、生

產過摩托車。直到上世紀90年代末，吉利開始做

起了造車夢。

伴隨改革開放進程，僅僅20年，這個看似遙

不可及的夢想便照進了現實。2017年，吉利控股集

團各汽車品牌銷售量182萬輛，全年總營收2782億

元，凈利潤188億元。從收購著名汽車品牌沃爾

沃、寶騰，再到今年通過旗下海外企業主體收購奔

馳母公司戴姆勒的股份，吉利開始謀劃龐大的全球

布局。

“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吉利的誕生”，吉利控

股集團公關傳播部高級經理高坡向記者表示，

正是改革開放紅利帶動了中國制造業整體提升，才

使民營企業有機會進入汽車制造領域，甚至參與全

球競爭。

陳建克亦指出，近些年中國政府幫助民營企

業拓寬經營領域，降低市場準入門檻，同時推動

稅收制度改革等壹系列措施，讓相關企業切實感

受負擔減輕了，發展環境寬松了，從而也使更多

民營企業有能力、有意願“走出去”，融入國際

市場。

如其所言，曾在狹窄領域裏“小打小鬧”的中

國民營企業，如今已走向世界舞臺大展拳腳。在世

界500強企業中，中國民營企業由2010年的1家增

加到2018年的28家。

民營經濟不斷煥發生機活力的同時，還反哺

中國各領域發展。改革開放以來，民營企業在促

進增長、擴大就業、增強活力等方面發揮了重要

作用。概括而言，其貢獻了 50%以上的稅收，

60%以上的國內生產總值，70%以上的技術創新

成果，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的企

業數量。

作為改革開放的受益者、參與者、貢獻者，

民營經濟已成為推動中國發展不可或缺的力量，

成為創業就業的主要領域、技術創新的重要主

體、國家稅收的重要來源。站在下壹個 40年的

起點，可以肯定的是，中國民營經濟只能壯大、

不能弱化，不僅不會“離場”，而且將走向更加

廣闊的舞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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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根據一家研究機構GasBuddy的
報告，休斯頓當地油價繼續下跌並保持在較低
價位。本週休斯頓油價每加侖平均為2美元左右
，比上週下降了0.05美元，

上週當地油價每加侖下降了0.3美元，比一
年前同期降低了0.12美元。

全美範圍內，每加侖汽油的平均價格為2.36
美元，比上個月下降了 0.26 美元，全美至少有
31個州的個別油站的價位在2美元以下。

能源業分析專家表示，這也是油價連續第
十個星期下跌，目前已經回落到2017年哈維颶

風以來的最低價格，而且現在的油價對石油組
織有關減少石油產量的做法反映遲緩。

根據能源部的統計，上週末，美國商業原
油儲量減少了120萬桶，，上週四全部的石油儲
量為4.42億桶，比去年同期下降了100萬桶。

休斯頓周邊城市的油價也分別如下：
奧斯汀的油價每加侖為- $2.06, 比上週下降

了0.0.6美元
Waco平均油價為每加侖- $1.98
College Station- $2.01，下降了0.08美元。

油價繼續跌 休斯頓平均油價2美元

（ 綜 合 報 導 ）
周琦的美職籃第二
賽季在一陣驚詫之
音裡戛然而止。被
裁員固然是職業球
員的心頭之痛，但對剛剛更換了美方經紀人的周琦而言，
用災難定義或許稍顯偏激，福兮禍兮，重獲自由身的周琦
也有了一次尋覓新舞台的契機。

2016年，周琦在次輪43順位被火箭選中，一年後，他
如願趕赴航天城，與火箭簽下4年557萬美元的新秀合同，
其中後兩年為非保障。

登陸美職籃至今，他共代表火箭出戰19場，場均出戰
6.6分鐘，得到1.3分、1.2籃板、0.7封蓋。剩餘時間，他多

半效力於火箭發展聯盟下屬球隊里奧格蘭德山谷毒蛇，出
戰31場比賽場均11.2分7籃板2.3封蓋。

如今，火箭內線臃腫，為了減輕球員工資與高昂奢侈
稅的負荷，周琦成為“清退”的第一目標。隨著火箭總經
理達雷爾-莫雷公開宣布了裁員通告，周琦與火箭正式分手
。

12月18日，在火箭宣布與周琦解約數小時後，周琦再
次通過微博發聲，一方面感謝火箭的培養，同時表示，自
己將繼續努力追逐夢想。

火箭解約 周琦髮長文：理解，感謝培養

（綜合報導）美國電信運營商AT&T今日宣佈，其新
一代移動通信網絡5G已正式上線，目前涵蓋美國的12座城
市。但是，第一款移動5G設備要等到本週五(12月21日)才
能到貨，而5G手機更是要等到明年。

AT&T發言人今日稱，其5G網絡已正式在美國的12座
城市上線，分別為亞特蘭大、夏洛特、達拉斯、休斯頓、
印第安納波利斯、傑克遜維爾、路易斯維爾、俄克拉何馬
城、新奧爾良、羅利、聖安東尼奧和韋科。

雖然5G網絡已經開通，但第一款支持5G網絡的設備
Netgear 公司的 Nighthawk 5G 移動熱點(Netgear’s Night-
hawk 5G Mobile Hotspot)本週五才能到貨。

Nighthawk 5G移動熱點是一款便攜式設備，允許用戶
創建自己的WiFi網絡，從而讓自己的手機、筆記本電腦和
平板電腦等設備接入到 5G 網絡。而真正可以直接接入到

5G網絡的5G手機要等到2019年上半年才能到貨。
目前，Nighthawk 5G移動熱點售價499美元，15GB的

5G服務每月費用為70美元。AT&T表示，這與當前4G網
絡下10GB數據月費用50美元相當。

AT&T還表示，2019年上半年還將在拉斯維加斯、洛
杉磯、納什維爾、奧蘭多、聖地亞哥、舊金山和聖何塞等
城市的部分地區提供5G服務。

根據AT&T的計劃，2018年年底前將率先在美國12座
城市中商用5G網絡，2019年將擴大到19座城市，而2020
年要保證美國至少有2億用戶體驗上5G網絡。

網速方面， AT&T 5G 移動網絡的速度最高能達到
125MB/s，並且延遲可控制在1毫秒內，但由於前期基礎建
設還要完善，所以網速暫時會在50MB/s左右，後續會升級
至最高的125MB/s。

