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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男人是否爱自己不能通

过话语直接询问，频繁的逼问不

见得可以听到真话，通过他们平

时的表现来得出结论更为可靠。

懂得爱女生的男人会在她伤心的

时候关爱备至，不记得节日、纪

念日，却把爱人的生理期记得牢

固。有人正经历轰轰烈烈的爱情

，而将她们带进爱情世界的男人

的表现令人深思。

故事一：小妍是个思想保守

的女人，她觉得女人应该珍爱自

己的身体，而不能随便交给别人

。她的朋友都劝她，时代不同了

，这种老旧的思想早就该改改了

。她的男友对小妍的事很少过问

，却对她的身体很感兴趣。小妍

总想远离这个男人，他却从来不

给她应有的尊重。经过慎重考虑

以后，小妍选择离开，而男人对

她不是留恋而是难听的谩骂。

当小妍的朋友都在为她失去

了一个帅气多金的男人惋惜的时候

，她自己是感到庆幸的。她不觉得

将自己的一生交给这样的人会幸福

，强迫自己做不喜欢的事是一方面

，这个男人甚至会对女人如此不敬

，这是她难以接受的。

故事二：沐洋对男朋友的爱

超过了对自己的爱，她会把他的

爱好记在备忘录里，她会在男人

没时间吃午餐的时候为他制作美

味佳肴。男人受伤，她痛哭流涕

，想着能为男人分担痛苦多好。

这个时候本该受感动的男人却总

是从沐洋的行为中挑出问题，要

么就是嫌她太吵，要么就是嫌她

太过黏自己。

所有的委屈，沐洋都能忍，

唯一让她受不了的是，当她痛经

到在床上打滚的时候，男人把游

戏键盘敲得惊天响也没有对她说

一句舒心的话。沐洋的心凉透了

，她的痛从身体到心理，她对男

人失望透顶。离开男人是沐洋做

过的最艰难的决定，她从未想过

离开那个人自己也能活下去。

当男人把面子看得比任何事

都重要的时候，女人就该思量他

是否真心爱自己。如果彼此间的

爱是平衡的，那么在两人的日常

交流中就不会有指责而是沟通。

男人可以爱女人的身体，但他不

能强迫她做不喜欢的事，当感情

中出现勉强，那就说明一方不够

爱，而另一方爱得偏激。

真正发自内心的爱是会从对

方的角度考虑问题的，他会希望

对方比自己幸福，而不是从对方

那里获得更多。

两个女人的情感经历告诉你
只有爱你的男人，才会怎样做

越来越多的女性标榜自己女汉子

，也许她们在爱情上生活上都得不到

所需，只能不断错误地强大自己，活

得越来越像男人，以为这样就不受伤

。而在网上一看女汉子的解释，感觉

都略带贬义。

女汉子在择偶方面往往有自己

坚定的标准，只选择自己喜欢的，

追求者往往很难成功，从侧面反映

女汉子比较独立也较固执，可能有

点控制欲。比较喜欢和汉子待在一

起，讨厌唧唧歪歪小里小气的人，

不喜欢遮掩，有什么说什么直来直

去，比较强势，工作效率高，讨厌

听到尖叫和发嗲的声音等等，看着

看着，你会不会觉得其实这就是一

个男人的形象呢？

女人也能撑起一片天的21世纪

，工作能力强，独立没有错，但是过

多的偏向中性，就不是这么说了，两

性之间本来就有一定的距离，也就是

男女之间的性别差异。这个距离应该

是一定的。如果两性之间正常数值是

10，保持10这个距离男女交往才平衡

，也是最匹配的。如果一个女人偏向

了，就意味着10这个距离缩短至5甚

至更多。那么这种情况下，女人偏向

男人，或者男人偏向女人，其中有一

方就必须也要退到5或者更多，才保

持了平衡的数值。比如女人偏向了5

，男人就要前进到10以外，也就是

说这个男人必须更man，能力更强，

两性关系才得以持平。

事实上，这种情况是很少的。不

然就不会出现“男人婆”“娘娘腔”

