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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小短腿包圍被小短腿包圍 泰國泰國““柯基咖啡館柯基咖啡館””人氣爆棚人氣爆棚

泰國曼谷壹家咖啡館有泰國曼谷壹家咖啡館有1212只柯基犬只柯基犬，，柯基因其矮矮胖胖的個子和柯基因其矮矮胖胖的個子和
傻乎乎的性格過去幾年在泰國人氣飆升傻乎乎的性格過去幾年在泰國人氣飆升。。

中國首次發現刃貂化石中國首次發現刃貂化石
新種白虎刃貂距今約新種白虎刃貂距今約16001600萬年萬年

在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在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中科院古脊椎所中科院古脊椎所））拍攝的中國首次發現的刃貂化石拍攝的中國首次發現的刃貂化石
標本標本。。中科院古脊椎所博士研究生江左其杲等與西班牙古生物學家瓦倫西亞諾通過合作研究中科院古脊椎所博士研究生江左其杲等與西班牙古生物學家瓦倫西亞諾通過合作研究，，確認確認
來自新疆烏倫古河流域哈拉瑪蓋組和可可買登組的幾件鼬科化石標本都屬於刃貂屬來自新疆烏倫古河流域哈拉瑪蓋組和可可買登組的幾件鼬科化石標本都屬於刃貂屬，，這也是刃貂化這也是刃貂化
石在中國的首次發現石在中國的首次發現。。其中其中，，哈拉瑪蓋組的刃貂代表刃貂屬的壹個新種哈拉瑪蓋組的刃貂代表刃貂屬的壹個新種，，命名為白虎刃貂命名為白虎刃貂。。這壹中這壹中
外學者合作研究的重要成果外學者合作研究的重要成果，，已獲最新壹期學術期刊已獲最新壹期學術期刊《《中國地質學報中國地質學報（（英文版英文版）》）》發表發表。。

發現世界首例體內保存蛋殼鳥類化石發現世界首例體內保存蛋殼鳥類化石
距今距今11..11億年億年

記者從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記者從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中科院古脊椎所中科院古脊椎所））
獲悉獲悉，，該所周忠和該所周忠和、、鄒晶梅鄒晶梅、、巴約勒團隊通過研究采集於甘肅玉門壹塊巴約勒團隊通過研究采集於甘肅玉門壹塊
距今距今11..11億年的中生代鳥類化石發現其體內保存蛋殼億年的中生代鳥類化石發現其體內保存蛋殼，，這也是世界範圍這也是世界範圍
內發現的首個腹腔內含有蛋殼的滅絕鳥類內發現的首個腹腔內含有蛋殼的滅絕鳥類———反鳥類化石—反鳥類化石。。圖為中科院圖為中科院
古脊椎所博士後巴約勒展示中國發現的世界首例體內保存蛋殼鳥類的化古脊椎所博士後巴約勒展示中國發現的世界首例體內保存蛋殼鳥類的化
石標本石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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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萬人互聯”到“萬物互聯”

“人物互聯”，從消費互聯網到產業互

聯網，從傳統產業“單腳跳”到與互聯

網協作“雙腿跑”……在舉行的中國

（深圳）IT領袖峰會上，IT“大咖”們暢

想5G（第五代移動通信技術）+AI（人工

智能）帶來的中國發展美好未來。

5G+AI 兩把“鑰匙”：
雙核驅動帶來“萬物互聯”
首個行政區域5G網絡在上海建成並

開始試用，AI合成主播正式上崗……近

來，5G和人工智能AI不斷成為熱門話題。

在不少業內人士看來，5G和AI就像兩把

鑰匙，兩者“雙核驅動”，將助力解決

當前面臨的發展瓶頸問題。

“我們可以把5G網絡看作壹把鑰匙，

它能夠幫我們解鎖原先難以數字化的現實

場景，讓數字技術以更小的顆粒度重塑現

實世界。”騰訊公司董事會主席兼首席執

行官馬化騰31日說，5G順應了萬物互聯

的趨勢，經過測試，5G網絡在每平方公裏

內能支持100萬個設備同時聯網，它還具

有大帶寬、低時延、高可靠等特性。

華為消費者業務首席執行官余承東

說，從1G到4G的時代，通信主要是連

接人的，5G除了人的連接，還可以連接

物。在中電信方舟基金管理公司總經理

高宏亮看來，從“萬人互聯”到“萬物

互聯”，我們也由消費互聯網時代，逐

步進入產業互聯網時代。

借助產業互聯網，壹些企業的數字

化轉型升級，將從傳統產業自己“單腳

跳”，變為與互聯網協作的“雙腿跑”。

壹些專家表示，很多傳統產業經歷了從

“觸網”到“上雲”，到主動擁抱“產

業互聯網”。

與此同時，AI則是解決人口老齡化、

氣侯變化等問題的壹把重要“鑰匙”。

清華大學國家金融研究院院長朱民

說，人工智能能夠幫助企業自動化，預

防性維修、設備驅動等過程模擬已經有

幾乎成熟的技術。人工智能還能通過氣

候模擬分析，提供更佳的氣候解決方案，

提高能源效率，比如通過人工智能來改

變每壹個大樓的空調溫度，“能節約的

能源是了不得的天文數。”