AT&T今日在美國開通5G網絡 休斯頓上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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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周年紀念

共擔復興責任 共享富強榮光
習近平強調支持推動港澳融國家發展大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中共中央

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18日在京出

席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並發表重要講話。他強

調，要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

“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針，嚴格按照憲法和基

本法辦事，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支持和推

動香港、澳門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讓香港、澳門

同胞同祖國人民共擔民族復興的歷史責任、共享祖國

繁榮富強的偉大榮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德花 福州報道）
應邀參加此次大會的有一群特殊的嘉賓，他們
是來自海峽對岸的台商、台青和台胞。在現場
聆聽習近平總書記在大會上發表的重要講話之
後感慨萬分，他們表示自己能參與、見證祖國
大陸改革開放的巨大變遷與有榮焉，同時對大
陸從求溫飽到奔小康再到富起來、強起來的恢
弘氣勢倍感驕傲與自豪，並感謝祖國的強大給
了眾多台商、台青、台胞在大陸發展的機遇。

觀展覽與總書記照片合影
受邀參加此次慶祝大會的福建平潭台商協

會監事長薛清德，是今年全國五好家庭中唯一
台籍家庭。他從14日起就發了朋友圈，圖文並
茂地向親朋好友介紹自己到北京參加慶祝改革
開放四十周年活動，特別是15日參觀國家博物
館舉辦的《改革開放四十周年展》時，見到
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考察福建平潭時與他對話
的照片，薛清德特別的激動，他特意在那張照

片前再次留影記錄這一榮耀時刻。
薛清德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有幸在人

民大會堂參與此盛會，聆聽了習總書記重要講
話，作為台灣同胞，更關心的是兩岸關係的發
展問題，總書記在談民族偉大復興時，指出在
改革開放的這四十年中，香港與澳門的回歸，
實現“一國兩制”，是雪恥，是從原侵略者手
中奪回了一個公道；在台灣的問題上，堅持
“九二共識”，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不動搖。

台灣創業青年、福建五四青年獎章獲得者范
姜鋒也是受邀參加慶祝大會的台青，他向香港文
匯報記者表示，大會給他印象深刻的是大陸在認
真檢討了改革前的問題後才推動了改革開放，這
是大陸了不起的地方，選擇面對而不是逃避，才
贏得了今天騰飛的局面。他稱，習總書記的講話
非常重視人民，也是先講重視人民再說黨的改
造，繪就了一幅幸福民生的畫卷。他稱自己在廈
門的十年，感受到了大陸經濟發展的快速，人民
對美好生活的嚮往都一一實現。

外媒熱議
英國廣播公司網站
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始於40年前，由
此引發的經濟快速增長使得中國成為
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一政策也讓數
億人擺脫了貧困。報道引述習近平的
話說，中國無論發展到什麼程度都永
遠不稱霸。中國重申了將繼續為人類
共同的未來作出貢獻。

美聯社
中國再次作出了維護多邊貿易體系和
繼續推進經濟開放的承諾。

路透社
40年前的今天，中國確定改革開放，
成就了當今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地
位；40年後，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召開
的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從
“富起來”到“強起來”的中國，誓
言改革開放不停步，強化“黨領導一
切”的執政理念絲毫不能動搖。習近
平的講話明確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方
向，以及繼續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的
改革舉措，更向外界釋出中國改革開
放永遠在路上的積極姿態。

《聯合早報》
以1978年12月中共召開的十一屆三
中全會為標誌，中國開始走上改革開
放道路，距今已有 40年。這 40年
裡，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取得舉世矚
目的成就，從一個貧窮落後的國家一
躍變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堪稱世界
經濟發展史上的奇跡。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40年前，中國開啟了帶來巨大轉變的
改革開放進程，把中國從一個貧困國
家轉變成一個經濟超級大國。從40年
前中國國內生產總值不足1,500億美
元，40年後中國的GDP大幅增長到
超過12萬億美元，僅次於美國。

■中新社

掌握兩岸關係主導主動權
在回顧改革開放40年的光

輝歷程時，習近平表示，40年
來，我們始終堅持推進祖國和
平統一大業，實施“一國兩
制”基本方針，相繼恢復對香
港、澳門行使主權，洗雪了中
華民族百年屈辱。我們堅持一
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
加強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
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堅決
反對和遏制“台獨”分裂勢
力，牢牢掌握兩岸關係發展主
導權和主動權。海內外全體中
華兒女的民族認同感、文化認
同感大大增強，同心共築中國
夢的意志更加堅強！

講話中，習近平指出，
“一國兩制”偉大構想具有強
大生命力。我們要全面準確貫
徹“一國兩制”、“港人治
港”、“澳人治澳”、高度自
治的方針，嚴格按照憲法和基
本法辦事，完善與基本法實施
相關的制度和機制，保持香

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支持
和推動香港、澳門更好融入國
家發展大局，讓香港、澳門同
胞同祖國人民共擔民族復興的
歷史責任、共享祖國繁榮富強
的偉大榮光。

祖國統一是民族根本利益
習近平強調，實現祖國完

全統一，是全體中華兒女共同
心願，是中華民族根本利益所
在。我們要堅持一個中國原則
和“九二共識”，鞏固和發展
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基礎，深
化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造
福兩岸同胞。我們有堅定的政
治決心和強大能力維護國家主
權和領土完整，祖國的神聖領
土一寸都不能分裂出去！

出席大會的國務院港澳辦
主任張曉明在會後回應媒體提
問時說，習近平講話提到祖國
的神聖領土一寸都不能分裂出
去，主要是針對台灣問題，但
香港亦要依法處置“港獨”問
題。

參會台胞感驕傲：與有榮焉

■■習近平在慶祝改革開放習近平在慶祝改革開放4040周年大會上發表講話時強調周年大會上發表講話時強調，，讓香港讓香港、、澳門同胞同祖國人民共澳門同胞同祖國人民共
擔民族復興的歷史責任擔民族復興的歷史責任、、共享祖國繁榮富強的偉大榮光共享祖國繁榮富強的偉大榮光。。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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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霜當選王霜當選20182018年度亞洲年度亞洲
足球小姐足球小姐。。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武磊力壓大牌武磊力壓大牌
外援外援，，榮膺中超榮膺中超
““金靴金靴”。”。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國足主帥納比國足主帥納比（（左二左二））將在亞洲盃後離任將在亞洲盃後離任。。 中新社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黎永淦）在剛剛過去的
周日結束的菁英盃A組東方龍獅對和富大埔之
戰，艾華頓為東方射入1：1的入球，事後被批評
欠缺體育精神，主教練陳婉婷透過社交平台為球
員鳴不平，更指主裁判湯巨森一度要求東方球員
讓大埔入球，以彌補他判罰過程中犯下的過錯，
惹來圈中人嘩然。為免香港足球淪為世界笑柄，
陳婉婷已即場拒絕湯巨森這個荒謬的要求。