这些带着贬义色彩的词语出现了。而

相比女汉子，温柔、娴静、小鸟依人

类的女生被为“软妹子”，她们比女

汉子受男生喜欢多了。一个男人跟着

男人婆一起，有兴趣吗？有意思吗？

那他跟同性恋没两样。软妹子特征目

光软软，嗓音软软，腰身软软，性格

往往有点天然呆的属性，但性格温柔

体贴。这样的特征就能满足男人对女

人的那种本性。

所以，如果你想成为下一个恋爱

婚姻不幸的人，请爱上自己的性别。

挽回学院情感专家告诫大家，当感情

出现问题，不妨看看自己是否过于偏

向女汉子，数值偏向太严重导致感情

破裂，已经在挽回感情路上的朋友，

就别再走入误区了！

女汉子越来越多
光棍越多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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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性屏裏的未來，什麼樣？

三星Galaxy Fold發布4天之後，華為

也發布了全球首款5G商用折疊屏手機。

據悉，華為這款折疊屏手機的屏幕供貨商，

既非韓國廠商，也不是前不久與小米打口

水仗引發熱議的柔宇，而是京東方。

此前華為和京東方已經是深度合作

夥伴，華為Mate 20 Pro的AMOLED雙

曲面屏也是來自京東方。

京東方集團高級副總裁張宇在接受采

訪時證實了這壹消息。“在顯示器件的各

項前沿技術領域，京東方都做了必要的技

術儲備。折疊屏就是其中之壹。”

