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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水蓮牧師（康嘉欣
康嘉欣）
）
紐約藝人福音團契創牧/宣教士
華視歌星演員藝名 康嘉欣
電 影‘ 天 才 與 白 癡 ’ 女 主 角
中華藝人之家宣教士
台北基督之家宣教士
少數民族宣教中心顧問
德州藝人福音團契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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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舉辦趣味“
德國舉辦趣味
“浴缸船
浴缸船”
”漂流賽 花式小船輪番上場

德國巴登德國巴登
- 符騰堡州施蘭貝格
符騰堡州施蘭貝格，
， 當地舉辦 Da-Bach-na-Fahrt 小船
漂流賽 ， 42 名參賽者開著它們的
漂流賽，
名參賽者開著它們的“
“ 浴缸船
浴缸船”（
”（Zuberbooten
Zuberbooten），
），參加
參加
400 米距離的比賽
米距離的比賽。
。比賽要求選手抵達終點時
比賽要求選手抵達終點時，
，鞋子不能濕
鞋子不能濕。
。

趕緊張嘴釋放
座頭鯨躍出水面捕魚誤食海鷗
加拿大蘇克海岸附近的沙利旭海，壹頭 44 英尺
加拿大蘇克海岸附近的沙利旭海，
英尺（
（約 13 米）長的座
頭鯨在出水進食時，
頭鯨在出水進食時
，不小心誤食了幾只低空飛行的海鷗
不小心誤食了幾只低空飛行的海鷗，
，很快它意識到
了自己的錯誤，
了自己的錯誤
，於是開始張嘴將海鷗放歸天空
於是開始張嘴將海鷗放歸天空。
。

墨西哥發現瑪雅遺址壹洞穴內
藏數百件手工藝品

墨西哥國家人類學與歷史研究所(INAH)
墨西哥國家人類學與歷史研究所
(INAH)
公布 ， 考古學家在墨西哥奇琴伊察瑪雅遺址
公布，
下發現了壹個藏有數百件手工藝品的洞穴，
下發現了壹個藏有數百件手工藝品的洞穴
，
並稱這壹發現“
並稱這壹發現
“令人難以置信
令人難以置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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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hone 今年三輪降價
部分降超 2000 元

iPhone 又降價了。
自今年年初開始，iPhone 已經經歷
三輪降價。最新壹輪從 3 月 5 日開始，
天貓、蘇寧、京東等各大電商平臺紛
紛加入，降價最高超過 2000 元。
記者註意到，近幾輪降價以 2018
年新品 iPhone 為主，降價 1000 元-2300
元。而價格下調對於提振 iPhone 銷售來
說，確實有壹定效果。國內 iPhone 產品
降價後，蘇寧、天貓披露數據顯示，
iPhone 銷量提升明顯。
“如果庫存積壓到後半年就更沒
人買了，所以現在必須降價。”位於
北京中關村的渠道商黃雲（化名）告
訴記者，新款 iPhone 發售以來，由於銷
量不理想，庫存必然面臨較大壓力，
因此降價清倉是蘋果不得不做的。
今年三輪降價，部分降超 2000 元
iPhone 的每次“瘋狂”降價，都伴
隨著業績不佳的聲音。
1 月 3 日，蘋果 CEO 發布公開信將
2019 財年第壹季度的收入預期從 890 億
至 910 億美元，下調為 840 億美元。至
於原因，其歸因於中國市場的經濟放
緩及消費者對升級 iPhone 需求的下降。
短短數天後，深圳華強北渠道商
收到美國方面的調價信息，部分 iPhone
產品開始降價。其中，2018 年蘋果發
布的新機 iPhone XR 降價幅度最大，僅
渠道價便下降 450 元。
隨後，各電商平臺引爆此輪降
價：1 月 10 日晚間，京東下調 iPhone 8
和 iPhone 8 Plus 售價；天貓手機方面
宣布，新品 iPhone 最高直降 1500 元；

256G 版本到手價 9388 元，較之前蘋果
官網便宜了 1611 元。
京東方面表示，iPhone XS Max 官
網價最高直降 1700 元，iPhone XS Max
搶券低至 7999 元，iPhone XS 搶券 7399
元起限時特惠。
拼多多平臺顯示，iPhone XS 64G
券後價格為 6999 元；iPhone XS 256G
券 後 價 格 為 8199 元 ； iPhone XS Max
64G 券 後 價 格 為 7599 元 ； iPhone XS
蘇寧易購則將 iPhone XR、iPhone 8/8P Max 256G 券後價格為 8699 元，較蘋果
的價格分別下調，最高比蘋果官網售 官網價降價達 2300 元。
價低 1200 元。
降價沖銷量，iPhone 天貓銷量提
蘋果於 1 月 30 日揭曉業績，2019
升
150%
年第壹財季（2018 年第四季度）財報
至於降價理由，蘋果方面曾直
顯示，當季營收為 843 億美元，比上年
言
，
降低價格是為沖擊銷量。而目前
同期下降 5%。CEO 庫克在財報發布後
的電話會議上表示，蘋果公司正在重 看，效果確實明顯。
自 3 月 5 日下午 5 點 iPhone 啟動新
新考慮如何在美元之外對 iPhone 進行定
壹輪降價以來，截至
3 月 7 日 12 點，
價，因為美元價格大幅上漲，使得手
iPhone 在天貓整體銷量環比提升 150%
機隨著美元的走強而變得更加昂貴。
此番言論也被外界理解為，iPhone 。其中，iPhone XS Max 銷量最佳，環
滯銷，說到底還是太貴了。以此開始 比提升了 230%。
截至記者發稿，天貓平臺 iPhone 價
了蘋果手機第二輪降價。
格下調幅度較大，在蘇寧易購天貓旗
2 月 1 日，蘇寧手機官方宣傳“率
先降價”，512G 的 iPhone XS Max 與 艦店，iPhone XS 64G、256G 直降 1400
元 ， 售 價 分 別 為 7299 元 、 8699 元 ；
蘋果官網價相比，降價達到 1700 元。
3 月 5 日開啟的最新壹輪降價，多 512G iPhone XS Max 幅 度 最 大 直 降
個電商平臺紛紛加入。天貓平臺蘋果 2000 元，售價 10799 元。
北京中關村的渠道商黃雲認為，
授權經銷商啟動新壹輪 iPhone 價格調整
， 蘋 果 旗 艦 機 iPhone XS、 iPhone XS 隨著 5G 概念在國內逐漸成為公眾討論
Max 加入此輪降價行列，最高比官網售 的熱點話題，加之國產手機品牌崛起
，多方壓力之下，蘋果手機在中國市
價便宜 2000 元。
3 月 6 日，拼多多亦宣布大幅下調 場處境艱難。“5G 雖然壹定程度上是
新款 iPhone 售價，並宣稱“3· 8 節”大 廠商的噱頭，但是（國產手機品牌）
促期間，拼多多將在此前全網低價的 壹直在更新，華為的崛起也勢必給蘋
基礎上，再次將相關產品售價下調 300 果造成很大壓力。”
近年來蘋果手機已經無法復制前
至500元不等。記者在拼多多平臺看到，
iPhone XS Max 256G 券後價格為 8699 幾代 iPhone 所引發的搶購奇跡。“新鮮
勁已經過去了，從 iPhone7 開始，可以
元，較蘋果官網價降價達 2300 元。
蘇寧易購 3 月 5 日表示，蘇寧易購 說壹代不如壹代。”黃雲回憶，“7 年
以及蘇寧易購天貓旗艦店下調 iPhone 前，我眼睜睜地看著 iPhone 4 賣到壹萬
XS 產品售價，iPhone XS 256G 版本到 多 。 iPhone6 賣 到 兩 萬 多 。 ” 到 了
手價 8888 元，較之前蘋果官網 10099 元 iPhone 8 以及後續機型，發售當天就跌
價 格 便 宜 了 1211 元 ； iPhone XS Max 破發行價的現象，在過去看來可以說