5G與AI相輔相成，5G能夠幫助更多

的AI應用落地，AI則可以讓5G網絡更靈

活、更高效地被人們使用。不少業界人士

認為，兩把鑰匙“雙核驅動”，壹個更加

智能、便捷的未來正在朝我們走近。

5G驅動力+AI催化劑：
“乘法效應”帶來顛覆創新
遠程診斷、手術往往受限於網絡帶

寬和時延，偏遠地區的患者可以通過5G

網絡，更便捷地獲得遠方專家的幫助；

急救車開往醫院的途中，可以利用5G網

絡，將患者手術之前的準備工作與醫院

進行遠程同步；通過路邊的攝像頭、車

上的傳感器，識別汽車、行人的位置與

速度等信息，形成車路協同的整體解決

方案進行推送……

壹些專家認為，作為信息基礎設施

的5G是驅動力，AI則是催化劑。在5G+

AI帶動應用場景更加多樣的同時，兩者

互促式發展將形成乘法效應，帶來顛覆

性的創新機遇。

馬化騰說，壹家液晶面板公司，為

了保證產品質量，要雇用大量的質檢員，

可能要培訓3個月才能上崗，最熟練的

質檢員也要3秒才能檢查壹張圖片，而

且每天只能看數千張。通過物聯網采集

數據，加上AI輔助檢測的解決方案，可

以將產品缺陷進行光學檢測識別，大大

提高效率。

“麥肯錫的報告顯示，2025年我們

的生活質量指標會大幅提升，通過人工

智能的各種技術，包括安全、交通、飲

食、健康與衛生。與之相伴相生的是數

據以壹個量級的方式急劇增長，在所有

數據裏面有很大比例是來自實時計算的

物聯網數據。”地平線聯合創始人黃暢

說，如果把這些數據都原樣不動地照搬

到雲上，整個帶寬是不可忍受的。

不少與會專家表示，在5G+AI迅速

發展的背景下，也為邊緣計算開創了強

大的需求，5G在邊緣側可以很好地降低

延遲，未來會有大量的數據在邊緣側進

行處理、壓縮，帶來芯片、算力、算法

等領域新的創新機遇。

5G高速公路+AI大腦：
規則準則亟待與時俱進
5G如同高速公路，在這條路上數據

大量高速運轉，也需要規則，防止“車

輛跑偏”。AI則像是成長中的嬰兒大腦

，同樣需要規範引導。

不少業界專家認為，5G+AI的發展

潛力毋庸置疑，但也要相關規定準則與

時俱進。比如5G+AI相結合，現在最容

易想象的場景之壹是自動駕駛，壹旦出

了事故，誰承擔責任？個人願意把多少

控制權交到雲端？這樣的應用場景目前

還缺乏相應法律規範。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集團行政

總裁李小加31日說，5G+AI是數據時代，數

據已經成為大宗商品、原材料，很多行業發

展非常快。但壹系列的數據確權、標準、定

價、存證、信用體系、溯源、收益分配等規

則的建立，還需要大家共同努力。

5G+AI的可持續發展，不少業內人士也

關註商業模式的創新。達闥科技創始人黃曉

慶等認為，運營商需要大量投資建設5G基

站等基礎設施，要形成健康、正向激勵

的5G“生態圈”，或可考慮改變運營商傳

統的“只賣帶寬不分成”的商業模式。

年內油價緣何呈現“五漲零跌壹擱淺”
綜合報導 盡管本輪成品油價格只是微調，但

這已是今年油價第五次上漲。本次調價後，今年以

來國內成品油調價呈現出“五漲零跌壹擱淺”格局

歐佩克執行減產，美國對伊朗和委內瑞拉實施

制裁等將繼續推高油價，短期國際油價大概率在當

前水平維持區間波動。

年內第六次成品油調價窗口再度開啟。據國家

發展改革委消息，根據近期國際市場油價變化情況

，按照現行成品油價格形成機制，自2019年3月28

日24時起，國內汽、柴油價格每噸均提高80元。

據國家發改委價格監測中心監測，在本輪成品

油調價周期內，倫敦布倫特、紐約西德克薩斯輕質

油（WTI）油價分別在每桶67美元至69美元、58

美元至60美元區間窄幅波動。平均來看，兩市油

價較上輪調價周期上漲3.86%。受此影響，國內汽

油、柴油零售價格隨之上調。

國家發改委價格監測中心分析師鐘彌嘉表示，

調價周期內，全球原油供應趨緊，推高國際油價至

近5個月高位。壹是石油輸出國組織(歐佩克)減產

效果明顯並將繼續執行減產至今年6月份。二是美

國原油庫存連續三周下降，其中3月15日當周下降

960萬桶，創下去年7月份以來最大降幅。同時，

美國活躍鉆機數也降至824座，為去年4月份以來

最低水平。三是委內瑞拉再度發生大規模停電事故，

導致該國原油出口量進壹步下降。截至3月27日，

倫敦布倫特、紐約WTI油價分別為每桶68美元和

59美元，較年初上漲了24%、28%。

盡管本輪成品油價格只是微調，但這已是今年油價

第五次上漲。本次調價後，今年以來國內成品油調價呈

現出“五漲零跌壹擱淺”格局(參照原油價格變化率趨勢

，3月14日年內第5輪成品油調價擱淺未調)。據統計，

今年汽油累計上調750元/噸，柴油累計上調725元/噸。

“此次調價會使部分私家車主用油成本小幅增

加。以油箱容量50L的普通私家車計算，調價後加

滿壹箱油將多花3元左右；按市區百公裏耗油7L至

8L的車型，平均每行駛1000公裏費用增加5元左右

。對滿載50噸的大型物流運輸車輛而言，平均每

行駛1000公裏燃油費用增加28元左右。”隆眾資

訊分析師徐雯雯介紹說。

從對市場的影響來看，隆眾資訊分析師劉培培表示

，自3月中下旬開始，國內柴油需求向好，再加上受增

值稅下調影響，中間商備貨積極，地煉及主營單位成交

量較上月略有回升。不過，南方大部分地區受陰雨天氣

影響，下遊消耗欠缺；在汽油方面，天氣逐漸轉暖，4

月份節假日出行較多，加油站走量壹直比較穩健。

“本次漲幅不大，對市場購銷氛圍提振作用有

限。”劉培培分析說，4月份北方汽柴油需求繼續

向好，物流運輸行業消耗量穩健，南方柴油需求也

將逐步恢復；加油站零售價上漲，利潤走高，提振

加油站備貨心態。不過，多種市場不確定因素也制

約著大單或者大型外采成交，預計本次調價後主營

及地煉汽柴油價格繼續以穩定調整為主。

成品油價未來走勢如何？國家發改委價格監測中

心預計，歐佩克執行減產，美國對伊朗和委內瑞拉實

施制裁等將繼續推高油價，短期國際油價大概率在當

前水平維持區間波動。需要註意的是，歐佩克將於4

月17日至4月18日舉行會議，後續減產期限和減產力

度是否存在變化是影響近期油價的主要因素。

隆眾資訊分析師李彥表示，以當前的國際原油

價格水平計算，下壹輪成品油調價開局將呈現下行

趨勢，但目前國際原油市場利好因素繼續占據

上風，歐佩克減產不斷釋放積極信號，加之委內瑞

拉等地緣局勢依然不穩定，供應端趨緊預期仍在延

續。預計下壹輪成品油價格上調或擱淺概率較大。

5G+AI會帶來哪些改變？
IT“大咖”暢想互聯未來



德州本地新聞 BB44星期三 2019年4月03日 Wednesday, April 03, 2019

（本報訊）自從Deer Park 煉油廠大火熄滅不
到三個星期，休斯頓地區再次發生化工廠大火爆
炸事故。原因顯示，一個天然氣管道被點燃後，
引發大火併蔓延至倉庫，隨後在現場發生了強烈
爆炸。