折疊屏手機對於消費者而言，是有

限空間內更高的屏幕效率和區別化的用

戶體驗。而對屏幕供應商而言，折疊屏

手機是柔性顯示技術的應用進階。

截至2019年3月，國內屏幕供應商

京東方、深天馬、維信諾、TCL集團旗

下華星光電等布局的柔性OLED生產線

已有14條，投產時間基本在2018年到

2021年之間，產能將逐步釋放。

布局柔性顯示
2019年世界移動通信大會點燃的折

疊屏手機戰火蔓延至今，多家手機廠商

密集發布折疊手機計劃。而將折疊屏手

機由理想帶入現實核心元器件——柔性

屏，話題也熱度不減。

所謂柔性屏，即柔性OLED屏幕。

相較於LCD（液晶）技術，OLED（有機

發光二極管）技術具有自發光、廣視角、

高對比度等優點。OLED按外形分類，

可分為剛性屏和柔性屏。

柔性屏有哪些特質？先來做壹道選

擇題，以下哪種情形會讓柔性屏停止顯

示：第壹種，置於煮沸的熱水中30秒；

第二種，用直徑兩毫米的金屬細棍將柔

性屏完全卷起來；第三種，用液壓機對

柔性屏施加四噸的壓力。

這是壹塊柔性屏在某節目科學實驗的現

場經受的三重考驗。實驗的測試結果是，以

上幾種方式都不能。這三項測試基本對應柔

性屏抗高溫、耐壓、耐卷曲的物理特性。

中國科學院院士、理論物理學家歐

陽鐘燦在接受采訪時解釋說，柔性屏的

特性取決於支撐它的基板（PI），也就

是壹塊厚度為10微米的塑料板，它是在

玻璃基板上做壹層玻璃膠，形成固體後

再加壹層PI溶液形成的。“在基板上再

做有機發光、做各種半導體管制成柔性

屏，總厚度僅為0.03mm。”相較之下，

壹張普通A4紙的厚度約為0.08mm。

這塊比紙更薄、比乒乓球更輕的柔

性屏來自京東方集團成都第 6代柔性

OLED面板生產線。2017年10月，這條

生產線的量產打破了韓國企業在柔性顯

示領域的壟斷。

京東方的前身是始建於1953年北京

電子管廠，為中國第壹個五年計劃時期

由蘇聯援建的 156 個重點項目之壹。

1992年京東方創始人、現任董事長王東

升出任當時的廠長，對北京電子管廠進

行股份制改革，1993年成立京東方並於

1997年在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

在柔性顯示領域，除了京東方以外，

近年來國內深天馬、維信諾、華星光電等

屏幕供應商也在投資布局OLED產能，在

武漢、上海、北京、固安等地分別投建第

6代柔性OLED生產線。值得註意的是，

半導體顯示行業的世代線是根據玻璃基板

的面積大小來劃分，主要是為了適應不同

尺寸的產品切割需求和提高切割效率，新

舊世代線之間不是替代關系。

目前，作為新型顯示技術的柔性顯

示已經發展成為未來顯示技術主流趨勢

之壹。但在技術方向還不明確的2013年

，是否要布局柔性顯示生產線，京東方

在內部經歷過爭論。

這場爭論聚焦於技術方向和產線風

險，張宇對記者說道，“壹方面從市場和技

術前景看，柔性顯示是未來的發展方向之壹；

另壹方面，投建壹條柔性生產線耗資四五百

億元，若投入後沒有產出，對企業來說是難

以承受的損失。”

這在中國顯示發展史上曾有“血淚教

訓”。上世紀70年代開始，中國加緊布局

CRT（電子顯像管）技術，產能迅速擴張

並培育了長虹、TCL、海信等世界彩電巨

頭，等到2004年液晶技術如潮水般替代

CRT時，中國彩電工業遭受重度損失，再

壹次慘遭淘汰。有些耗資幾十億元建設的

生產線，還未投產就打了水漂。

“半導體顯示行業是高技術門檻的

重資產行業，技術方向關乎企業生存，

壹旦跑錯就可能回到原點。”張宇回憶

，在2010年前後，業內對OLED技術是

否要替代LCD技術——如同LCD替代

CRT——有過大規模的討論。

回答這個問題，王東升提出了“半導

體顯示”概念。他認為，液晶技術和OLED

技術都是基於半導體顯示技術上發展而來，

存在延續性和共通性，兩者是共存的關系而

非替代關系。以當時布局較早的韓國三星電

子、LG集團來看，OLED生產線基本都有

由液晶生產線改造而來的情況。

從國際上來看，三星電子大約從2000

年開始做 OLED，2005 年開始做柔性

OLED，有十幾年的生產工藝經驗積累。

京東方在2001年建立AMOLED實驗室

，開始OLED技術的跟蹤研究，到2013年已

經能在實驗室做出柔性顯示產品，第壹條全

柔性生產線投建到量產用了兩年時間。“在

柔性顯示的發展上，中國和日韓等國家已經

是站在同壹起跑線上了。”張宇說。

資本運作
在2000年之前，半導體顯示行業經

歷了兩次衰退期。不久，韓國企業和臺

灣企業異軍突圍。

目前，OLED面板市場基本由韓國三星

壟斷，占到市場份額的95%。2018年，京東方

、深天馬、華星光電、和輝光電等為主的國內

廠商開始發力OLED產能，有機構預計，到

2023年國內廠商的產能有望達到全球的40%。

據張宇介紹，半導體顯示行業屬於

重資產、重裝備、高技術、高風險行業，

投資數額大、回報周期長。壹般而言，

建設壹條生產線耗資上百億元，從建設

到盈利，需要五年以上，這段時期內企

業的盈利能力非常弱，單純依靠企業初

期生產經營難以進行周轉。

因而，在A股市場，半導體顯示行業

企業往往充滿爭議，地方政府青睞有加，

而連年虧損又會受到公眾的質疑。

維信諾公司副總裁黃秀頎在接受記

者采訪時表示，在新技術發展階段和新

產線建設和運營初期，由於前期投入較

大，良率爬升周期等因素，都會造成企

業在投入期階段出現虧損，具體到各家

企業的原因又各不相同。

維信諾脫胎於1996年成立的清華大學

OLED項目組，最初以學校為創新主體，產

學研結合，為促進實驗室成果產業化於2001

年成立維信諾公司，在2016年轉向以企業

創新為主體，進行重大資產重組後上市。

半導體行業有明顯的逆周期投資特

性，這在國際上也有經驗可循。1993年

到1994年間，行業進入下行周期時，幾

乎壟斷世界市場的日本液晶生產企業因

削減產量，給了韓國企業突圍的機會，

韓國企業以“逆周期投資”策略繼續擴

大產能直至將競爭者擠出，成功翻盤並

保持絕對優勢地位至今。

在2008年金融危機時，全球電子消

費品市場嚴重下滑，國內半導體顯示企

業開始“逆周期”擴張產能。仍在虧損

中的京東方連續布局了成都4.5代線、合

肥6代線和北京8.5代線，進而使得全球

主要TFT-LCD(薄膜晶體管液晶顯示器)