不可思議。
觀察
大品牌爭奪加劇 5G 時代手機廠
商或洗牌
最新財報中，蘋果並未公布 iPhone
的實際銷量，並且聲稱此後也不會再
公布具體銷量。對此，研究機構 Strategy Analytics 分析師吳怡雯告訴記者，
估計 2018 年 4 季度 iPhone 的出貨量在
6600 萬臺左右，同比下降約 15%。
在庫克看來，導致 iPhone 收入下滑
的原因有三個，包括美元持續走強，
iPhone 的補貼變得越來越少以及蘋果推
出的 iPhone 電池更換計劃，讓許多用戶
以不昂貴的方式更換電池，延長 iPhone
的使用時間。
Counterpoint Research 發 布 的 數 據
顯示，2017 年第四季度，蘋果在國內
市場的份額為 15%，到了 2018 年第三
季度已經下滑到了 9%；而華為、OPPO
和 vivo 的市占率都超過了 20%。
在手機品牌中，兩極分化和大品
牌集中化的趨勢越來越明顯，和往年
不同的是，頭部品牌的份額增長空間
不僅僅是來自小廠商的縮減，大品牌
之間的搶奪開始激烈起來。
同時，伴隨著 5G 時代的到來，手
機廠商或將迎來洗牌。2019 年世界移
動通信大會期間，各大設備商陸續放
出 5G 技術大招，華為、中興、小米、
愛立信、諾基亞等，均著重展示其 5G
實力和商業應用能力，並發布了多款
5G 解決方案。華為發布的折疊屏 5G 手
機，更是在發布後引發了中國網友的
熱烈討論。
反觀蘋果，能否在今年推出 5G 手
機還需打個問號。此前據國外媒體報
道，蘋果手機已確定推遲支持 5G 網絡
iPhone 的發布時間，從原計劃的 2019 年
變成了 2020 年。主要原因是蘋果的基
帶供應商英特爾在 5G 基帶上的進展太
過緩慢，英特爾此前公布的 5G 基帶
XMM 8160（采用 10nm 工藝）被推遲
到 2020 年供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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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海南三亞在莫斯科推介旅遊

綜合經濟

綜合報導 中國海南三
亞在莫斯科舉行旅遊路演
推介活動。
活動由三亞市旅遊和文
化廣電體育局主辦，重點推
介了三亞對包括俄羅斯在內
的 59 國免簽政策、三亞俄羅
斯直航信息以及熱帶濱海旅
遊特色項目等。
海南省旅遊和文化廣電
體育廳副廳長曹遠新當天
表 示 ， 海 南 開 通 了 12 條 直
飛俄羅斯的 航 線 ， 每 周 總
計 25 個 航 班 。 2018 年 俄
羅 斯 赴 海 南 遊 客 達 到 25.57
萬人次，是海南最大的境
外客源國。
曹遠新說，海南三亞
與俄羅斯旅遊警察建立了
交流合作機制，提高了保
障俄遊客安全能力。三亞
還推出壹系列有針對性的
旅遊產品並通過完善俄語
標識系統，讓海南成為俄
羅斯遊客有歸屬感的休閑
勝地。
三亞市旅遊和文化廣電
體育局調研員唐嗣銑告訴中
新社記者，地處熱帶的三亞
與俄羅斯在氣候上具有互補
性。近年來 三 亞 的 中 醫 理
療、海上運動、熱帶觀光
等旅遊項目越來越受到俄
遊客歡迎。隨著俄經濟復
蘇以及三亞免簽政策的推廣
，相信 2019 年俄羅斯赴三亞
旅遊人數較 2018 年相比將有
大幅增長。
莫斯科旅遊局旅遊酒店
管理處處長季赫年科表示，
三亞的陽光、沙灘對俄羅斯
遊客很有吸引力，前往三亞
旅遊的俄民眾穩定增加。俄
方願與中方壹道，為兩國旅遊發展做出努
力。
在當天的活動中，主辦方還準備了具
有三亞特色的文藝節目並與現場觀眾進行
問答互動。
近年來，中俄旅遊合作發展順利。
據中國駐俄大使李輝透露，2018 年俄遊
客 赴 華 人 數 達 197.75 萬 人 次 ， 而 中 國 遊
客 首 站 出 境 赴 俄 人 數 達 184.74 萬 人 次 ，
中俄已互為重要的旅遊客源國和旅遊目
的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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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百萬薪酬出版自傳 休斯頓火箭老闆億萬富翁成作家
（本報訊）泰曼.佛提塔 Tilman Fertitta 是休斯頓家喻戶
曉的人物，不僅他是著名的 NBA 火箭隊的老闆，同時也是
CNBS“億萬買家”節目的當紅明星，同時，他計劃在今年
九月份推出自己首本商業自傳的出版，標誌著他從億萬富
翁的商人身份擴展至出版領域。
在泰曼的這本名為“住嘴和聆聽” “Shut Up and Listen!” 180 頁的書中，他和讀者分享了自己三十年來在商業
領域的經驗心得，這位來自蓋文斯頓的億萬富翁，在
KATY 推出 Landry's 海鮮餐廳並逐步將自己的商業帝國不斷
擴大，包括酒店，餐廳，博物館和 Golden Nugget 賭場等等