本週二上午，位於 Crosby 的 KMCO 化工廠
發生大火，目前已經有一人死亡，兩人受傷。

哈瑞斯郡消防機構發言人表示，位於 16503
Ramsey Road的事故現場周邊已被封鎖，並且已
經防止了火勢的進一步蔓延，兩名重傷人員已經
被直升飛機送至附近醫院，化工廠方圓一英里的
地方已經安排了緊急庇護所。

周邊的許多學區包括 Crosby ISD, Channel-

view , Galena Park 以及 Sheldon 學區 都已經設置
了緊急庇護所，同時 Crosby學區已經關閉了所有
的供電和空調系統。

此外，周邊一英里的幼稚園都已經關閉。位
於東北地區的休斯頓獨立學區當天下午取消了學
生的課外活動，除了傷亡的報導之外，周邊的鄰
居甚至感到了爆炸的震動。

短期內休斯頓地區一共發生兩起重大工廠大
火事故，已經引起了相關部門的高度重視，今後
有望實施更加嚴格的安全防範措施。 Deer Park
煉油廠大火截至目前仍未發現事故的原因，此次
火災一共有11個油罐起火，引起的巨大濃煙對休
斯頓空氣質量造成了極大的危害。

Deer ParkDeer Park 煉油廠大火剛停煉油廠大火剛停 另一起火災又起另一起火災又起

（綜合報導）美國全國商業經濟協會25日發
佈前景調查報告說，該協會經濟學家預測，主要
受全球經濟增長放緩和美國貿易政策影響，今明
兩年美國經濟增速將大幅放緩。

該協會經濟學家預計，2019年按年率計算的
美國實際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率將從2018
年的2.9%下滑至2.4%，並在2020年進一步放緩至
2.0%。經濟學家認為，去年美國經濟受益於減稅
以及政府支出的增加，但上述政策對經濟的促進
效益正逐漸消退。不過，多數經濟學家認為，美

國經濟短期內不太可能出現衰退。
該調查結果與美聯儲20日發佈的預期值在趨

勢上相吻合。美聯儲預計，2019年和2020年美國
經濟增長率或分別降至2.1%和1.9%。

美國全國商業經濟協會是由商業領域經濟學
家組成的專業協會。該協會定期開展經濟政策調
查、前景調查、商業狀況調查。本次調查於2月
22日至3月7日進行，由55名專業人士組成的調
查小組對美國經濟前景進行預測。

今明兩年美經濟增速將大幅放緩

惠譽評級稱，美國的債務承受能力高於其他主權國家，但如果沒有改革，赤字和債務上升最終可
能會測試這些信貸優勢。

惠譽確認美國長期外幣債務評級在AAA，展望依然穩定。
“儘管最近財政政策出現放鬆，但惠譽認為美國的債務承受能力高於其他主權國家，”該評級機

構聲明稱。
惠譽預測美國2019-2020年的增長速度將超過大多數發達經濟體，儘管它將2019年和2020年的

經濟增速預測分別降至2.3%和1.9%。
它表示，政府借貸成本攀升速度在短期內將比惠譽上次評估時預期的要慢。
惠譽目前預計美聯儲將在2019年進一步加息25個基點，2020年也將加息一次。

美國評級獲惠譽確認為AAA 展望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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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樂”想生仔 或要返鄉下
圈養繁殖力只及野生26% 低過零下10度宜行房

■熊貓寶寶爬樹會友。攝於臥龍中華大熊貓苑
神樹坪基地。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川 攝

港人今年可免費遊三星堆博物館

■研究人員楊帆介紹紅外線攝影機
的運作原理，並展示所攝得的野生
動物。 記者陳川 攝

位於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三星堆遺址東北
角的三星堆博物館，展現了寶貴的人類文化遺
產。適值三星堆發現9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
70年和澳門特區成立20周年，三星堆博物館常務
副館長朱家可在接受香港媒體訪問時宣佈，由本
月1日至今年12月31日，港澳台同胞將可免門票
參觀三星堆博物館。

位於四川廣漢的三星堆古遺址分佈面積12平
方公里，是迄今在西南地區發現的範圍最大、延
續時間最長、文化內涵最豐富的古城、古國、古
蜀文化遺址。現有保存最完整的東、西、南城牆
和月亮灣內城牆。

三星堆古遺址被稱為20世紀人類最偉大的考
古發現之一，昭示了長江流域與黃河流域一樣，

同屬中華文明的母體，被譽為“長江文明之
源”。

是次海洋公園安排的卧龍生態傳媒體驗團，就
特地安排到訪了三星堆博物館，大家觀賞了一大批
古蜀秘寶，其中有許多光怪陸離奇異詭譎的青銅造
型，令人聯想起“外星文明”。其中，高達3.95米
的青銅神樹，是全世界體量最大的商周青銅器，而
高2.62米的青銅大立人是現存最高、最完整的青銅
立人像，被譽為“世界銅像之王”。

儘管三星堆文物已多次出國巡展，包括瑞
士、德國、英國、丹麥、美國、日本、澳洲、加
拿大、法國，以至最近國家主席習近平訪意大利
時到羅馬展出，但青銅神樹和青銅大立人都是國
家文物局規定的“永久禁止出國參展”的國寶級

文物，非得親臨博物館現場，在導賞員的即場講
解下，方可一飽眼福和有所體會。

在宣佈港澳台同胞免票入場的同時，朱家可
亦透露，四川省政府今年11月會到香港推介旅遊
境點和商業機遇，三星堆博物館屆時會展示三星
堆的文創產品，同時會上演燈光秀，讓大家在港
也可感受三星堆的魅力。

儘管三星堆博物館暫未納入目前海洋公園生
態團的常規行程，惟海園已和三星堆博物館達成
協議：今年7月，新家園協會舉辦的2019“四海
一家．川港同行”青年交流團的數百名參加卧龍
生態旅行團的青年，已落實加入三星堆的行程。
未來，海園亦正考慮安排香港的大學生到三星堆
遺址了解有關的考古工程。