企業放棄對中國大陸的技術封鎖，轉而

要求在中國大陸啟動投建液晶高世代線

目。華星光電也在2010年深圳光明新區

投資建設8.5代液晶面板項目。

無論是風險較高的新世代線投建支

出，還是企業經歷下行周期時的逆周期

投資，全球半導體顯示行業發展都需要

政府的資本參與和政策引導。

張宇向記者回憶了在早期京東方尋求銀

行貸款的經歷：京東方的第壹條五代線建設

完大約在2005年前後投產，當年上半年壹

臺17英寸顯示器的價格在兩三千元左右，而

到年底就降到了1500元，幾乎攔腰斬了壹

半，當時供應商停止供貨，現金流緊張，銀

行貸款最多只能貸三年，沒有長期貸款。

最終，在借鑒國際產業發展規律、

產業政策和金融資本的支持經驗後，中

國建設銀行牽頭聯合七家銀行組成銀團，

給京東方提供了十年的長期貸款。

京東方的經歷反映了中國顯示領域

企業經歷的發展困境和破局之路，長久

以來形成了地方政府入股、銀行貸款和

公司出資的資本運作模式。

競爭與合作
OLED屏幕在 iPhone X等智能手機

的應用，加速了OLED技術產業化落地

。隨著制造設備和材料工程技術的發展

，曲面屏、全面屏乃至可折疊屏幕在以

智能手機為代表的移動終端的應用，加

速柔性屏產業化應用進程。

從三星、華為等手機廠商公布的量

產計劃來看，2019年折疊屏手機的放量

在百萬級。有不少觀點認為，柔性

OLED的屏幕良率和產能問題導致折疊

屏手機推廣不及預期。

在張宇看來，柔性OLED面板產業

尚處在起步階段。當前，柔性OLED面

板生產商共同面臨的問題是材料和裝備

。“比如以上遊材料來看，目前能提供

壹些材料的企業比較少。”

從制備設備來看，目前OLED面板

制程的主要設備蒸鍍機，大多來自日本

和韓國企業，這也是國外企業在柔性顯

示領域更占據主動的主要原因。

華南理工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學院院

長彭俊彪教授指出，制備柔性屏的上遊材料

稀缺，材料供應產業鏈比較弱，導致柔性屏

的成本比較高。“高端材料基本還是靠進口

，但是國內的上遊材料已經在擴張布局，估

計在壹兩年內就能有較好的發展。”

彭俊彪所在的華南理工大學團隊，

研究的是制備柔性屏的另壹項關鍵技術

——TFT背板技術。2009年承擔國家科

技部“863”平板顯示重大專項後，團隊

逐步研發掌握了氧化物TFT背板關鍵技

術(Ln-IZO TFT技術)，規避了日本的技

術專利。創維集團和華南理工大學聯合

成立了廣州新視界光電科技有限公司，

加速實驗室成果轉化。

除了材料、設備的桎梏，制備工藝

上的差別是影響良率的重要因素。“即

使是采購同壹家廠商的材料，從同壹家

設備商訂購設備，做出來的產品也是有

差別的。比如在生產線的投建過程中，

包括玻璃基板搬運、蒸鍍、曝光等各項

工藝環節中使用的材料及設備，都需要

提前與供應商共同測試開發，有的甚至

需要經過上幾千次的調試。”張宇說。

目前，處於行業產能爬坡、良率提升

時期，各家半導體顯示企業的經驗、管理

模式以及使用的材料不盡相同。“從長遠

來看，隨著工藝的精進和成熟，未來都是

取長補短，雖然有很多是商業機密，但是

最終會慢慢趨同。”彭俊彪說。

換句話說，這條賽道上的半導體顯

示企業，橫向上是競爭與合作，而縱向

上完善產業鏈需要產業協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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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破譯古文字書寫的水書，貴州民族大學研
究員、碩士生導師、貴州水書文化研究院副院長潘
朝霖自費懸賞10萬元（人民幣，下同），尋找破譯
之人。