，福布斯宣布他的淨資產為 45 億美元。
泰曼.佛提塔表示，我們每個人都是生有所用，而上帝
把我塑造成為一名商人，讓我了解商業，我在書中都做了
詮釋。
2017 年，泰曼.佛提塔以天價記錄的 22 億美元買下火箭
隊後，美國第二位的知名出版社就來邀請他出版自己的商
業圖書。他已經提前獲得出版社 50 萬元的稿酬，圖書上市
後，還將獲得 50 萬美元的版權費。
對此，他坦言，從來都沒有想到有人會給他百萬美元
的薪酬，來出版一本書，他十分愉快地接受了這項邀請。

（綜合報導）根據川普政府週一公佈的預算提案，電
子煙行業每年將支付 1 億美元的用戶費。這些資金將用於
加強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FDA)的監管。
據 SFGate 報道，現在電子煙不需要支付這樣的費用，
但是其他幾種菸草製品，包括香菸、雪茄和鼻菸需要。預
計該機構在當前財政年度將收取約 7.12 億美元的用戶費，
其中香菸佔了 86%以上。
美國總統川普的預算提議表示，電子煙行業的用戶付
費提案“將確保 FDA 擁有足夠的資源，來應對今天青少年
對電子煙使用量的驚人增長，以及未來新的公共健康威脅
。”
總的來說，政府要求 FDA 撥款 61 億美元。其中 28 億
美元的一大筆費用包括來自藥品、設備和其他行業的用戶
費用，以及擬議中的電子煙費用。預算要求包括提高醫療
產品創新、食品安全和血液供應安全。

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的菸草產品中心完全由用戶付
費資助。擴大對電子煙的要求將提供更多的資源，因為該
機構試圖反對青少年吸電子煙，並評估電子煙對成年人的
風險和好處。
提議對電子煙行業徵收的費用，可能會對蒸汽裝置和
電子液體的製造商和進口商帶來壓力。政府官員說，這項
提案必須得到國會的批准。
聯邦數據顯示，2017 年至 2018 年間，高中生使用電子
煙的人數增加了 78%，這使得 FDA 對青少年吸電子煙的擔
憂急劇上升。
有關官員說，他們希望防止新一代青少年對尼古丁上
癮。他們說，尼古丁增加了他們最終會抽普通香菸的風險
。
根據政府的提議，菸草產品中心將在下一個財政年度
獲得 8.12 億美元的用戶費。

打擊青少年吸菸 1億美元投入監管

Netflix 買下《百年孤寂》影視版權 文學鉅著要搬上螢幕
Netflix 與馬奎斯的兩個兒子羅德里戈和貢
薩洛達成一致，《百年孤寂》將被改編成西班
牙語電視劇，由兩人擔任製片人，羅德里戈本
人就曾導演過一系列電影，《百年孤寂》將是
他第 12 部電視劇。
Netflix 深諳《百年孤寂》對於拉美世界的
意義，因此小說的改編過程將與拉美世界密切
相關。Netflix 承諾只僱用拉美人才，電視劇的
取景地也將選在馬奎斯的祖國哥倫比亞。
「我們知道這對於哥倫比亞和拉丁美洲來
說有多麼迷人和重要，但小說是世界的。」
Netflix 的西語作品製作副總裁佛朗西斯科•拉
莫斯向《紐約時報》表示。
小說《百年孤寂》自 1967 年出版以來，至
今已出售超過 5,000 萬冊，被翻譯成 46 種文字

，馬奎斯也憑藉這部小說拿到了 1982 年諾貝爾
文學獎，小說的成功亦推動了上世紀 60 到 70
年代拉丁美洲的文學運動，史稱 「拉丁美洲文
學爆炸」。
近幾年 Netflix 的拉美題材影視作品可謂碩果累
累，以墨西哥販毒集團背景的電視劇《毒梟》
已成平臺的臺柱，墨西哥電影《羅馬》去年更
是拿獎拿到手軟，前不久一舉斬獲奧斯卡最佳
攝影和最佳外語片兩項大獎。嚐到甜頭的 Netflix 自然希望《百年孤寂》成為其西語影片新的
扛鼎之作。不過，鑑於馬奎斯過往其他作品被
搬上螢幕的失敗經歷，這對於 Netflix 而言也是
一個不小的挑戰。
1999 年上映的《沒人寫信給上校》，是為
數不多談得上成功的改編自馬奎斯小說的電影

，但更多的作品卻
以失敗告終。由
《一樁事先張揚的
謀殺案》、《愛在
瘟疫蔓延時》、
《我的鬱妓回憶錄
》等名篇改編成的電影，都很難說成功還原了
馬奎斯獨有的魔幻風格。
而在此之前，有關《百年孤寂》改編成電
影的話題也數次被提起過，但作家本人對此難
以認同。在他看來，如果小說讀者原本可以隨
意想像書中的主角，改編成電影將破壞 「創造
力的空間」。
。」
馬奎斯對影視改編的態度也影響了他的兒

子羅德里戈，在父親去世後，羅德里戈最初堅
持應該讓這些作品也歸於平靜。
「我不會導演我父親的小說，因為那將是
媒體界的熱點，不會被客觀看待。」羅德里戈
曾向西班牙《國家報》如此表示。
然而，根據羅德里戈的說法，Netflix 似乎沒花
多少力氣就說服了他們一家。

■責任編輯：趙雪馨
國新
新聞
聞 ■責任編輯：王宇佳
育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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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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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會
出戰香港國際七欖近十載未言退