東方重開界外球惹爭議
大埔在這場賽事第15分鐘由黃祖心先開紀錄

（足總根據球證即場指示，誤判為艾華度入
球），東方29分鐘由艾華頓追平，大衛拉菲爾於
87分鐘為大埔絕殺對手，打開分組賽勝利之門。
然而在艾華頓入球之前，黃祖心已因受傷倒地幾
分鐘，惟湯巨森未有中止賽事，東方球員也堅持
進攻，當艾華度大腳解圍踢出邊線後，大埔隊醫
入場治理黃祖心傷勢。其後界外球重開，大埔球
員一心以為對手會歸還控球權，但艾華頓接應謝
朗軒界外球後，乘大埔守衛未及回防，推入禁區
勁射破網，為東方追成1：1。

事後大埔立即向湯巨森抗議，但不得要領，
賽事也因而停頓了幾分鐘。不少球迷也對此議論
紛紛，更透過互聯網批評艾華頓及東方乘人之
危。

陳婉婷周一晚透過社交平台為球員發聲，指
球員“做了應該做的事”，她這樣寫：“作為教
練，我的確為外界對球員的批評而抱不平。當
然，若果我是對方的職球員，也許會同樣不滿。
因為大家的觀點與角度不同，正如有球員認為是

受傷而踢出界，亦有球員認為是解圍後再處理受
傷，我相信球場中22個球員也未必每一位清楚整
個過程。”

即場拒絕免成世界笑柄
她又質疑球證處理今次事件有問題：“球證

重新開球直至判入球有效後才暫停比賽，並承認
犯錯，問己隊能否讓對方立即射入一球，把比數
改為2:1。擾攘一輪，球員傳來不同的聲音，有點
混亂，我要求第四球證交代場中的事，卻從未得
到任何回應。最後我拒絕此荒謬的要求，以免香
港足球成為世界的笑柄。”

陳婉婷18日受訪時表示，自覺有責任為球員
發聲：“事件發生後引發很多意見，球員情緒一
定會受影響，我有需要維護球員專業精神。”至
於會否有進一步行動投訴湯巨森今次奇怪行動，
她則指會方暫未有計劃。

“中國足協俱樂部財務控
制與管理國際研討會”18日召
開，亞足協俱樂部准入總監納
西爾透露，2018賽季中超球隊
的球員薪水總支出達6億9千6
百萬美元，約是日職聯的3倍。

據騰訊體育消息，中國足協
主辦的本次研討會為期兩天，18
日的第一個主題演講是由亞足協

俱樂部准入總監納西爾介紹亞足
協准入工作概況以及准入工作對
於亞洲俱樂部財務狀況的影響。

納西爾透露2018賽季中超
球隊的球員薪水總支出達到了6
億9千6百萬美元，而日本J聯賽
（日職聯）則為2億 4千萬美
元，澳超則是3千1百萬美元。
而 根 據 亞 足 協 的 統 計 ，

2015-2017賽季中超聯賽各家俱
樂部虧損總和在不斷增加，在
2017年超過了7億美元，平均每
家俱樂部達到4千萬美元以上。

此外，納西爾還透露：“希
望每個俱樂部都有女足，但這只
是一個提議，給予各個俱樂部時
間應對。”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棍網球獲國際奧委會認可
國際奧委會執委會11月底通過確立國際棍網球協會的臨時認可

資格。香港棍網球總會總幹事方堃晟認為，棍網球運動獲得國際奧
委會的認可將有助這項運動在世界各地的發展，香港棍網球總會亦
會積極準備，推動本地球員的
訓練計劃，準備日後棍網球項
目正式進軍奧運。
國際棍網球協會自2008

年成立，擁有62個會員國
家及地區，2018年協會在以
色列舉行了歷來最大規模的
男子世界錦標賽，參賽隊伍
達46隊。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回顧中國足球的2018，

“五系一體、兩心一賽”的青

訓體系夯實，俱樂部財務監

管和名稱中性化的職業化改

革“提速”，成為足協全年

工作的兩大亮點；同時，在

俄羅斯世界盃成為“看客”

後，管理者也有了“進軍卡

塔爾世界盃”的決心和壓

力，這使得“長遠打實基礎、

短期要有改觀”成為一道考驗

他們能否把握規律和保持耐心

的難題，也是中國足球在這一

年付出大於收穫的註解。

陳婉婷為球員發聲 火箭宣佈裁掉中國球員周琦
NBA侯斯頓火箭總經理莫雷華盛頓時

間17日證實，中國球員周琦已被火箭裁
掉。

周琦是在2016年NBA選秀大會上被火
箭在第43順位選中的。不過，火箭當時並
沒有直接簽下他，周琦留在CBA繼續為新
疆廣匯征戰了一年，幫助新疆在2017年奪
得隊史首個CBA聯賽冠軍。

2017年7月，火箭正式簽下周琦，期待
他成為第二個姚明。不過事與願違，在過去
的一個半賽季中，儘管周琦努力適應NBA
的比賽強度和節奏，但是仍很難在火箭立
足，他基本上是在火箭下屬的發展聯盟俱樂
部毒蛇打球。在毒蛇期間，周琦為球隊出戰
31場，場均拿到11.2分和7個籃板，投籃命
中率為51.3％。而在有限地為火箭上場打球
的時間裡，周琦場均僅得到1.3分和1.2個籃
板，這應該是火箭放棄周琦的主要原因。

在獲知被裁的消息後，周琦在社交媒體
平台上為自己打氣。他說：“拼圖，不是這
一塊，會是下一塊。夢不變，我在路上。”

■新華社

中超薪資逾6億美元 約日職聯三倍

爆球證要求讓球

■■艾華頓艾華頓（（上上））周日為東方周日為東方
射入扳平的一球射入扳平的一球。。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周琦周琦（（右右））今年今年1010月為火箭上陣月為火箭上陣。。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中國足球的中國足球的20182018