多年來，他收藏了大量的水族文化資料。前
不久，潘朝霖在水族地區找到了五部水書，由於
這幾本書裡的古文字很多，無法識別，他先後多
次深入水族聚居地尋人破譯，但仍沒有答案。

“這樣下去，水書將會變成‘死亡文字’，
我非常心痛，所以我就自費懸賞10萬元，希望有
人能破譯這五本水書。”潘朝霖說。

水書是古代水族先民用類似甲骨文和金文記
錄下來的古老文字，內容涵蓋古代天文、氣象、
宗教等知識，被譽為世界象形文字的“活化
石”。“水書習俗”在2006年被列為首批國家級
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項目。

潘朝霖出生在貴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三都水族自治縣水族村寨，從小就學習水書。
他說，作為水族同胞中的一員，探尋自己的民
族文化，解讀自己所理解的民族奧秘，表達自
己的民族情懷，是幸福而快樂的。 ■貴陽晚報

根據重慶市大足區石刻研究院消息，經國家
文物局批准，大足石刻千手觀音保護建築大悲閣
的修繕工作於15日正式啟動。

為解決清代後期建築大悲閣內空氣流通不暢、
光線不足的問題，上世紀50年代曾開展過一次大
規模維修。

受地基沉降、材料老化、結構變形等影響，大
悲閣部分柱子下沉，引起局部大木構架連帶變形、
屋面漏雨、木構件糟朽等安全隱患，不利於保存千
手觀音造像。此次修繕期間，遊客可經安全通道參
觀。 ■新華社

15日下午，中國大熊貓保護研究

中心的大熊貓“園園”從四川臥龍神

樹坪基地啟程，將前往奧地利維也納

美泉宮動物園“旅居”四年。從2003

年起，該研究中心已護送33隻熊貓赴

海外參與科研合作，其中一些已健康

“回國”。 ■央視新聞客戶端

早在一個月前，大熊貓“園園”就從普通圈
舍轉移到了隔離圈舍生活，提前作好此次

為期四年的科研合作的各項準備，目前身體狀況
很好。

愛跑步睡覺
“園園”今年20歲，是一隻雄性大熊貓。

牠有些調皮；喜歡跑步和睡覺。中國大熊貓保護

研究中心臥龍神樹坪基地獸醫院院長吳虹林說：
“‘園園’最近身體狀況都非常好，牠每天吃竹
子的話能吃到10公斤左右。我們也對牠進行了
一個採血的體檢，牠的各項指標都是正常的，包
括活動啊，這些都比較正常。”

親人卻膽小
談起“園園”的性格特點，中國大熊

貓保護研究中心飼養員董禮表示，“園
園”和飼養員很親近，並有些膽小。

“園園”將陪同已經生活在奧地利的
大熊貓“陽陽”，在奧地利維也納美泉宮
動物園生活四年，期滿後一同回國。

作為開展大熊貓國內外合作交流的全
球最大科研單位，中國大熊貓保護研究中
心搭建起重要平台，與海外同行開展大熊
貓保護和研究的國際合作。

2003年初，在保護研究中心專家的護
送下，大熊貓“龍徽”和“陽陽”抵達美
泉宮動物園；自此，展開了中國大熊貓保
護研究中心與奧地利的大熊貓合作交流工
作。

中國大熊貓保護研究中心專家李德生
說：“我們圍繞大熊貓飼養管理、疾病防
控、公眾教育等方面（開展）研究，
先後繁殖了大熊貓‘福
龍’、‘福虎’、

‘福豹’、‘福伴’、‘福鳳’五隻大熊貓。這
五隻大熊貓都已經回到了中國大熊貓保護研究中
心，目前生活得非常健康。”