王志剛：科技創新在整體規劃中非常重要

鼓勵政府企業加大科研投入

■亞運凱旋
後 ， 31 歲
的姚錦成曾
表示可完美
退役。
退役
。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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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周琳 兩會報道）“現
到進入創新型國家，我
■香港欖球隊在去年的印尼亞運歷史性奪取金牌
香港欖球隊在去年的印尼亞運歷史性奪取金牌。
。
是有短板的。”王志
奧委會圖片
言，在基礎研究方面，
是“0 到 1”的顛覆性
和基礎理論、基本研究
的探索方面，中國還
足。
關於中國基礎研
入和原創能力不足，
佔比長期徘徊在 5%左
問題，王志剛回應表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黎永淦）一年一度的香港國際七人
與美國不同的是，中
■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琳 兩會報道）中國科技部部長王志
錦
欖球賽將於下月初舉行，去年歷史性奪得亞運金牌的港隊，首次以
■
科技部部長王志剛等就
“
加快建設創
礎研究投入主要來
成
參
戰
新型國家”
新型國家
”
答問時表示
答問
時表示，
，
要把香港、
要把香港
、
澳
剛亞洲王者姿態於大球場出師，賽前香港文匯報訪問了陣中主將姚錦成，談談
11 日在兩會記者會上表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國家重大發展
府，建議地方財政和
香
港
門的科技力量統籌起來，
門的科技力量統籌起來
，與內地科技力
加大投入。
國
戰略，科技創新在粵港澳大灣區的整個戰略規劃和建設佈局中具
港隊未來目標之餘，他更首次披露東京奧運之後的動向。（記：記者；姚：姚錦成）：
際
量一起，
量一起
，建設好大灣區
建設好大灣區。
。
新華社
“對中國科技界
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要把港澳與內地的科技力量統籌起
說，基礎研究的能力
記：你參加七欖多年，有沒有特 及教練的指導。當球員間的默契增加，
姚：是的，上年亞
出是我們的一個短板
別難忘的回憶？
戰術純熟、大家技術亦同步提高，這有 運後我曾說過是最後一
來，共同建設大灣區。
姚 ： 我 已 參 加 七 欖 差 不 多 十 年 助港隊的成績進步。再加上有資金支持 次 ， 但 現 在 有 機 會 參 加 奧
王志剛說，目標導向
了，最難忘應該是在第一年的比賽，賽
題導向促使我們必須
年，中央政府相繼出台了諸如港 我們到外地參加不同的比賽，有助我們
澳門所長，大灣區建設的規劃所涉及 運，當然希望取得資格，代
前既興奮又緊張。我們更贏了世界級強
礎研究作為一個重點
澳居民居住證等便利港澳同胞在 整隊的技術及各方面均有迅速提升與進
的科技創新方面的內容進行對接，發 表香港登上這個國際舞台。奧運
隊，例如威爾斯等，最後成功取得銀盾
步。七欖當然也是其中一個原因，正所
比賽後就真的要計劃退役了，當
整個科技創新的總佈
內地學習、就業、創業、生活的政策 揮“1+1大於2”的作用。
賽的冠軍（2010 年），絕對是難忘的 謂遇強愈強，因為在七欖中會面對更多 然，是想完成一些目標，包括參加
要着重發力，這是整
措施，有效促進了大灣區內人流、物
回憶。
國際一流隊伍，並一同比賽，從比賽實
港機構已申請創科合作專項 奧運，並於奧運比賽中爭取最佳成績，
技界的呼聲，也是國
流等高效便捷流通。工信部、科技部
戰中令我們成長得更快。
希望令我的球員生涯變得更完滿。
略在科技方面的重點
亞運金牌增強了隊員信心
等部門也陸續出台措施，深化內地與
近年來，內地與港澳科技合作不
記：那麼你自己將來的計劃是什
11月力爭首名奪東奧門票
我們必須做好的。
香港、澳門的科技合作，將港澳納入
斷深化。2018
年，科技部出台關於中
記：今年賽事又有什麼目標？亞運
麼？
談到“我國基礎
國家創新體系。在《粵港澳大灣區發
金牌後出戰七欖會帶給港隊什麼優勢或 央財政科技計劃（專項、基金等）支
記：亞運金牌之後，你職業生涯
姚：當欖球被列入精英項目後，
投入佔比長期徘徊在 5
展規劃綱要》中，更特別提出推動港
持港澳地區創新發展的若干規定，簽 我作為運動員覺得各方面保障都很好，
壓力？
最大目標就是進軍東京奧運嗎？港隊備
右”，王志剛分析稱
姚：亞運金牌後，隊員的信心都 戰情況怎樣？
澳融入國家創新體系，推進“廣州—深
署內地與香港關於加強創新科技合作 因為有資助，為運動員未來鋪路。
增強了，所以大家都變得更積極，希望 的安排和聯合資助研發項目的協議；
姚：最大目標一定是進軍奧運， 很多欖球員退役後，會向教練或與
們經常拿中美基礎研
圳—香港—澳門”創新科技走廊建設。
將應有的水平發揮出來。 可能我們以 港隊為此已備戰得如火如荼。奧運前還
球會相關的工作發展。至於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
的難度會更大。”隊長黎萬利也表示：“我們曾經贏過津巴
入做對比，美國在 15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琳 兩會 利數、高新區等方面的指標都有不俗的
試點國家重點研發計劃對港澳開放，
做好灣區相關政策機制對接
後的比賽都會被寄予厚望，但我不會感 有幾場大賽，當中包括七欖資格賽及亞
永淦）“國泰航空/匯豐香港
布韋及菲律賓，今次相遇也一定會盡全力去打倒他們。”
右、中國在 5%左右。
報道）按照規劃，中國將在 2020
年進 表現。
實現中央財政經費過境港澳，完成港 自己退役後，則有計劃進軍商
覺有壓力，這是令我更落力比賽的推動 洲系列賽等，這些都可說是作為奧運前 界，到時再向大家公佈。
國際七人欖球賽”11日晚進行
男子組其餘分組形勢如下：（A組）南非、薩摩亞、蘇
基礎研究經費投入來
入創新型國家，距離目標時間緊迫。王
在定性上，王志剛列舉，要看經濟
11 日，在回答《澳門日報》記者 澳國家重點實驗室更名，在澳門建設
力。今年目標當然是在資格賽中勝出， 的準備。我們 11 月會到韓國參加一系
抽籤儀式，香港男隊被抽入E組， 格蘭、日本；（B組）法國、阿根廷、加拿大、葡萄牙；
美國是聯邦政府、地方政府、企
志剛 11 日對此表示，創新型國家的定 發展戰略的制定是不是把科技創新作為
提問的“科技創新如何助力粵港澳大 了四個國家重點實驗室。
打入世界系列賽。
列的比賽，爭取第一名，以獲得東京奧
對手包括東加、津巴布韋及菲律賓；女 （C組）斐濟、新西蘭、澳洲、肯雅；（D組）美國、英格
社會力量都在投，中國的 5%基
義是要在科技實力和創新能力上走在世 核心要素，發展的動力是不是更多地依
灣區建設？澳門在大灣區科創中心創
今年年初，港澳機構可參與中央
記：港隊成績穩步上揚，關鍵在哪 運參賽資格。
隊則於B組與肯雅、巴布亞新幾內亞及烏 蘭、威爾斯、西班牙；（F組）愛爾蘭、俄羅斯、鳥拉圭、
是中央財政投的，地方財政和企
界前列，中國在去年都有不俗的表現。
靠科技創新，勞動主體是不是更多具備
建中發揮怎樣的作用，扮演怎樣的角
裡？一年一度的七欖會否是其中一個原 財政科技計劃，“變革性技術關鍵科
記：你去年說過最後一次參加亞
干達三支非洲隊爭出線。
牙買加；（G組）智利、德國、烏干達、庫克群島。
得很少。”
但他也指出，目前在基礎研究等方面仍
科技創新能力和精湛的技能，國家競爭
色？”時，王志剛說：“粵港澳大灣
學問題”、“發育編程及其代謝調
因？
運，自己未來動向怎樣？或者要達到什
港隊今年以亞運金牌得主身份參戰，港隊教練
香港女子隊賽事則為“世界女子七人欖球系列賽外圍
王志剛說，現在我們已經看
有短板，要進一步完善創新和科研生
力和綜合國力是不是更多地用科技創新
區建設是國家重大發展戰略，科技創
節”、“合成生物學”3 個重點專項
姚：我認為關鍵在於球員的付出 麼目標才會考慮退役？
莊保羅相信會成為眾矢之的：“由於奧運關係，很多對手 賽”，4月4日先假掃桿埔運動場開戰，翌日移師到香港大
好的勢頭，在中央財政持續加大
態。 都投入很多資源去備戰，相信各隊實力都會增加，我們遇到
能力和水平來衡量，是不是有一大批高
新在粵港澳大灣區的整個戰略規劃和 作為試點開放。科技部今年還將推進
球場舉行。
的同時，企業特別是一些高新技
王志剛從定量和定性上分析了創新 水平的高校、企業、研究院所，以及一
建設佈局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 建立科研經費跨境使用的長效機制，
業，現在都開始把基礎研究作為
用。要把香港、澳門的科技力量統籌 執行內地與香港聯合資助計劃，完善
型國家的定義。從定量來講，去年中國 大批高水平的科技創新人才等等。
了。他也強調，各國統計口徑還
長話
按照世界知識產權組織排名，綜合科技
王志剛表示，科技部要更好地把法
起來，與內地科技力量一起，來建設 內地與澳門聯合資助計劃，實施
2019
■陳雨菲在女單決賽擊
些差別，僅僅用數字本身還不能
創新排在第
17
位，到
2020
年原定目標大
律、政策、環境以及在科技資源配置方
好大灣區。”他還表示，最近和澳門 年度國家重點研發計劃港澳台科技創
敗戴資穎封后。
敗戴資穎封后
。 美聯社
短說
問題的全部。“當然，中國加強
特首崔世安的會面中，就談及雙方準 新合作重點專項。王志剛在記者會後
概在 15 位左右。其次，中國的科技貢獻 面做實，制定相關政策，構建環境生
香港劍后江旻
短道速滑世錦賽 中國奪三銀
憓日前雖於布達佩
研究是堅定不移的，今後會更加
備就科創方面的工作，把內地和澳門 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香港相關單
率目標達到 60%，去年達到了 58.5%。 態，真正解決科技人員在科研創新活動
短道速滑世錦賽當地時間 10 日在保加利亞首
斯重劍大獎賽 32 強
投入力度。”
的機制建立起來。同時就國家所需、 位已着手申請重點專項。
他認為，去年在研發投入、論文數、專
中間的所需。