由於缺席世界盃，一直
是中國足球焦點的國

足在今年沒有大賽可踢，
球隊的凝聚力、戰術穩定
性、比賽投入度都沒有達到12
強賽時的水準，因此幾乎沒有
太多亮點。而據外媒報道，納比
已決定不再續約，同時中國足協
也沒有提前續約，“納比時代”可能

在明年1月的亞洲盃後畫上句號。

納比時代亞洲盃後畫句號
這使得本屆國家隊無法有太長遠的規

劃，唯一目標就是以上一個世界盃周期的主
力球員為主，在亞洲盃上力爭佳績。而那之
後，國家隊帥位或將迎來又一位世界名帥。

國足的平淡讓職業聯賽成為球迷們關
注的焦點。從“天王山之戰”上海上港打破廣
州恒大八連冠夢想的高水準對決，到武磊甩掉
“本土”終成“金靴”的驚艷，再到收官之戰
各隊用精彩表現打破保級下“默契球”的質
疑，以及足協盃決賽懸念和精彩的有始有終，
都代表中超的品質和觀賞性在提升。這樣的進
步在“U23政策”於聯賽中途說改就改的情況
下，更顯得難能可貴。

不過，這些進步還不足以讓上座率已位
居亞洲前列的中超能夠在亞冠賽場重現廣州恒

大巔峰時的霸氣，因為聯賽在技戰術水準這項
“核心競爭力”上仍有明顯不足，而這最需要
本土青訓提供強有力的支撐。

可喜的是，在國奧聘請世界名帥希丁克的
同時，還有“百名外教下基層”的落實——中
國足協正在精英和基層兩端，努力解決缺乏高
水平教練的短板。而這樣同等力度的“兩手
抓”，在以往並不多見。

“金字塔”框架逐漸清晰
得益於對青訓前所未有的重視，近一年

來，青訓體系“金字塔”的框架逐漸清晰，29
個青訓中心正在形成輻射效應，學習“克萊方
丹模式”的國家足球青訓學院即將成立，秉承
“內外結合”思路、在足球強國西班牙建設的
“馬德里青訓中心”也已揭牌……

儘管青訓的付出和投入巨大，但“一年做
了十年的工作，不等於一下會出現十年的成
果”——這是男足全國青訓總監李樹斌接受採
訪時頗有感觸的一句話，也概括了青訓不可忽
視的兩點特質——打實基礎、不能急躁。所
以，對於成績的合理預期，李樹斌等業內專家
們有共識：“青訓一定要在十年之後來看。”

十年看似很長，但不過兩個世界盃周
期。處於青訓頂端、產出精英的職業俱樂部體
系也必須有公平競爭、眼長遠的制度保障。

足協改革 擬建職業聯盟
為此，中國足協正在進行很大力度的改

革。比如在青訓的“准入槓桿”上，從2019
年起，中超、中甲俱樂部要至少建設五級梯
隊，中乙要至少建設四級梯隊；在財務監管
上，足協即將推出包括“薪酬帽”“轉會帽”
等在內的舉措，凸顯了其抑制盲目投資、轉會
費和薪酬過高等現象的決心和力度。此外，足
協正研究推進組建職業聯盟、俱樂部名稱中性
化等一系列舉措。這都有望推動中超向以五
大聯賽為標杆的真正職業化邁進。

一年來，既要久久為功，也要只爭朝
夕，成為中國足球管理者緊抓效率的工作狀
態。可以理解，如能在短期有所突破，才能給
長遠發展贏得信心和時間。

但是，足球如同“大體育”的多元發
展——競技體育的國足成績、體育產業的職業
聯賽、全民健身的“草根”普及，三者間有
環環相扣的規律，這更反映出世界第一運動的
價值，足球有遠多於“打進世界盃”的評價
標準。

當“鏗鏘玫瑰”再一次打進世界盃、開
始集訓備戰之時，如果能把對男足國家隊的支
持力度也給予到市場回暖的女超聯賽以及女足
運動的參與和普及中，或許才能帶給中國足球
更長遠的耐心和動力，才能實現更為平衡的可
持續發展。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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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初中一年級的國文課本裡，有一篇文
章，雖已讀過近半世紀，但課文內容仍能記憶
猶新，尚能倒背如流， 「執事率數百之眾，困
守城中，何足以抗我軍？今余既來索，則地當
歸我，珍餚不急之物悉聽而歸」，這是西元
1662年明荷決戰前夕鄭成功寫給荷蘭總督揆一
的戰書。字字珠磯，執地有聲。經過數個月激
戰，天時、地利加上人和，鄭軍大勝，荷軍退
出佔據了三十八年的台灣，從此改變了台灣的
命運與歷史定位。記得在當年的中學歷史課本
裡，有一張荷軍戰敗撤退的插圖。軍容仍然整
齊，軍官穿著中世紀典雅的軍服，戴著高帽，
腳蹬長統皮靴。行轅上三角形旗幟迎風飄揚，
遠方停著三艘飄著荷蘭國旗的戰船。以荷軍從
容的態度，相信國姓爺（這是荷人在官方文書
中對鄭成功的稱謂）信守了他的承諾，讓荷人
帶著他們的珍寶，從容的撤出了大員（台南）
。在文獻裡有非常詳細的記載著荷軍撤出的儀
式。雙方約定，荷軍將前膛槍的火藥填滿，子
彈上膛，點燃火繩，敲著小鼓，整齊的列隊走
出鄭軍的重圍，然後點燃引信，對空擊發，登
船離開。算是一場保留了軍人顏面的文明投降
儀式。這場戰爭是東西方正規軍的第一場海戰
。這個古戰場現在稱做安平，當時名喚台江灣
。也有學者考據這是台灣名稱的由來。