目前，中國大熊貓保護研究中心已與世界
13個國家的15個動物園開展了大熊貓國際合
作，先後有33隻大熊貓赴海外參與大熊貓國際
科研合作。中國大熊貓保護研究中心在科學研
究、疾病防控、飼養繁殖等方面給予全力支
持。

20歲為“高齡”
李德生說：“截至目前，我們在國

外已經成功繁殖了19隻大熊貓，其中
有14隻已先後回到了中國大熊貓保
護研究中心。年齡最大的大熊貓
‘華美’已經20歲了，最小
的是去年底回來的，也已
經3歲了，牠們都生活
得非常好。”

學者冀破譯水書
自費懸賞10萬元

重慶大悲閣再修繕
施工期間可參觀

■■““園園園園””與飼養員與飼養員
很親近很親近。。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園園”
每天能吃10

公斤左右的竹
子。 網上圖片

■貴州非遺項目—水書。 資料圖片

■大熊貓“園園”15日從四川臥龍神
樹坪基地前往奧地利維也納美泉宮動物
園“旅居”四年。 網上圖片

2019年4月16日（星期二）神州大地2 ■責任編輯：何佩珊

熊貓熊貓園園園園啟啟程程
將將 維也納四年維也納四年旅居

2019年4月16日（星期二）體育新聞5 ■責任編輯：周文超

老虎活士10年前爆發婚外情後，高球生
涯走下坡，他15日贏得第83屆美國大師賽，
抱回生涯第15座大滿貫冠軍，以穿上睽違的
大師賽綠夾克宣告大復活。

1975年出生的活士，球壇成名一晃眼已
20多個年頭。他1996年轉入職業，同年就拿
到PGA年度新人。隔年，他以21歲之齡勇奪
大師賽冠軍，是奧古斯塔國家高球俱樂部歷來
最年輕的冠軍得主。2個月後，年紀輕輕的他
首登球王寶座。活士2000年在美國公開賽以
創紀錄的15桿之差擊敗第2名封王，接着在
英國公開賽又以優於第2名8桿的成績奪冠，
成為史上第5人完成生涯大滿貫；33歲生日
前，活士已有14座大賽冠軍落袋。

但2009年，這美好的一切一夕變調。新
聞鉅細無遺報道他和多位女性有婚外情後，離
婚手續、嗑藥醜聞、病痛接踵而來，場上場
外，活士都過得載浮載沉，2013年雖重奪世
界第一，但表現不穩，2017年背部手術更是
大半年沒有比賽，那年5月還因酒駕被捕。

這一路上，贊助商來來去去。不倫醜聞
爆發後，Nike雖不離不棄，但最近也宣佈將
完全退出高球器材事業，往後只會幫活士做球
衣。

根據《福布斯》雜誌，活士主宰高球的
時代，年收入可達1.1億美元，是全世界最高
薪運動員，其中3,000萬美元來自Nike贊
助。去年他收入4,330萬美元，只有130萬美
元來自代言。這10年的浮沉，似乎都在15日
他結束長達11年的大賽冠軍荒、生涯第5度
穿上大師賽綠夾克後成了過去。 ■中央社

美國高爾夫名將老虎活士15日生涯第5度稱霸

美國大師賽，終結個人11年大滿貫冠軍荒，賽後激

動地擁抱兒子，重現22年前與父親相擁的溫馨畫

面。

終
結
11
年
大
滿
貫
冠
軍
荒

現年43歲的活士是日打出低於標準
桿2桿的70桿，總成績275桿以1

桿優勢擊敗美國同胞莊臣、科普卡及蕭
飛爾，終結個人11年大滿貫冠軍荒，上
次稱霸大滿貫是在2008年美國高爾夫
球公開賽。活士最後一洞推桿擊出柏忌
但篤定勝出後，開心做出招牌握拳舉臂
動作，全場球迷歡聲雷動，連連高呼
“老虎”的威名。活士繼2005年後再
度穿上大師賽冠軍綠夾克。活士說：
“一整天下來我就在場上一步一步來。
推桿進洞後，我整個腦袋空白，我不確
定做了什麼，但知道我振臂一呼。”