科技部：統籌三地力量 振興灣區創科
。
載
十
近
欖
七

黎永淦 攝
報記者
文匯
香港

去

完善科研生態
邁向創新型國家
七欖抽籤
港男或成眾矢之的

全英羽毛球公開賽當地時間
10 日在英國伯明翰結束，中國國
家羽隊（國羽）選手發揮出色，
在五個項目中贏得三項冠軍。其
中，小將陳雨菲戰勝兩屆賽事冠
軍戴資穎，幫助國羽時隔 5 年再
次拿下女單冠軍。
陳雨菲此前與來自中國台北
隊的世界頭號選手戴資穎 11 次交
鋒，無一勝績，但她當天佔據優
勢，面對對方緊迫時表現出穩定的
心理素質，最終以兩個 21：17 獲
勝。
獲勝後的陳雨菲倒在地上慶
祝勝利，國羽選手上一次在全英女
單中奪冠還是 2014 年。“這是我
職業生涯中最好的成績，我很激
動。這是國家羽隊女單組全部教練
員和運動員們努力的結果，也是整
個女單組的榮耀。”陳雨菲賽後
說。

女雙比賽，國羽同樣書寫了
新的一頁：五號種子陳清晨/賈
一凡經過 1 小時 22 分鐘的苦戰，
在首局失利後連扳兩局，以 18：
21、22：20 和 21：11 擊敗三號種
子、日本組合松本麻佑/永原和
可那，時隔三年後為中國隊重新
奪回女雙冠軍。
混雙頭號種子鄭思維/黃雅瓊
以 21：17 和 22：20 戰勝衛冕冠
軍、日本的渡邊勇大/東野有紗，
為國羽拿下第三個冠軍，也報了
去年決賽輸給對手的“一箭之
仇”。
男單決賽在最近兩年的世界
錦標賽冠軍之間進行，排名世界第
一的桃田賢斗以 21：11、15：21
和 21：15 戰勝丹麥的安賽龍奪
冠，成為歷史上第一位贏得全英賽
男單冠軍的日本選手。
■新華社

■中國選手任子威
中國選手任子威（
（右一
右一）“
）“坐包廂
坐包廂”
”
無機會突圍。
無機會突圍
。
路透社

2018 年內地日辦馬拉松 4.3 場
中國田徑協會 11 日公佈了 2018 年度內地馬拉
松大數據。去年中國境內舉辦的 800 人以上馬拉
松（下圖）及相關賽事達 1,581 場，平均每天舉辦
4.3 場。其中，中國田協認證賽事有 339 場，全國
馬拉松累計參賽人次 583 萬人，共計有 285 個地級
市舉辦馬拉松賽事。此外，中國田協還對賽事組
織不當、發生違規事件造成嚴重負面影響的賽事
運營公司，處以取消 1-5 年運營資格，永久禁入等
處罰。
■中新網