■■青銅立人像青銅立人像
被譽為被譽為““世界世界
銅像之王銅像之王””。。
香港文匯報記香港文匯報記
者陳川者陳川 攝攝

■為接近野外的熊貓，科研人員往往要穿着熊貓
裝才能避免發生意外。攝於臥龍中華大熊貓苑神
樹坪基地。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川 攝

相信大家在香港海洋公園看到大熊貓盈盈、樂樂，看着牠們吃飽

睡、睡飽吃，內心都會感受到十分療癒。但事實上，大熊貓面對的是嚴

苛的生活環境，內地通過以中國大熊貓保護研究中心為代表的大熊貓飼

養繁育及科研機構的努力，已成功解決了圈養大熊貓繁育的三大難題：

發情難、配種受孕難、育幼成活難，惟大熊貓繁殖仍然面臨產子困難，

主要因本交成功率低，人工授精成功率偏低，又表示保護研究中心將盡

最大努力，與海洋公園開展多種形式合作研究，爭取樂樂、盈盈早日實

現繁殖後代的目標。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川

身為大熊貓愛好者，相信大家都希望對
這些“睡寶寶”有更多的了解，同時

為保育牠們盡一分力。由本月開始，海洋
公園和四川省政府委託香港中旅社舉辦
“汶川臥龍大步走”的生態體驗團，團友
可到需要許可證才可以進入的巴朗山──
鄧生保護站，了解如何調查、保育野外大
熊貓及其他野生動物（見另稿），還可以
探訪中華大熊貓苑神樹坪基地，為大熊貓
打掃、準備食物，等等。

熊貓國家公園試點已啟動
為推廣有關的生態遊，海洋公園特地

安排了香港傳媒的體驗團。此行，香港傳
媒走訪了臥龍中華大熊貓苑神樹坪基地、
巴朗山──鄧生保護站、承擔着大熊貓疾

病防控，野外救護，文化宣傳推廣，出入
境大熊貓隔離檢疫，老年大熊貓飼養管
理，國際合作交流等方面的大熊貓保護研
究中心都江堰基地等等，親臨其境地了解
大熊貓的保育工作，還到過擁有“國之重
寶”之地──三星堆博物館。

中國大熊貓保護研究中心大熊貓專家
李德生其間接受香港傳媒訪問時，談到大
熊貓保育面對的挑戰。他說，中央政府通
過大力實施天然林保護、退耕還林還草、
野生動植物保護和自然保護區建設等林業
重點工程，不斷完善大熊貓自然保護區體
系，保護大熊貓及其棲息地。

他續說，總面積2.7餘萬平方公里如24個
香港全境大小的大熊貓國家公園建設試點工作
已經啟動，大熊貓國家公園建設正在積極推進。

目前，全國已建立了67處大熊貓自然保護區，
形成大熊貓棲息地保護網絡體系，53.8%的大
熊貓棲息地和66.8%的野生大熊貓種群納入到
自然保護區的有效保護中。

四十年野生數量增三分二
李德生表示，第四次野外調查顯示，內

地大熊貓野生種群從七八十年代的1,114隻增
長67%至1,864隻，大熊貓自然保護區數量從
15個增長到67個，受保護的大熊貓棲息地面
積從139萬公頃增長到258萬公頃，野外大熊
貓保護成就顯著。不過，野外大熊貓仍然面臨
三大挑戰：一是棲息地破碎化，二是野外大熊
貓繁殖低生育、低存活，三是自然災害。

港人都很關心的盈盈、樂樂生B的問
題，四川省林業廳廳長劉宏葆此前提到，
可以安排盈盈、樂樂返回四川繁殖。

劉宏葆在成都大熊貓繁育研究基地都江
堰繁育野放研究中心──熊貓谷會見香港體驗
團時說，大熊貓天生繁殖能力低，而圈養大
熊貓的繁殖能力更低，只及野生的26%，加
上最佳繁殖溫度為攝氏零下10度至25度，香
港氣候比較熱，繁衍確有難度。

至於會否把盈盈、樂樂送返四川繁殖？
劉宏葆稱：“我們沒問題。”需要視乎中央政
府和特區政府溝通。海洋公園行政總裁李繩宗
則補充，他們一直和有關方面保持緊密聯繫，
同時盡可能讓盈盈、樂樂生BB。

首登巴朗山 學熊貓保育
一般人不能隨便進入的巴朗

山──鄧生保護站，必須申領許
可證。海洋公園由於在大熊貓保
育的工作上，和四川省有關部門
緊密聯繫，互相學習、進步，方
得以進入這個“禁區”。在這
裡，研究人員利用紅外線相機對
珍稀野生動物開展監測，以收集
其生存及種群狀況、活動規律等
科研數據，在大熊貓及其他野生
動物的保護上，擔當了前沿角
色。巴朗山──鄧生保護站擔當
了保護臥龍高山生態系統、防止
森林火災中的前沿功能，使其能
夠繼續承擔臥龍原始生態林以及
野生動物保護、林政執法、動物
檢疫、森林病蟲害監測、大熊貓
主食竹類開花的監測等重要的任
務，發揮其在保護大熊貓及野生
動物事業中的前線效用。

收集野生動物科研數據
由2009年開始，鄧生保護站

利用紅外線相機對珍稀野生動物
開展監測，以收集其生存及種群
狀況、活動規律等科研數據。經

過4年多的探索與實踐，工作人
員們對紅外線相機使用和安放技
術、位置選擇等相關技能、業務
水平逐步提升，運用紅外相機技
術開展野生動物監測技術也日趨
成熟。獲得了雪豹、綠尾紅雉、
血雉、豹貓等珍稀野生動物照
片、視頻資料。

是次傳媒體驗團到巴朗山是
在3月下旬，和香港完全不同的
是，該處位於深谷險峽，大家竟
然都體驗到雪地風光，並在巴朗
山研究人員的講解和示範下，了
解到設置紅外線攝影機的學問，
實獲益良多。

在臥龍中華大熊貓苑神樹坪
基地，大家則可以在與照顧大熊
貓的志願者體驗，包括為大熊貓
收拾落葉、打掃熊貓便便，及將
圈舍室內部分沖洗打掃乾淨。其
間，大熊貓雖然會被“隔離”，
但牠們還是會透過欄柵，憨態十
足地“偷窺”大家啊。