活士：回到最初的感動
活士激動地走下第18洞果嶺，擁

抱母親庫蒂妲、女兒沙姆和兒子查
理，令人想起他與父親厄爾在他1997
年大師賽首抱大滿貫金盃後相擁的畫
面。厄爾已經過世。活士說：“我的
孩子在這裡見證，有種回到最初的感
動，我爸爸1997年就在這裡，而我現
在也在這裡，成了兩個孩子的爸。”
“現在贏得冠軍，間隔了22年，真是
漫長的時間，經歷這一切對我來說很
不真實。我再開心不過了，更加高
興，感覺實在難以言喻。”

活士過去10年不僅受傷勢所擾，
還得應付2009年外遇醜聞引發的公關

危機，且2017年曾駕車被捕，但強
調與飲酒無關，而是服處方藥後產生
不良反應。活士已與妻子艾琳離婚，
女友靴爾曼是日現身觀賽。

落後“金熊”三座大滿貫
活士此次從傷勢威脅和醜聞谷底

反彈強勢回歸，抱回生涯第15座大賽
冠軍，距離“金熊”尼克勞斯18座大
滿貫冠軍紀錄還差3座。活士上次稱
霸大滿貫是在2008年美國高爾夫球公
開賽。這也是活士PGA生涯第81冠，
僅次於美國已故傳奇史尼德創下的82
冠歷史紀錄。 ■中央社

東山再起

中國球手李昊桐
夢想贏大師賽

中國高爾夫球手李昊桐，在本屆美國大師賽表現出
色，最終以總成績低標準桿1桿，排在並列第43名。

雖然沒能刷新個人最佳戰績，但李昊桐已證明
自己有能力在高手雲集的美巡賽取得佳績。這位
23歲球手賽後表示：“其實我出門的時候狀態不
是很好，但結果在前九洞卻意外地打得那麼好，
因此雖然之後有兩個失誤丟了幾桿，但整體來說
確是很美好的經驗。”
由於在頭兩日比賽李昊桐均是和老虎活士同

組，令這位出生於湖南汨羅的年輕選手，亦對大
師賽錦標產生了美好的憧憬：“在跟老虎活士打
了兩天，以及看到自己於今屆比賽的成績後，
我覺得自己的球技已逐漸靠近本身最佳的水

平，往後希望可以繼續在這個大舞台展示實
力。當然，我也很希望可以贏得這項比
賽的冠軍。”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浩然

活士浮沉10年王者再臨
老了還是猛虎一隻

本屆女子桌球節日前於英國列斯舉行，其中
香港“四眼Cue后”吳安儀在六個紅球世界錦標
賽8強止步，並失去世界一姐之位。

吳安儀在去年2月力壓英國選手伊雲絲登上
一姐寶座，但由於她在早前的十個紅球世錦賽決
賽不敵伊雲絲；而在15日的六個紅球世錦賽，
“安儀”再在首圈以局數3：0輕取羅馬尼亞球
手，以及次圈3：0淘汰泰國球手後，在8強戰以
局數2：3不敵泰國的Nutcharut Wongharuthai，
導致未能取得更多積分。

相反地，伊雲絲近況十分出色，繼贏出十個
紅球賽後，再於六個紅球賽奪標。事實上，伊雲
絲在六個紅球賽只要晉級8強便可重返世界第
一，結果她於16強以3：0輕取港將蘇文欣，最
終重奪失落15個月的一姐之位。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浩然

梁文博世錦資格賽過關
兩名中國桌球手梁文博及顏炳濤，均在15日的世界桌球錦標賽資格賽順利晉級。前者以局數10：7淘汰大衛基斯；顏炳濤則以局數10：8擊敗同胞梅希文；至於肖國棟則以局數9：10不敵米高賈奇出局。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浩然