創香港先河
江旻憓升任世界一姐

陳雨菲全英賽封后 國羽奪三冠

都索非亞落幕，中國隊在男子 5,000 米接力項目再
添一銀，本屆賽事共獲得 3 銀 1 銅。韓國隊和荷蘭
隊瓜分了所有金牌，分別獲得 7 個和 3 個冠軍。其
中在當日進行的男子 5,000 米接力決賽中，由任子
威、武大靖、許宏志和楊帥組成的中國隊奮力拚
搏，一度取得領先，然而最後一棒被韓國隊超
越，最終以7分04秒651奪得銀牌。
■新華社

止步，
止步
，但仍在國際劍聯
（FIE
FIE）
）11 日公佈的最新一
期世界排名中升上榜首，
期世界排名中升上榜首
，成為首
位登上世界“
位登上世界
“一姐
一姐”
”寶座的香港劍手
寶座的香港劍手。
。
江旻憓於今年連奪古巴夏灣拿及
巴塞隆拿兩站世界盃女子重劍金牌，
巴塞隆拿兩站世界盃女子重劍金牌
，
世界排名躍升至新
高的第 2 位，只要在
今站布達佩斯大獎
賽繼續打出佳績，
賽繼續打出佳績
，
便可取代意大利
“ 一姐
一姐”
” Mara NaNavarria 晉 升 世 界 第
1。惟後者爆冷
惟後者爆冷“
“一
輪遊”，
輪遊
”，在
在 32 強止
步的港將得以提
前登上世界第一
寶座，
寶座
，為香港劍
史寫下新一貢。
史寫下新一貢
。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陳曉莉

■江旻憓在
江旻憓在1
1 月的古巴夏灣拿世界盃勇奪冠軍
月的古巴夏灣拿世界盃勇奪冠軍。
。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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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s Tigres Del Norte樂隊在休斯頓牛仔競技音樂會上創新出席記錄

【泉深/圖文】在 3 月 10 日星期日休斯頓牛仔競技音樂
會上，著名 Los Tigres del Norte 樂隊在 75,586 名購票觀眾眼
前精彩亮相，打破了 Cardi B 在休斯頓牛仔競技音樂會創下
才 9 天的新紀錄(Cardi B 有 75,580 名購票者)，創造了休斯頓
牛仔競技音樂會史上最高的觀眾出席記錄。
Los Tigres del Norte（The Tigers of the North) 樂隊職業
生涯超過五十年，這支樂隊曾於 2002 年在休斯頓舊的 Astrodome 的牛仔競技舞台上演出過，當時的小體育館座位少
於一萬。該樂隊多年來加強了多元化和年輕化的演出陣容
， 樂隊保留了與堅定、誠實相關的歌曲，歌詞中詳細介紹
了日常生活、浪漫主義色彩、移民和販毒等情節，這些歌曲
讓 Los Tigres del Norte 成為拉丁音樂最重要的聲音之一。他
們曾在美國武裝部隊、在日本和韓國等地演出。
Los Tigres 以 “La banda del carro rojo” 開始了他們最早
的麻醉劑或藥物民謠之一。然後跟著“Jaula de oro”（“Golden
Cage”），這是一首關於美國非法移民的令人心碎的歌曲，他們
的孩子們已經忘記了他們的墨西哥傳統，引起了場內拉丁族裔的
共鳴。
“Rosita de olivo” “Rosita de olivo” 穿插激情浪漫的薩克
斯演奏風格。 “La manzanita” 的反彈讓人群起舞。 “Golpes
enelcorazón” 讓人有一種新的行動。
在 “El rengo del gallo giro” 期間，兩名成員互相盤旋，類
似於公雞鬥雞，演繹出一個簡單但聰明的舉動。
Los Tigres del Norte 樂隊由 Jorge Hernandez 和他的兄弟及表
兄弟創辦。他們在 20 世紀 60 年代後期移居加利福尼亞州聖何塞
後開始錄製，當時所有成員都還在十幾歲左右。他們是由一家名
為 Art Walker 的英國人所擁有的當地唱片公司 Discos Fama 贊助的
，將他們帶到了他的翼下，幫助他們找到工作和音樂素材，並記
錄他們所有的早期專輯。
Los Tigres del Norte 起初只在當地受歡迎，但是在 Jorge 和
Art Walker 聽到一位洛杉磯的墨西哥流浪歌手在 1971 年初演唱了
一首關於幾個毒販，Emilio Varela 和 Camelia la Texana 的歌曲之
後開始飛黃騰達。自 20 世紀 20 年代禁酒令以來，偶爾會出現關
於跨界毒品交易的民謠（墨西哥術語中的走廊），但從來沒有像

這樣的電影歌曲，歌曲中有一名女性走私者射殺了
這名男子並帶走了這筆錢。在獲得錄製這首歌的許
可後，Los Tigres del Norte 於 1974 年發行了“Contraband ytraición”（“違禁品和背叛”）。這首歌在
美墨邊界的兩邊迅速響起，激發了一系列電影，並
開啟了西班牙語音樂界最傑出的職業生涯之一。
2007 年 1 月 9 日，Los Tigres del Norte 在第 14 屆 BMI 拉丁獎
頒獎典禮上被評為 BMI 圖標。洛杉磯蒂格雷斯當晚在全明星音
樂表演中受到敬禮，因其對幾代音樂製作人的獨特和不可磨滅的
影響而被授予 BMI 圖標。他們加入了精英名單，其中包括 Juan
Luis Guerra 和 Carlos Santana 等拉丁音樂巨頭。
2009 年 10 月 16 日，Los Tigres del Norte 在 Guadalupe 的 Guadalupe（蒙特雷郊外）舉辦了一場音樂會，在 Guadalupe 年度博覽
會上持續了 12 個小時，打破了他們自上一年 9 小時的紀錄。它開
始於週六晚上，並於週日上午 9 點結束，對於 Los Tigres del Norte
來說並不罕見。
2010 年，樂隊成為頭條新聞，加入了對美國亞利桑那州的大
規模國際抵制，以回應 “支持我們的執法和安全社區法”。
2013 年 10 月 8 日，Los Tigres del Norte 參加華盛頓特區國家
廣場的移民改革集會。他們的名單包括強調集會將要討論的主題