荷蘭人沿著台江灣修了三個城堡，熱蘭遮
城（Zeelandia）在今天的安平古堡，普羅凡西
亞（Provencia）在今天的赤嵌樓，及烏特列支
（Utrecht ）在今天的四草附近。顯示古台江灣
涵蓋了今天一大部份的台南市。經過三百年歲
月，滄海已成了桑田。今天在安平古堡附近仍
能看到熱蘭遮城所遺留下來一堵爬滿了樹根的
古磚牆。仍訴說著三百五十年前荷屬東印度公
司稱霸海上的榮景。在夕陽餘暉的映照下，引
人 「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的感傷。記得
十多年前在荷蘭擔任客座教授期間， IHE 的老
校長 Segeren教授 特別用他的遊艇帶著我造訪荷
蘭最南方的 Zeeland 省。指著一座古城門告訴我
，三四百年前去台灣的船都是從這裡出發的。
這座典型中世紀的荷蘭式城門是他們對故鄉的
最後印象。在那大航海時代，船員的平均壽命
約三十六歲，船員出海後能再回到故鄉的機率
並不高，有些人甚至沒能到達目的地，或因疾
病，或因海難就命喪海上。於是紐西蘭（New
Zealand），熱蘭遮城(Zeelandia ) 的命名由來，
都是他們濃濃的鄉愁和對遙遠故鄉的懷念。

三十多年前在台南唸大學的時代，安平地
區有一條長長黑黑的運河，億載金城附近有一

個佈滿竹筏的大瀉湖，七股在
印象中是一大片種著西瓜的沙
地。三十年多年後再訪安平，
運河經過多年的整治，水質改
善很多，沿著運河兩岸營造出
一片有著摩登建築物的新興巿
區，瀉湖被填成了新生地，上
面蓋滿了房屋。四草大眾廟附
近保存一小段種滿紅樹林的河
道，成了台南最重要的觀光熱
點。電動平底竹筏載著遊客緩
緩的行駛在由紅樹林建構成的
綠色隧道。運河的水質雖無臭
味，但並不理想。陽光從樹葉
縫中灑入，在水面上形成非常
漂亮的倒影，隨著樹葉的疏密
，距離的遠近，營造出一片層
次分明的光影。沿岸的紅樹林
數種非常多，主要有五梨跤，海茄冬，水筆仔
，由樹幹的粗細，氣根的長短判斷，應有數十
年的樹齡。樹雖不高，但樹形崢嶸，氣象萬千
。沿途船家用灰諧的口吻替大家上了一課紅樹
林簡介，雖不專業，倒也有模有樣，八九不離
十。運河的起點是座大眾廟，奉祀的主神是位
康熙年間平亂有功的台灣將軍，據說是第一位
成神的台灣人。廟後有一座畫著西洋人物圖像
的圓形塚，收的是荷鄭海戰喪命的荷軍骨骸，
「千里孤墳，無處話淒涼」， 「可憐無定河邊

骨，猶是深閨夢裡人」，經過三百多年的時光
，深閨裡的人也已香消玉殞多年，當年的愛恨
情愁亦早已不復可尋。向他們深深一鞠躬，算
是代替我的荷蘭朋友捎上遙遠故鄉的懷念與祝
福。在下游短短幾百公尺的距離，有舊荷蘭商
社的遺趾，因尚未開挖，無法一窺全貌，更遑
論重現原有的榮景。運河的未端是清代的釐金
局，是昔日海關的舊址，顯然此處曾是舟楫頻
繁的重要渠道。可惜或因地形變化，或因河川
改道，原有的水路儘剩這短短的數百公尺渠道
供後人憑弔爾。

趨車赴七股，那一片一望無際種滿西瓜的
景象已不復可尋，取而代之的是廣大的濕地及
黑面琶鷺的印象。此地曾是養殖漁業最興盛的
地區，隨著養殖業的式微，留下大片的廢棄漁
塭及在漁塭裡豐富的漁產。因為食物豐富，覓
食容易，因此這些瀕臨滅絕的珍客選擇七股做
為過冬最重要的棲地，也成了台灣一項重要的
觀光資源。每年入冬，遊客、賞鳥的愛好者、
生態保育學者如候鳥般的湧入，也為這濱海的

平靜鄉間帶來一股生命力。這群人不同於一般
觀光客，不喧嘩、不嬉鬧、不成群結隊，或背
著背包，或騎著單車，或帶著相機、或帶著記
事本，靜靜的記錄著所思、所聞與所見。台江
國家公園訓練了一批小小的解說員，為了歡迎
我們的到來，這一群可愛的學童，一字排開，
將他們所理解的生態知識，運用童稚真誠的語
向來賓介紹七股濕地及黑面琶鷺的種種。儀態
、自信、專業都恰到好處、可圈可點。不管他
們長大會從事什麼行業，相信這幼年的經驗會
是他們這一生最重要的瑰寶。

最後登船一覧台江瀉湖的風貌，雖然晴空
萬里，艷陽高照，但強勁的海風，仍帶來絲絲
的寒意。原來的大台江灣現在僅存這片海域，
雖然規模已縮小很多，但仍是一望無際。這廣
袤的水域被幾道離岸的沙洲屏障著，所以儘管
東北季風強勁，加上適逢退潮，水流還算穩定
。隨著潮水的進出所帶來豐富的營養源，形成
獨特的食物鍊，因此此地成了最佳的天然養蚵
場。水面上佈滿了蚵架、定置漁網及由竹筏組
成的漁民作業平台。平台上鍋碗瓢盤一應俱全
，顯然他們平日有大半時間生活在水上。漁民
多是上了年紀的長者，且女性的比例相當高。
長年日曬雨淋，滿佈歲月刻痕的古銅色皮膚，
展現了他們生命的韌性。這身影使我想起了先
祖父及千百年來在大地上討生活的農民們。相
信漁民們不知道什麼是部長，用著鄉下人最真
誠的一面招呼我們。從水中隨手撈起一串尚未
整理的蚵，丟上我們的船來，這串蚵或許不值
多少錢，但可是他們餐風飲露的勞動成果，其

中的誠意是無價的。船沿著蚵架間的水道緩緩
駛向外海，沿途看到三三兩兩的鸆鷀迎風站在
竹竿上，或許因被人類騷擾慣了，儘管船隻從
它們身邊通過，鸕鶿們仍然悠然自若。這些鸕
鶿每隻都朝向同一方向，仿佛望著它們北方的
故鄉。腦中浮起了望鄉的牧神的印象。但事實
上並沒有如此的詩情畫意，迎風站著是為了風
乾它們的翅膀，向著北方是因為當天吹著東北
季風，站在竹桿上是方便盯著水中的獵物。有
些聰明的鸕鶿，甚至知道站在掛著漁網的竹竿
上，因為那是定置網的入口，是魚群必經之處
，也是狩獵的最佳地點。