在整個志願者體驗之旅結束
後，還會有基地的保育專家頒發
一張愛心體驗證書。

■在巴朗山鄧生保護站，可以看
到野生動物的足跡。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川 攝

■可愛的大熊貓，即使是成年人，只要親身接觸過都會瞬間愛上。攝於大熊貓保護
研究中心都江堰基地。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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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桌球中國公開賽1日
在北京開賽。羅拔臣打出單
桿119分和138分，以6：2大
勝晉級次輪。而中國球員肖
國棟則在資格賽兩桿破百，
以6：1輕取對手殺進正賽；
不過兩屆衛冕冠軍沙比出人
意料地3：6負斯塔德曼無緣
正賽，至於中國“一哥”丁
俊暉，則以6：1輕取張健康

晉級正賽。
作為世錦賽前的最後一站

排名賽，中國公開賽因決定世
錦賽的種子席位而備受球員重
視。本屆公開賽採用國際最新
賽制，從首輪至8強賽都採用
11局6勝制，準決賽將採用19
局10勝制，決賽將採用21局
11勝制。百萬英鎊級別的賽事
總獎金讓中國公開賽躋身世界

第二大斯諾克賽事。冠軍獎金
可達22.5萬英鎊。

去年8月，丁俊暉晉升奶
爸。他稱，近幾個月由於沒
有參加比賽，賽季積分不
夠，此次中國公開賽將是一
個很好的機會，“希望自己
在比賽中能夠突破歷史、再
創佳績。”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桌球中國賽開打肖國棟過關晉級

為期為期88天的天的20192019年全國游泳冠軍賽暨世年全國游泳冠軍賽暨世
錦賽選拔賽在剛剛過去的周日收官錦賽選拔賽在剛剛過去的周日收官。。縱觀這縱觀這
次比賽次比賽，，孫楊是最亮的那顆星孫楊是最亮的那顆星。。這次冠軍這次冠軍
賽賽，，或許是考慮到孫楊或許是考慮到孫楊2727歲的歲的““高齡高齡”，”，
教練一開始只報了教練一開始只報了200200米米、、400400米和米和800800米米，，
但他堅持報了但他堅持報了11,,500500米米，，並最終橫掃四金並最終橫掃四金，，
展現出他在中長距離項目上的統治力展現出他在中長距離項目上的統治力。。

細數孫楊的成績細數孫楊的成績，，除了除了11,,500500米成績暫米成績暫
列今年世界第二外列今年世界第二外，，其餘三項均是今年世界其餘三項均是今年世界
第一的水平第一的水平。。但孫楊但孫楊11,,500500米的米的1414分分5555秒也秒也
是近四年來個人最好是近四年來個人最好，，其餘各項也在世界泳其餘各項也在世界泳
壇第一集團壇第一集團。。

女子項目上女子項目上，，奧運冠軍葉詩文的強勢回奧運冠軍葉詩文的強勢回
歸令人驚喜歸令人驚喜。。2323歲的葉詩文接連收穫歲的葉詩文接連收穫200200米米
個人混合泳和個人混合泳和200200米蛙泳及女子米蛙泳及女子400400米混合米混合
泳冠軍泳冠軍，，尤其是新主項尤其是新主項200200米蛙泳的冠軍給米蛙泳的冠軍給
人希望人希望。。奧運銅牌得主傅園慧這次賽事收穫奧運銅牌得主傅園慧這次賽事收穫
四金四金，，即將開啟個人的第四次世錦賽之旅即將開啟個人的第四次世錦賽之旅，，
她說她說：“：“想把最好的狀態留到世錦賽想把最好的狀態留到世錦賽，，不想不想
說戰勝誰說戰勝誰，，戰勝自己比較重要戰勝自己比較重要。”。”■■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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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詩文在
今次冠軍賽
個人獨得3
金。

新華社

■■莊嘉欣利用莊嘉欣利用
靈活性避過對靈活性避過對
手阻截手阻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
謙）出道三年來一直以世青金
腰帶為目標，香港職業拳手潘
啟情終迎來圓夢的機會，其所
屬的DEF Promotions 1 日宣佈
這名23歲拳手將於5月12日於
香港灣仔會展出戰“亞洲職業
拳擊精英賽” ，並於壓軸大戰
與內地拳王李翔爭奪WBO輕
蠅量級世界青年金腰帶，有望
成為香港首個世青冠軍。

職業生涯戰績為7勝1負的

潘啟情，將於5月12日假灣仔會
展迎戰內地拳手李翔，勝者將可
獲得WBO 輕蠅量級世界青年金
腰帶。潘啟情自今年2月起遠赴
菲律賓集訓兩個月，他表示有信
心為香港職業拳壇寫下新一頁：
“很感謝推廣人劉志遠及DEF
為我爭取到今次機會，在香港推
廣職業拳擊並不容易，這是我爭
取世青金腰帶的最後機會，我會
努力將這條腰帶留在香港。”

而經理人劉志遠則認為潘

啟情已在前兩場賽事中證明實
力，希望在菲律賓的特訓有助
他爭取佳績。

內地新晉拳手李翔，是現
任WBA 羽量級世界冠軍徐燦
的師弟，2017年出道，短短一
年便首奪WBA 中國區最輕量
級青年拳王頭銜。同年11月，
他曾挑戰WBC ABCO 輕蠅量
級洲際銀腰帶，惟以點數僅負
予菲律賓對手 JonathanAlma-
cen。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淦）香港男子七人欖球

隊去年歷史性贏得亞運金牌，在“傑出運動員選舉”中

當選“2018年最佳運動隊伍”。其實女子隊近年也有長

足進步，市民關注度也愈來愈高，在香港國際七人欖球

賽開始前，香港文匯報訪問了女子隊成員莊嘉欣，窺探

一下這位由大球場派餐員變身為港隊一分子的小妮子奮

鬥路途上的心路歷程。 記：記者 莊：莊嘉欣

潘啟情潘啟情下月會展爭世青金腰帶下月會展爭世青金腰帶

■■莊嘉欣莊嘉欣（（上排左二上排左二））入選香港七人欖球代表隊
入選香港七人欖球代表隊。。

■■莊嘉欣莊嘉欣（（右右））與姚錦成體驗瑜與姚錦成體驗瑜
伽伽，，推廣心靈健康推廣心靈健康。。

■■肖國棟順利晉級正賽肖國棟順利晉級正賽。。 新華社新華社

■■潘啟情積極備戰潘啟情積極備戰，，目標奪世青金腰目標奪世青金腰
帶帶。。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記：你
以前是跑步運