歌曲，包括 “La Puerta Negra（1986）”，“De Paisano a Paisano
（2000），“和 Mis Dos Patrias。 ” 樂隊由當時的少數黨領袖
Nancy Pelosi（加州民主黨）介紹，墨西哥裔美國歌手兼作曲家
Lila Downs 也陪同小組進行了一系列二重奏。
2014 年，Los Tigres del Norte 發行了專輯 Realidades，其中包
含了一首關於一個愛上她最好朋友的女同性戀少年的歌曲 “Era
Diferente”（意思是 “她不同”）。據主唱兼詞曲作者豪爾赫•
埃爾南德斯說，這是北方小組第一次寫出一首同性戀情歌。
截至 2007 年，樂隊已售出 3200 萬張唱片。截至 2015 年，他
們已獲得 7 項格萊美獎，6 項拉丁格萊美獎，以及好萊塢星光大
道上的明星。他們在 2015 年第 26 屆年度 GLAAD 媒體獎上獲得了
特別表彰（西班牙語）獎，因為他們的歌曲是 “Era Diferente”
（“她與眾不同”）。該樂隊在 Billboard 雜誌的 “30 位最具影
響力的拉丁藝術家”名單中排名第 15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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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一對一 》
美南廣播電視台

節目介紹

看電視聽廣播

展示風貌建築、特色美食、傳統文化，探尋人文故事

美南國際電視STV15.3為方便觀眾收看，
「電視廣播合為一體」

節目介紹：

不需任何付費，
觀眾可24小時直接收看及收聽該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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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車間也可方便收聽，輕鬆獲取美南電視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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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各類國際、社區重大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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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韻傳奇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中國 紹興——意大利 佛羅倫薩

播出時間：

1. 掃二維碼(QR code)：

觀眾只要掃描報上的二維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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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連結到美南國際電視，
直接在手機上觀看STV15.3。

▲ 節目截圖

美南廣播電視台

看電視聽廣播

美南國際電視STV15.3為方便觀眾收看，
「電視廣播合為一體」
不需任何付費，
觀眾可24小時直接收看及收聽該頻道，
行車間也可方便收聽，輕鬆獲取美南電視節目
以及各類國際、社區重大資訊。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1. 掃二維碼(QR code)：
觀眾只要掃描報上的二維碼，
就可連結到美南國際電視，
直接在手機上觀看STV15.3。

2. Google搜尋：觀眾只要在Google網站搜尋

「Southern TV- STV15.3 Houston」

STV15.3 Houston
或輸入該平台網址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就可直接連結美南國際電視直播平台。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3. 下載Apps收看：
可在蘋果商店搜尋
「Today America」，
下載Apps，除了
可用手機讀報
更方便，也可以在Apps裡
收看STV15.3 電視直播。
如需開車時收聽廣播，請鏈接到車載音響設備 (數據線/藍牙設備），效果更佳。

《文華時間》

「Southern TV- STV15.3 Houston」

STV15.3 Houston
或輸入該平台網址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就可直接連結美南國際電視直播平台。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3. 下載Apps收看：
可在蘋果商店搜尋
「Today America」，
下載Apps，除了
可用手機讀報
更方便，也可以在Apps裡
收看STV15.3 電視直播。
如需開車時收聽廣播，請鏈接到車載音響設備 (數據線/藍牙設備），效果更佳。

2. Google搜尋：觀眾只要在Google網站搜尋

▲ 節目截圖

《新聞面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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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級爭霸誰稱王 美南山東鄉情長
冠軍 「王者歸來隊
王者歸來隊」」 頒獎後合影
頒獎後合影。
。

季軍 「泰安隊
泰安隊」」 。
（本報訊）3 月 9 日下午二時，經過緊鑼密
鼓的籌備，由完整修車廠冠名贊助的美南山東
同鄉會第二屆夠級爭霸賽在中國人活動中心
130 多功能廳拉開帷幕！群雄逐鹿，12 支代表
隊整裝列隊參賽。會長修宗明博士主持了簡短
的開幕式，永久榮譽會長豐建偉醫生出席並致
辭，完整公司徐云女士以及 All State 的 Sherry 也
專程到場致辭！
今年總共有 12 只隊伍進入比賽，參賽的隊伍包
括玉皇集團、勝軟、KEM 能源等山東企業，也
有豐建偉，王魯華醫師等著名醫學專家、石油
專家，參賽整容強大。經過五輪的緊張激烈的
循環賽角逐，必勝隊，王者歸來隊，泰安隊，
中華隊，四支隊伍小組賽勝出進入淘汰賽。淘
汰賽各支隊伍勢均力敵，全部隊伍戰之最後一
分鐘才決出勝負。最後王者歸來隊奪得冠軍，
必勝隊和泰安隊分或亞軍和季軍。
房頂保險理賠-Jason, All states 杜小月也熱情贊助支
持了本次比賽。山東同鄉會副會長友家山東老闆徐洪斌
給比賽贊助了豐盛的晚餐。同鄉會理事杜英傑博士，顧
國偉博士，美齊前會長，江岳副會長，以及桑留安理事
為本次比賽的成功舉辦作了大量的籌備和組織工作，同
鄉會理事會的很多其他會長和理事也參與了整個比賽以

圖為美南山東同鄉會第二屆夠級爭霸賽上周日在中國人活動中心的比賽現場
。（記者秦鴻鈞攝
。（
記者秦鴻鈞攝 ）

亞軍 「必勝隊
必勝隊」」 。
及組織工作。另外，本次活動也受到了廣大山東老鄉的
熱情支持，很多老鄉拿出時間幫助安排會場，顯示了我
們美南山東人的人氣，正氣，旺氣和盛氣！同鄉會將繼
續組織各種老鄉們喜聞樂見的活動來團結老鄉，給大家
提供交流認識的平台，進一步增強美南山東同鄉會的凝
聚力和互幫互助的正能量！

傳統廣東粵劇曲藝---敬老日 四月二十日演出
"汝楨藝苑·言雪芬戲曲之家"於四月二十日星期六、下午二
時正、在休士頓中國人活動中心大禮堂、演出(敬老同祝三笑緣)
粵劇粵曲節目、免費招待各界長者僑胞及粵劇曲藝愛好者、藉此

推廣傳統廣東粵曲粵劇藝術。
"藝苑"一向是以現場音樂鑼鼓、來配合正宗傳統粵劇曲藝演出
的、這次演出的新劇目(唐伯虎點秋香之求神)、各界朋友們、如

欲觀賞這演出節目、請各位長者到自己所屬的長者中心、預早登
記以取入場券、每人只限取一票、登記日期(3 月 11 日--3 月 25
日)中午截止、如沒有參加任何中心的長者朋友們、請致電查詢
登記、座位名額有限、登記從速、詳情容後公佈、敬請留意。
(查詢電話) 昌小姐 713-259-1170
葉小姐 832-613-282