或因突堤效應，或因沙源為水庫所攔截，
此地的沙洲面臨嚴重的海岸侵蝕，岬頭潮流頂
沖處成片的木麻黄林滑入海中，沙洲上也可看
到成排的定沙工程，困獸猶鬥般的試著抓住每
一粒沙，對抗無情風浪的摧殘。或許工程手段
能抵擋一陣子，但終究必然臣服於大自然的力
量。再過百年，台江灣必然有它的新風貌，今
天的沙洲必然會消失。另一片沙洲必然會在另
一個位置形成，屏障著另一塊水域，相信鸕鶿
仍會迎風站著，漁民仍任勞任怨的利用祖先流
傳下來的技藝，忠實的守護著這塊水域。無為
或許是最積極的作為，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帝力何有於我哉？」。2013.3.7

又記：本文全憑個人記憶隨手拈來，無法
也無意對歷史事件做詳細考據，或與史實有所
出入。小朋友因此歷史考試答錯了，概不負責
。

台江巡禮
台大土木工程系教授李鴻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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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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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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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題：戀戀古城 中國 畢節——摩洛哥 馬拉喀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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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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夏， 我在金陵遇見了隨同
著名旅美歷史學家李又寧教授來南京
大學的華文作家石麗東女士。我對她
的了解從她贈我的一本大作《誰與爭
鋒： 美國華人傑出人物》（臺灣商務
印書館，2013年5月版）開始。

這本書為36位在美華人奮鬥並取
得成功的故事，書中有些人物是中國
大陸讀者所熟悉的。如傑出科學家丁
肇中、著名導演李安，更多的人物故
事，是中國大陸讀者並不十分熟悉的
，如第一位華裔太空人王贛駿，第一
位獲得美國“美國生物科技獎”的唐
南珊，第一位華裔國際空間站站長焦
立中等等。石麗東女士是新聞學科班
出身，通曉美華兩種文字，獲得臺灣
政治大學新聞所碩士，在美國曾任職
《休斯敦郵報》，經常奔赴重大科技
的現場， 撰寫了大量的新聞稿，著有
《當代新聞報道》一書，是臺灣大專
院校新聞學專業的必備書，出版後多
次印刷，這本凝結她新聞理論與實踐
的經典作品，是她學術貢獻的寫照。
不僅如此，她聚焦華裔在美國社會的
貢獻，書寫的不僅僅是在美傑出華人
的生平與事功，更多的是 身為同胞發
自內心的民族自豪感。這些鮮活的新
聞報道，在歲月的流淌中慢慢成為固
化的歷史或檔案，為在美國的特殊文
化群體“華族”的研究采集、保存了
大量極有價值的史料，受到知名歷史
學家李又寧教授的肯定與鼓勵。

這本書對於中國大陸的讀者，特
別是青少年讀者，故事新鮮，讀來令
人精神振奮。誠如著名華文作家王鼎
鈞先生為其所作的推薦序所言，這些
“活出銅像樣子來”的炎黃子孫奮鬥
的故事，不僅是寫給當下的中國人，
也是為後世子孫所寫。 如果說華人在
美國的奮鬥史是一部北美大陸的當代
《史記》，這一篇篇故事，就是在美
傑出華人的“列傳”。這些可歌可泣
的人物故事，能夠在中國大陸流傳，
是作者的心願。當時恰逢中國大陸提
倡“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得知作
者另著有兩冊《成功立業在美國》，
采寫的對象也是在美打拼的華人，職

業敏感提醒我可以把兩本書“打散”
了再組合，分門編纂科技、人文、藝
術、政商等多卷冊的“雙創”故事，
多維度展現華人在美國多領域打拼、
奮鬥與成功的勵誌小史，給中國大陸
的“創業”與“ 創新”提供一份精神
鏡鑒，遂有了讀者諸君手中的這本
《在美華人“雙創故事”•科技卷》
， 接踵而來的還有“人文卷”“藝術
卷”和“ 政商卷”。

作者持續幾十年的采訪、撰稿，
不僅是新聞人的敬業精神驅使，更有
一種歷史使命感在召喚。華人在美讀
書、生活、工作十分不易，更遑論異
族在他鄉取得驕人的成績。但美國的
社會的進步，國家的強盛，包括了華
人在內的多元族裔的貢獻，作為華人
媒體人、自由撰稿作家，麗東女士用
自己的如椽大筆為自己的同胞留下了
壽於金石的文字。作者的碩士論文題
目是“《萬國公報》及其在晚清所推
動的西化運動”，比較關中西文化的
互動，這是她認知華人在美國貢獻的
歷史底色，她的文字，從昨天的新聞
故事到明天的歷史材料，其實是一種
內在而深刻的文化自覺，她要以事實
（史實）告訴世人，當今美國科技與
社會的巨大進步， 是集聚了許多包括
華人科學家、大學教授、藝術家、商
人乃至政府官員在內的智慧與努力的
結果，而美國主流社會是很少有人願
意講述或聆聽華人這樣一個少數族裔
的故事的，如何以自己民族的文字書
寫自己民族人傑的故事，成為新聞人
兼作家的她的一份沈甸甸的責任。

從2015年夏間討論面向大陸讀者
出版這本圖書，到《在美華人“雙創
”故事•科技卷》即將與讀者見面，
歷時3年，作者核對文字，潤色文稿
，增刪材料，搜尋照片，與編輯之間
的郵件往來多達120余封。其間，她
還不幸遭遇了人生最沈痛的打擊。
2017年7月中旬，在美國紐約聖約翰
大學召開的“留美與近代中國教育”
的國際學術會議上，我再次見到麗東
女士，她不僅帶來她的研究成果，也
帶來作品修改的最新消息。

《在美華人“雙創”故事•科技
卷》 遴選了25篇華裔科學家的故事，
他們中有前面提到的第一次登上太空
的王贛駿、第一位擔任太空站站長的
焦立中、諾貝爾獎獲得者丁肇中，有
把畢生先給防癆事業的許漢光，有為
香港高等教育做出重要貢獻的香港科
技大學原校長朱經武、香港城市大學
現任校長郭位，等等，他們的“創新
”故事，不僅是他們個人的榮耀，而
且為走出落後、邁向世界舞臺的中國
留下了開創未來的巨大精神激勵資源
。