動員，是什麼原因會
接觸及愛上欖球？家人及

朋友又有什麼意見？
莊：我由細到大都是跳跳紮，中

學時期更有打籃球。讀大學時，在球
場上看到師姐李念殷在打欖球。聽過她
的講解，發現欖球並不像其他運動那樣，
不會因為我的細小身型而有所限制，我可
以利用靈活性去避過對方的阻截，之後我
便開始跟她參與球會的練習及出戰本地聯
賽。家人一開始看到我打完欖球後傷痕纍
纍，難免會心痛，但他們看到我真的很喜
歡欖球，並代表香港出戰，仍會默默支
持，幾乎每次在香港舉行的比賽，他們
都會到場。至於朋友及另一半會叫我不
用那麼賣命，但他們其實心裡亦是支持
的。

盼參加亞運奪取獎牌
記：在香港做運動員要
犧牲很多，作為女子欖

球員，你付出了多
少才能堅持至

今？未來

又會有什麼計劃？
莊：是真的，在香港做運動員要犧牲很

多，我為欖球犧牲了自己的私人時間，很多
時都需要訓練，出賽等。我們除了在球場上
訓練，亦要到健身室操練。在飲食方面亦有
一定的要求，不可像其他人一樣隨時大吃大
喝。但每一個行業都需要犧牲，而且自己是
一個團隊運動的全職運動員，所以更需要做
好自己，不可影響團隊的表現。未來希望能
夠代表香港參加亞運並拿得獎牌。

市民打氣是最大鼓舞
記：女子欖球發展、成績及關注度暫

時未及男子隊高，你認為當中尚欠些什
麼？

莊：女子欖球的起步始終不如男子欖球
的早，惟時間能完善整個制度。女子欖球是
體育學院的精英項目之一，加上總會的支
持，香港女欖全職化，相對大部分亞洲國家
為優，例如有系統的訓練模式，及得到多方
面的支援等等。其實我們只要聽到市民簡單
的一句打氣，已是很大的鼓舞。

記：心目中覺得女欖要達到什麼高度
才算是成功？目前最大阻力又是什麼？

莊：希望在亞洲能與日本、國家隊看
齊，以及能夠參與更高水平的比賽，如七

人巡迴賽。日本、國家隊都在世界
巡迴賽中從各國勁旅身上

汲取
不少經驗。我們
必須由技巧及戰略
上進一步提升，並藉着不同的比
賽、應戰各類型的對手才能拉近與
他們的距離。

記：國際七人欖球賽帶給你什麼難
忘回憶？

莊：我第一次參加七欖是19歲（現
年25歲），在球場內擔任派餐員，第一
次看到球場內所有人的歡呼與吶喊，真
的很壯觀。之後到我有份參加比賽，雖
然在掃桿埔運動場，但都會感受到很多
人來支持香港隊。我相信今年對我來說
是最特別的，因為我除了參與比賽外，
更與男子隊成員姚錦成獲得專注做好醫
保的Cigna 信諾邀請，成為他們“Con-
verting Hearts & Minds”活動大使。我
更是首次以運動員身份向公眾宣揚身心
健康平衡的重要性，所以特別具意義。

記：港隊怎樣備戰今次比賽，最大
目標是什麼？

莊：進軍大球場當然是我們的最大
目標，我們已加緊練習。小組賽中的對
手都是身體條件較好的，有見及此，我
們在策略上有所調整，以靈
活的打法避免與他們正面交
鋒，以得到最大優勢。

由大球場派餐員到港女欖代表由大球場派餐員到港女欖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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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深/圖文】3月29日晚
，休斯頓國際貿易中心（In-
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ITC
）主席李蔚華先生在家園舉行
招待會，歡迎埃克森美孚公司
（ExxonMobil)全球採購總經理
愛德華多•努涅斯（Eduardo
Nunez）加入國際貿易中心，
擔任國際貿易中心共同主席，
持續開展國際經貿的交流合作
，吸引更多的私人和外國投資
，為國際貿易中心跨國際、跨
地區的國際化經營提供務實高
效的服務，在休斯頓創造更多
的就業機會，刺激休斯頓地區
的經濟的高速增長。

國際貿易中心主席李蔚華
先生在致詞中指出，休斯頓作
為一個多元化的城市，歷年來
吸引了不同國家的移民湧入，
同時，也促進了休斯頓對外貿
易的迅猛發展，這促使美南報
業電視傳媒集團萌發了創建對
外經濟交流平台的念頭，因此
於2006年成立國際貿易中心。
這個貿易中心的平台旨在為美
國的中小企業服務，讓他們更
好的與海外的商業投資者建立
溝通。作為大休斯頓地區唯一
華人獨立創辦的跨國界、跨種
族、跨文化、跨地域的非營利
文化貿易組織，成立伊始即得
到休斯頓市政府及美中社會各
界名流人士等的大力支持，很
多政要名流更成為ITC的終身顧問，旨在為ITC會員提供經濟、
政治、法律、會計，文化、教育、醫療、旅遊等各個方面的幫助
。目前ITC已擁有超過7000家中小企業加盟。作為ITC投資者
和主席，李蔚華先生希望越來越多的當地商會、貿易專家、諮詢
服務行業人士以及致力於國際貿易的外國投資者能加入進來，真
正達到經貿國際化的目標。

作為前埃克森美孚全球採購總經理，愛德華多•努涅斯先生
擁有40年的經貿從業經驗。他在致詞中說他在阿根廷布宜諾斯
艾利斯研究所取得電子工程學士學位，並完成了石油和天然氣經
濟學的研究生課程。在阿根廷開展了自己的職業生涯，先在阿根

廷埃索的信息系統和採購部門任經理
。 1995年在比利時布魯塞爾擔任國際
採購經理。 1998在日本東京擔任採購
主管。自2000年以來，他被埃克森美
孚公司任命為區域性的美洲採購經理
，全球採購業務總經理，全球承包和
控制總經理，以及擔任後來的項目和技術總經理。愛德華多•努
涅斯去年退休後成立第三波數字化公司（Third Wave Digital
LLC.），是一家數字化高科技投資公司，任董事長。他也是休斯
頓少數族裔供應商發展委員會主席，休斯頓西班牙商會董事會成