休城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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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記者黃梅子）在美國，每
個人都要開車，如果出了車禍怎麼辦
？一般來講，傷員要被送到急疹室進
行一系列檢查，比如腦部 CT、胸腔 CT
、腹腔 CT 等。如果需要手術，你就不
要猶豫了，馬上進行。如果內部器官
完好，也沒有傷筋動骨，只是肌肉或
軟組織受傷，可以尋求中醫或西醫復
健治療。這時候，找李醫生，他可以
幫你免費治療！不用你自己掏一分錢
，全部由保險公司買單！不管是你的
過錯還是對方的過錯導致的車禍，只

要汽車買了保險，你把保險號告訴給
李醫生，由他負責免費將你治好！
李醫生獨家牽引療法，包您一次
就減輕疼痛 80%！大多數治療腰椎病
的西醫和中醫都是采用推拿療法，配
合藥物或針灸，有一定療效，但都遠
遠比不上牽引療法。
病人 A 先生，45 歲，由於是一直
從事體力勞動，腰痛病已經好幾年了
，起先感覺腰部酸痛，由於工作忙，
沒有引起重視。去年開始，病情加重
，腰椎間盤突出，腰部疼痛難忍，並

且左側大腿根往下發麻，走路困難甚
至站立都難以維持。經幾家醫院治療
無好轉，也試過中醫針灸推拿，化費
了上萬治療費，病情不見好轉，走路
需要人扶，並且一側臀部肌肉開始萎
縮。後來到李醫生診所做牽引治療，
第一次治療疼痛就減輕很多，一個療
程下來，病情明顯好轉，自己可以走
路了，可以單獨開車來治療只需一個
人。再治療一個療程，癥狀基本消失
，身體恢復，現能夠正常上班。
病人 B 先生，出了車禍之後開始沒
感覺，3--4 星期之後才會覺得肩痛、
背痛，才想起來去求醫，幸虧找到李
醫生，幫他與保險公司聯系，不光治
好了病，自己還不用掏一分錢，而且
有英語好的護士幫忙與保險公司交涉
，省心！
病人 C 女士，雖然車禍後很快去看
李醫生，但看了幾次感覺稍好之後，
就三天打魚，兩天曬網。等到身體出
了大毛病，才又想起再去看醫生，幸
虧有李醫生診所的護士幫忙打電話給
保險公司使得理賠順利，否則不但自
己要出冤枉錢，對自己身體更是不利
。
很多人認為小車禍沒有傷筋動骨

，不去看醫生，不知道車禍後任何問
題都可以由保險公司負責，白白錯過
了免費治療的的良機。遺憾的是，5 年
、 10 年 ， 甚 至 20 年 之 後 ， 大 多 數 人
（尤其是老年時期）就開始出現了病
癥。一般是頭部、視力、手腕、肩部
、腰部以及骨骼其它部位等，總是感
覺哪兒不對勁兒，找不到原因。其實
，這就是車禍後遺癥。車禍後遺癥有
一個顯著的表現就是長期腰痛背痛頸
痛，嚴重時出現神經肌肉癱瘓和萎縮
。腰部長期反復疼痛，休息時減輕，
勞累就加重，常常有彎腰困難，久坐
後疼痛，彎腰過久後疼痛加重等癥狀
。部分患者出現眩暈、頭痛等癥狀，
甚至引發鼻炎、耳炎，也伴有手麻、
手酸。
Texas Spinal Care 的李醫生治車禍
後遺癥和療椎間盤突出有 20 多年的經
驗，李醫生畢業於加州大學聖荷西分
校，行醫多年，信譽卓著。他採用非
手術治療，獨家采用牽引療法，並配
合推拿、註射、器材和營養相搭配的
方法，治療車禍後遺癥和腰椎、頸椎
間盤突出非常有效，病人無痛苦、不
用專門請假，可以邊工作邊治療，而
且整個療程的費用比手術治療時的 co-

pay 還低。
李醫生專精車禍後的複健，車禍
後 PI 與 PIP 都收。請打電話給李醫生免
費諮詢。中文請與 queen 陳 聯繫。
Texas Spinal care
電話：713-278-2225
網址：http:txspinalcare.com
診所地址：9610 westheimer road,
Houston, Texas77063
診療時間：每周一、三、五全天，二
、四、六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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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師傅告訴你：
：超車

周師傅

在美國，不開車沒法生活
！尤其是在我們大德州，地方
大，到哪裏都得開幾十分鐘半
個小時的車，所以，不管你是
新移民還是青少年，當務之急
是考上駕照，自己開車！
周師傅告訴你，要在美國
開車，不是駕駛技術好就行，
還要熟悉各種交通規則、知道
怎麽超車，否則容易出事。今
天我就來說一說超車的問題。
一， 看路上的標線，才能
知道此時超車是不是合法。如
果是單虛線，是允許超車的。
單實線，不允許超車。一條虛
線一條實線並排，有時可以超
車有時不可以，看情況。雙實
線，不允許超車。
二 ， 當 有 “No passing

zone”（不準超車）的標識時
，是不允許超車的。這個標識
通常會出現在上山或彎路時，
在 100 英尺路口、橋、高架橋和
隧道、鐵路道口、
三， 如何超車？首先，要
確定超車是合法的，這是最重
要的一件事。另外，確保前面
有足夠的空間給你來超車，這
時你要做得一系列動作是：打
左信號燈、按喇叭、檢查您的
盲點、向左移動、加快通過前
面車輛、打右信號燈、請一定
要看看車子的輪胎在你的後視
鏡、移回車道、關閉信號、調
整速度。
記住，任何與開車有關的
問題都請來找王朝駕校！王朝
駕校經驗豐富，針對不同需求

的個人，可以設計不同的教學
計畫，適應不同學生的需要。
學員可以在王朝駕校內考筆試
，不用去交通局排隊浪費時間
，6 小時就可以拿到學車證，輕
松上路。王朝駕校的教練 Alison
是交通局的路考官員，她可以
直接給學員考路考，王朝駕校
是中國城唯一可以直接考路考
的駕校。所以，如果您英文不
好，如果您初來乍到不熟悉情
況，請找王朝駕校學習開車，
邁出您美國生活的第一步。
王朝駕校 A K Driving School
地址：9600 Bellaire Blvd, #
120, Houston, TX77036
周師傅電話：832-633-55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