行筆至此，我想起自己在南京大
學念本科時所經歷的一件難忘之事。
1986年的夏天，我在南京大學禮堂有
幸聆聽了著名華人科學家李政道教授
的一次報告。他說，21世紀華人科學
家一定會在許多領域執牛耳，許多美
國的大學研究院的學術領袖將會由美
籍華人擔任。那個年代，我在南京大
學聽過不少報告，但沒有一場報告有
李政道先生這樣對華人的自信，對中
國未來科技發展的自信，這場報告我
終身難忘！這是三十多年前一位科學
大師向國人傳遞的文化自信！。李政
道先生的自信所來有自，他個人的成
功固然是明證，他所推動的中美聯合
培養物理學研究生計劃（CUSPEA），
歷時10年，為中國大陸培養物理學人
才近千人，爭取美國資助上億美元，
這樣一個實實在在為中國科學培養人
才的計劃，自然讓李政道教授看好中
國科學技術發展的未來。另一方面，
當時已經有華人在美國的科學研究與
科技應用領域嶄露頭角。20世紀60、
70年代以來，自中國臺灣去美國留學
的一代，到了1980年代，已經開始在
美國的科學研究領域大顯身手，例如
，本書采寫的王贛駿1985年4月29日
，成為第一個進入太空的炎黃子孫，
同時也是世界上第一位親自登上太空
軌道，親自動手做自己所設計的物理
實驗的科學家。

這本書的采寫對象多數來自中國
臺灣地區，不過他們的父母輩差不多
全來自中國大陸，王贛駿出生在江西

，後隨父母遷居臺灣，1963年入讀美
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作者自己也
是出生在湖北巴東，生長在臺灣，後
在美國留學工作。1949年兩岸分隔以
後，臺灣學生赴美留學潮約早於中國
大陸20年，因此中國大陸留學生在美
脫穎而出為華人爭光的時代自然有一
個“時差”，就在我寫這段文字的時
候，1985年畢業於南京大學物理系的
張翔院士正式執掌香港大學，2008年
他獲得《時代周刊》評選的全球十大
科學發現的發明，2010年成為美國國
家工程院院士，這與王贛駿登上太空
的“時差”差不多20年。如今中國大

陸赴美留學的學生已經雄踞美國國際
學生人數榜首，他們之中未來一定會
湧現出許多各領風騷的科技、人文、
藝術乃至政商的精英，因此《在美華
人“雙創”故事》會像電視連續劇一
樣，可以一集接著一集上演下去。

這本書所呈現的“雙創”故事，
也許無法簡單復制。但故事裏所蘊含
的創新哲學與人文精神，對後來者應
該有所激勵，有所啟迪，我以為這是
麗東女士寫作的初心，也是我看完這
本書的一點感悟。

2018年7月 17日於南京大學鼓樓
校區

【編者按】
以下這篇〈看得見的歷史〉是推薦

石麗東新作〈在美華人的雙創故事-科
技卷〉的一篇序跋，由 南京大學出版
社編審、主任及南大出版研究院研究生
導師楊金榮教授執筆，他同時也是一位

專研中國近代史的學者。
該書今年十月初版，由南京大學出

版社印行。
作者石麗東表示：這本書間接反映

了兩蔣時代的中華民國，致力於教育和

經紀建設並且宏揚傳統中華文化，在如
是的大環境下，許多留美學生來到美洲
新大陸開創事業，落地生根，日後雋才
回流，報效祖國者不在少數，其中包括
擔任香港科技大學校長朱經武、臺灣國