員，大休斯頓成員夥伴關係的少數群體夥伴關係工作組成員，西
班牙裔研究所董事會成員，休斯頓阿根廷眾議院主席。他的加盟
將開拓國貿中心創新與發展的理念，吸引更多的合作夥伴，創造
更好的經貿成績。

國際貿易中心李蔚華主席舉行招待會
歡迎前埃克森美孚全球採購總經理愛德華多•努涅斯加盟



BB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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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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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華時間》

《新聞面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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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園之城 中國 開化——德國 德累斯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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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三 2019年4月03日 Wednesday, April 03,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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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癌癥康復中心國際癌癥康復中心
名中醫王淑霞教授專欄名中醫王淑霞教授專欄33----影響中醫藥療法治療癌症的因素有哪些影響中醫藥療法治療癌症的因素有哪些？？

《《周師傅專欄周師傅專欄88》》周師傅告訴你周師傅告訴你：：轉彎轉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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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們來說一說轉彎要註意的問
題。

一，在街角轉彎似乎是個簡單的
操作，但是駕駛員沒有正確地轉彎容
易造成他人誤解甚至車禍。以下7個
步驟幫助你安全地轉彎：1，轉彎前
要有思想準備，提早準備好你的轉彎
點。絕不在最後一刻才決定轉彎。2
，註意左右或後方有沒有車輛正在轉
線。3，轉彎前你要轉進正確車道。
如果你不能轉入正確車道，你必須往
前直走，尋找另一個轉彎點。4，轉

彎前100英尺要打信號燈。5，轉彎
前減速到適合速度，轉彎當中不要踩
剎車。6，轉彎前在正確的車道並減
速到合適速度可以幫助你輕松轉彎。
7，轉入正確的車道，即你自己的車
道。

二，如何右轉：1，轉彎前先轉
入右邊車道而且轉彎點前必須打信號
燈。2，發出右轉信號，並且在街角
前至少100英尺開始減速。3，開始
轉彎前觀察各個方向。4，盡量靠近
道路右側。

三，如何左轉：1，轉彎前線轉
入左邊車道而且在轉彎點前必須打信
號燈。2，發出左轉信號，並且在街
角前至少100英尺開始減速。3，開
始轉彎前觀察各個方向，並且十字路
口在中線右邊行駛。要讓路於前方來
車。4，轉入靠近中間的車道，這樣
你就不會妨礙其他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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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影響中醫療法的因素有如下幾點：
1，癌癥的分類：現代醫學認為，癌細胞的

分類適合於哪一種藥物化療用藥量？化療的時間
療程需要多少次？療效是否敏感？是否通過放、
化療達到抑制殺滅癌細胞的目的……

臨床中常見有些藥物對某些癌細胞有親和性
，療效明顯。這樣加大了病人和醫生對化療的治
療信心，他們會對化療藥加量、延長治療時間，
這樣病人的敏感性的高低與療效往往不成正比，
特別敏感的腫瘤往往容易轉移，因而得不到治愈
。例如肺的未分化癌，局部控制較易，而且失敗
的主要原因在於遠處轉移。化療超過4---6個療
程，再用中醫自然療法就會發現療效不佳，其主
要原因在於病人超量化療後，產生抗藥力，五臟
六腑均受到傷害，用中醫自然療法後，也很難完
全恢復，即使恢復了，病人還會再次選擇繼續化
療，衰竭死亡。化療的次數和化療用藥量也是有
限制的，太過於化療也會造成癌癥的反彈、復發
轉移。這是影響中醫自然療法治療癌癥的主要影
響。

同一種癌，病理分化越好，放化療敏感越差
，分化越差，放化療敏感性越高。

2，病情的早晚：早期腫瘤的血運好、體質
好，是中醫對癥治療的基礎，例如著名中醫腫瘤
專家王淑霞博士發明的抗腫瘤蛇精01膠囊分A、
B、C、D型，有針對呼吸系統的A型，有針對消
化系統的B型，有針對生殖系統的C型，有針對
泌尿系統的D型。沒有做過放化療的患者，針對
性的治療調理後，有很多病人至今存活了8—15

年不等。也有70%的病人手術或放化療後配合或
同時中西並用，在臨床中也取得了比較滿意的療
效，加強了化療對癌細胞的殺傷作用，延長了化
療時間，減少了化療帶來的副作用。

3，腫瘤的生長方式：晚期癌癥血運差、修
復也差，因此療效也差，凡向下浸潤較淺的癌癥
較為敏感，向深部浸潤的癌則敏感差。

4，中醫辨證治療：例如，肺癌腺細胞較多
，大多數腫瘤生長在肺門處，壓迫支氣管，大多
向鎖骨和縱膈淋巴轉移，造成病人呼吸困難、咳
嗽痰多，自然醫學認為肺主皮毛，病人怕冷、易
感冒、痰多、低燒，中醫治療先止咳化痰為主。
因為肺與大腸相表裏，肺出現問題，自然會影響
大便不通、幹燥、瀉泄的不同癥狀，所以中醫治
療腫瘤藥從整體調理，才能有更好的療效。

5，局部感染：臨床中常見的腫瘤合並感染
，同時四周正常組織也伴有炎癥，炎癥造成局部
血流淤滯，使腫瘤本身血液運行較差，使放化療
修復能力大大下降，也會嚴重地影響療效。

6，身體情況：身體健康與否對療效的影響
是很大的，身體健康體質好，還有一個自身抵抗
力，所以療效好，反之恢復則差。患者的情緒和
精神面貌對療效也有一定的影響。著名中醫腫瘤
專家王淑霞博士強調“心情是一付良藥”，凡具

有樂觀主義和滿懷戰勝疾病信心的癌癥患者療效
較好，恢復較快，反之對腫瘤疾病顧慮重重、十
分恐懼，不但放化療反應大，最終療效也差。

7，合並癥：凡是得癌癥之前，患有肝炎、
活動性肺結核、甲狀腺功能亢進或不足，心血管
病和糖尿病患者，放化療反應較重，達不到根治
藥用量且療效較差，很多有以上病癥的患者，到
國際癌癥康復中心經自然療法調理後，再去做放
化療，其療效大有不同。所以受到眾多癌癥患者
的好評。

自2019年4月1日起每個周六上午10-12點免
費聽取腫瘤糖尿病專家的講座。免費預約檢測血
糖治療前和治療後的結果。國際癌癥康復中心將
組織腫瘤、糖尿病康復俱樂部，定期開展保健飲
食、運動健康講座。

（本文由國際癌癥康復中心主任、名中醫、
著名資深中醫腫瘤權威王淑霞醫學博士提供。此
專欄未經作者本人同意，不得轉載。）

預約報名電話：702-526-6288； 聯系電話：
281-818-7928.

地址：7505 Fannin St, ste 120, Houston,
TX77054（德州醫療中心）

周師傅周師傅

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撒

尿小童”雕像，自1619年建成以

来一直在“撒尿”。近日，比利

时官方证实，这些其实是纯净饮

用水的“尿”在排出后从未经循

环使用。目前，比利时官方已经

给“撒尿小童”装上循环系统，

以减少水浪费。

报道称，比利时首都布鲁塞

尔市相关单位经过测量后意外发

现，“撒尿小童”雕像排出的水

其实是干净的可用水，而且根本

没有循环利用，而是直接排放进

入下水道。

根据布鲁塞尔市的

资料，“撒尿小童”

一天的“尿量”每日

可多达 1000 到 2500 公

升，大约是 10户家庭

的一日用水量。

因此比利时官方于

日前已设置了简易的

通道、以及喷泉内的

导引系统，将这些喷

出的水重新导回再循

环，终结浪费。

布鲁塞尔市的议员

表示，接下来还会检

测市内其他类似的喷

泉装置，是否也有类

似的问题；同时也期

望通过“撒尿小童”

的案例，让大众平日

注意节约用水。

“撒尿小童”是比利时的著

名景点，只有55厘米高，在1619

年建立，但现今广场上的雕像是

1965年的复制品，原始雕像被放

置在布鲁塞尔城市博物馆里。

比利时撒尿小童
浪费纯净水400年

近日，日本一名43岁女士吃

了自制大阪烧后，出现呼吸困难

、全身出红疹等过敏症状，被送

往医院抢救，事后发现用于制作

大阪烧面粉样本，每克含有4500

只尘螨。

据报道，这名女子吃过自制

大阪烧后，出现呼吸困难，全身

出红疹，非常难受，该女子送院

后暂无大碍。其后医生询问后发

现，她用来制作大阪烧的面粉存

放在家中地下储存室整整一年，

而且是放在一个打开的袋子里。

当她把面粉样本提交，当地

实验人员发现每克面粉竟然含有

4500只尘螨。该名女士进行过敏

测试后，发

现自己对尘

螨过敏反应

严重。

据悉，

尘螨过敏是

一个很常见

的问题，患

者会出现流

鼻涕，眼睛

肿胀和胸部

紧绷等症状

。此外，面

粉的保质期限由3至12个月不等

，最佳食用限期会因应季节或

天气而有影响，天气潮湿的话

，需要储存在相对阴凉干燥的

地方，另外也要把开封或未用

完的面粉放在真空袋中，延长

面粉的保质期。

日女子吃大阪烧呼吸困难
系面粉放太久藏大量尘螨

畅销小说《哈

利· 波特与魔法石》

的英文初版全球只有

500本，其中一本日

前在拍卖会上，以

6.88 万英镑(约合人

民币 60.5 万元)售出

。

报道称，初版

不仅数量稀少，书

背其中一处还将英

文书名中的“Philos-

opher's” 印 错 成

“Philospher's”，让

其更加珍贵。

除了印错书名

外，初版《哈利· 波

特与魔法石》还有不少特点，

例如当年版权页中，作者 J.K.

罗琳仍然使用全名“乔安妮·

罗琳”，书中霍格沃茨录取通

知书的必备装备清单中，亦将

“一支魔杖”印多了一遍。

《哈利· 波特与魔法石》是

罗琳《哈利· 波特》系列小说的

第一部，1997年 6月 30日由布

卢姆斯伯里出版社首次出版，

第一版第一次印刷时仅印了500

本，为精装本。

哈利· 波特初版拍出
60万元 全球仅500本

日前，阿根廷一名5岁男

孩桑切斯(Benjamín Sánchez)与

家人在沙漠走散。他独自在沙

漠度过了24小时，逃过被毒蛇

、美洲狮等猛兽攻击的危机，

靠喝溪水吃野草维生，徒步21

公里，最后终于得救。

报道称，来自阿根廷的 5

岁小男孩桑切斯17日跟随母亲

基罗嘉及其友人，前往位于阿

根廷西部圣胡安省(San Juan)的

沙漠区域埃尔萨拉多(El Salado)

度假，他在与母亲玩捉迷藏时

不幸失散。

桑切斯表示，“妈妈那时

候在追我，所以我也跑了起来

。”刚开始他还听得见母亲的

声音，但不久便迷在沙漠中迷

路了。

桑切斯说，“我靠着石头

，开始呼唤妈妈，可是她听不

见我的声音。”于是他只有选

择一直往前走，寻找出路。

在桑彻斯失踪之后，基罗

嘉赶紧报警，救援队立即出发

进行搜索援救，大约1000名警

察与志愿者参与其中。经过长

时间的搜寻后，终于在距离男

孩失踪地点21公里处发现桑彻

斯的身影。

据悉，当地环境相当险恶

，极有可能碰上毒蛇、毒蝎及

美洲狮。而且当地昼夜温差大

，白天温度高达30摄氏度，但

晚上却能低到零度以下，当时

桑彻斯只穿了一件T恤和一条

很薄的裤子，根本不足以御寒

。

桑彻斯回忆说，“我很冷

，靠在石头上也睡不好，很害

怕。”他的母亲基罗嘉当时也

坦言“很绝望”，开始为最坏

的结果做心理准备。不过，22

小时过去后，搜救人员终于在

距离失踪地约21公里外的沼泽

地发现桑切斯。

据报道，失踪一天的桑彻

斯看上去有些虚弱并且轻微脱

水。当地警方见状立马将桑彻

斯带往圣胡安地区医院，所幸

孩子并无大碍，一天后就恢复

出院回家。

桑彻斯说：“当我看到妈

妈时，我就开心了，我真的很

想她。”桑彻斯回忆说，他在

沙漠靠喝溪水解渴，靠吃草来

果腹，一直撑到被营救。

5岁男童沙漠走失24小时
徒步独行21公里奇迹生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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