家公共衞生院長伍焜玉、香港城市大學
校長郭位…不勝枚舉，如今這些可圈可
點的人物和事蹟將藉這本新書流傳到中
國大陸,也可說是海峽兩岸另一種形式
的文化交流。

看得见的歷史看得见的歷史 楊金荣楊金荣

如果穿越时光隧道，回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年

，你行走在浙江省江山县城的大街小巷，或许就会

碰到一个卖臭豆腐的女人。臂挎一个竹篮，她喜欢

在小巷中穿行，“腌子——豆腐干”， 不高不低

的叫卖声，随着她的身影在小巷回荡。递给她些许

硬币，她用一片青菜叶托着几块臭豆腐款款地送回

你的手中。如果买主是老人或者小孩，她会朝你莞

尔一笑，然后踽踽前行。

她六十开外，青衣黛裤黑布鞋，衣着整洁，头

发纹丝不乱。她从不大声说笑，显示出她的不平凡

的气质。闲空时，她会站到文化馆的阅报栏前，认

真地一字一字读《人民日报》社论。或有人特别是

成年异性靠近身旁，她会急急地低头溜走，像惊草

之蛇，消失得无影无踪，透出一份神秘。

这个女人是突然出现在这个偏远小城的，很少

有人知道她的来历，就有了种种猜测和传言。有人

说她其实很富有，有人说她的身世很奇特，甚至有

人说她是台湾派来的特务。二十年后，当这个女人

走完她的人生之路时，中共江山市委统战部派来一

个官员叶高荣，他找来干过摄影的朋友小刘，加上

殡仪馆的书记，为这个卖臭豆腐的女人开了一个迷

你型的追悼会。会上宣读了她的亲友从美国、新加

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台湾、香港等地发来的唁

电。小刘拍了几张照片，洗印后让叶官员带回去交

差，为这个卖臭豆腐女人的一生画上了句号。

只有老一辈的江山人才知道，她叫毛辅文，是

民国早年曾经名噪一时的毛氏三千金之一，离开江

山已经四十年。她的大姐就是举世闻名的民国一代

名媛毛彦文。她们的父亲是当时江山有名的富商，

开布庄和酱园的毛华东。

毛辅文小名寿仙，世上叫这个名字的何止万千

，惟这个寿仙一生下来就运交华盖。当时地处浙西

一隅的江山民风闭塞，重男轻女的思想依然十分严

重。毛辅文的母亲在生她之前，先是生了一个男孩

，不幸于五岁时夭折，后来又接连生了两个女儿，

再次临盆前，父亲表示倘这一胎仍为女的，他将纳

妾。她的祖母怕家庭不和，预先安排调包计，将毛

辅文送到蔡家山何姓农家寄养。另买回一男婴代替

，借以欺骗毛华东，却又多病于周岁夭折。因其二

婶未有生育，毛辅文断奶后被接回二叔家，二婶未

生子前，夫妻俩对她钟爱异常，待生下堂弟后，辅

文便被冷落。后来其父得知辅文是他亲生的秘密，

坚持把毛辅文领回。辅文五六岁时就三易其养，亲

人频换，造成她对家人缺少热情表示，长大后落落

寡欢。

民国进入第二个十年，西风东渐，毛氏三姐妹

豆蔻年华，领风气之先，放天足剪西发，戴眼镜穿

皮鞋，上西河女校，唱英文歌，江山城内几乎无人

不知。大姐毛彦文在迎亲之日逃婚乡下毫无影踪，

消息传播遐迩，闹出民国初年破天荒的大新闻，有

鸳鸯蝴蝶派文人写成小说《毛女逃婚记》，竟然传

遍全省，当时三姐妹盛名可见一斑。

1925年，毛辅文考取南京东南大学。时三姐妹

均在南京，大姐彦文任教江苏第一中学，七妹同文

在金女大附中读书。两年后军阀混战起，南京发生

战事，学校停办，三姐妹仓皇出逃。自此之后，毛

辅文便中断了学业。一支刚刚探出水面的荷花，被

战争之手无情地掐去了尖尖一角。一将功成全城空

，历史留下的，只有战争辉煌的火光，不见万民苦

难的阴影。1984年，在得知毛辅文去世的消息之时

，毛彦文在《哭三妹辅文》中慨叹，毛辅文可谓生

不逢时，她本来“宅心忠厚，个性耿直，待人真诚

，天资敏慧，在东南大学成绩优异，实一可造之材

。倘不因北伐而辍学，到毕业后也许有光明前途，

美满婚姻，不至浮沉一世，忧患终身，谁实为之？

其天意乎？”人生确实难料，令人无法参透，若不

是际遇迥异，焉知这个后来沦为卖臭豆腐的女人不

会成为又一个孙多慈、林徽因？

奈何乱世出红颜，在经过一段短暂的失败的婚

姻之后，毛辅文开始了她的颠沛流离的人生。杭州

、衢州、北京、天津、最终落脚上海，她在大姐毛

彦文身边直至命运再次发生转折。1949年4月底，

在隔江的隆隆炮声中，毛彦文匆匆乘船东去。毛辅

文到上海十六铺码头送行，姐妹相拥泪流满面，彦

文曰：“此去要做白俄矣！”从此姐妹海峡永隔，

毛辅文失其所依。

卿本佳人，奈何受苦。毛辅文的前半生遭遇战

乱，后半生则饱受人为斗争之苦。解放后毛辅文没

有工作，孤身一人蜗居上海。曾以军统特务之名被

投入监狱。三年大饥馑时，她被上海扫地出门，流

放边远的甘肃，后因疾病缠身无法独立生活，又被

遣返回江山老家投靠亲友。此时的毛辅文已乱头粗

服形同乞丐，幸得有侄女一家照应，方得安顿下来

。后来毛辅文便靠卖臭豆腐苛延度日。

命运之神对可怜的老人从不照拂，仅仅过了几

年还算安稳的生活，“文革”的狂风暴雨又向她袭

来。她被以种种莫须有的罪名游街批斗。造反派污

辱她摧残她，令她着旗袍涂口红挂项链站街挂牌示

众，四十年前的时尚在六十年代被作为反动古董来

展示。二十年代就受过高等教育的民国才女，在这

个偏远小城自是凤毛麟角，她内心一定非常孤傲。

看透了世态炎凉，其心灵上的痛苦远胜于物质的贫

乏，残酷的境遇令她身上缭绕着一种淡淡的哀愁。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原野”（王充《论

衡》）。诺大的中国居然容不下一个忍辱偷生的老

妇。她是命运的弃儿，时代的祭品，社会的缩影。

但是她没有屈服。每次批斗之后，她总是把自

己拾掇得干干净净清光照人，拿出家中珍藏的最好

的食品慰劳自己。她不卑不亢，照样走街串巷叫卖

她的臭豆腐。有天真未凿小女孩在门口问老人，

“你为什么要穿成那样站在大街上？”老妇人微微

笑着说，“不这样人家认不到我啊！”说话时一脸

的淡定。像她竹篮中的豆腐，邪恶者搞臭的，只能

是她的外表。她彷佛在模仿《唐吉柯德》中的桑丘

•潘沙的腔吻说：我虽然游街出丑，我仍然是个有

体面的人。她要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示给世人，她

要保持住内心仅存的孤傲。在残酷的斗争和荒诞中

，她始终葆有人性的辉煌。在善良平民的心中，她

是一位美好的受难女神。买她臭豆腐的人更多了，

连平素不食此物的人也来光顾她。走在青石板小路

上，在几块豆腐的一送一接之间，从人们的眼神里

，她看到了人性的温暖。残存在非正常年代的人性

火花，才是人类文明薪火流传的真正火种。

毛辅文一介平民，出生在二十世纪之初，与世

纪同行，也与世纪共患难。她一生身陷苦海，饱受

战乱和动乱之苦。在离世前几年，她终于像张贤亮

小说《绿化树》中的章永璘那样“走上了红地毯”

，在1982年诞生的政协江山市委员会中有了一席之

地。当时她给自己起了个新名字——毛友仁。也许

她记起了早年读过的圣贤古语，曾子曰：“君子以

文会友，以友辅仁。”（《颜渊》）她原来的名字

辅文或出于此，新名字仍由此而来。为什么“以友

”能够“辅仁”？康有为在《论语注》如是解释：

“人情孤独则懒惰，易观摩则奋历生。置诸众正友

之中，则寡失德；置诸多闻人之中，则不寡陋。故

辅仁之功，取友为大。”也许毛辅文是用她的新名

字告诉人们，在这位性情淡漠举止有点乖张的老人

心中，其实是多么的盼望“友”情渴求“仁”爱，

她并不希望只有孤独相伴。

在大姐毛彦文出资安排和亲友的帮助下，毛辅

文已经和她的父母亲在西山的坟茔中团聚相依，或

可弥补她在世时的孤零和漂泊。从西山鸟瞰公园

，一派太平景象尽收眼底，全无当年杀伐批斗之

踪影。毛辅文泉下有知，定会感慨万分，祈福上

苍。但愿国家和平稳定，社会和谐友爱，人民远

离战争、远离阶级斗争。则百姓幸甚，天下幸甚

！

一个卖臭豆腐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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