中超北京國安全勝領跑
中超聯賽日前進行了第五輪最後四場比賽，結果北京國安以2：1戰勝河南建業取得五連勝領跑積分榜，廣州恒大、山東魯能則爆冷分別負於北京人和、大連一方，上海上港則在最後關頭絕殺武漢卓爾。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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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紅球世錦賽八強出局
吳安儀失落一姐寶座

本屆CBA季後賽準決賽日前在烏魯木齊
開戰，由新疆廣匯汽車與遼寧本鋼進行第三回
合的比賽。依靠郭艾倫的下半場爆發，衛冕冠
軍遼寧最終以109：100客場翻盤，將大比分扳
成1：2，在7場4勝制的系列賽中搶回一線生
機。

雙方首節便奉獻了精彩的攻守大戰，上一
戰砍下賽季個人最高分21分的新疆隊可蘭白克
延續火熱手感，首節結束便拿下11分。而趙繼
偉的一記壓哨三分球，幫助遼寧隊將比分追至
25：27。新疆在第二節後半段進攻起勢，在
5分鐘左右的時間內打出一波16：4的小高
潮。半場結束，新疆以55：46領先。

下半場伊始，新疆在進攻端愈發自信，
比分一度被拉開至66：51，主隊大有在第
三節帶走比賽之勢。但上半場較為沉寂的
郭艾倫隨後站了出來，以3分、快攻、突
破連得9分，吹響了衛冕冠軍反擊的號
角。第三節結束，雙方戰成82平。第四
節，新疆進攻持續疲軟，最後時刻李根在
手握3次罰球機會的情況下僅中1球，徹
底失去了逼近比分的機會。
新疆隊主帥阿的江賽後表示，比賽的

轉折點出現在第三節新疆領先15分後，球
隊打法趨於簡單，球的運轉和人的移動均不
流暢。雖然大比分仍然領先，但球隊應通過
這一場失利認真總結。

此役，郭艾倫拿下全場最高分的 34
分，並有4次搶斷。雙方下一回合的較量會
在烏魯木齊打響。 ■新華社

活士活士

■■活士母親活士母親（（左左））在看見兒子擁抱孫在看見兒子擁抱孫
兒時感動落淚兒時感動落淚。。 美聯社美聯社

■■李昊桐在今屆大師賽李昊桐在今屆大師賽
表現出色表現出色。。 路透社路透社

■■郭艾倫郭艾倫（（右右））在比賽中突破上籃在比賽中突破上籃。。
新華社新華社

■吳安儀失落一姐地位。
World Women's Snooker圖片

■活士高舉獎
盃。 美聯社

■■活士奪冠後振臂高呼活士奪冠後振臂高呼。。美聯社美聯社

五奪大師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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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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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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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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415 靈動之城 中國 常德——德國 漢諾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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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 Wednesday, April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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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乙型肝炎病毒與肝癌的關系乙型肝炎病毒與肝癌的關系

《《周師傅專欄周師傅專欄1313》》周師傅告訴周師傅告訴你你：：速度和限速速度和限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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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們來說一說速
度和限速。

好司機要做到：保持安全距離
、調整身體條件、調整車輛狀況、
知道在道路濕滑或惡劣天氣、道路
擁擠、視野受限等情況下要減速。

一，1，速度與速度限制。一般
來說，你應該以多數車輛相同的速
度行駛。你必須隨時意識到你的車

速。你必須服從限速，但是一個優
秀駕駛室會做更多,2，一個優秀的
駕駛員總是保持車距。你開得越快
，你的安全車距越長。最好保持距
離前車2秒。例如，如果前車經過
一個靜止參照物，然後你在2秒內
經過這個參照物，那麽你與前車的
距離就太近了。

二，基本速度限制。在城鎮和
市區，白天和晚上都限速30英裏/
小時；在海灘和小巷，白天和晚上
都限速15英裏/小時；在有標號的公
路白天和晚上都限速70英裏/小時
， 校車限速60英裏/小時；在無標
號的公路，白天和晚上都限速60英
裏/小時， 校車都限速50英裏/小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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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床所見，由於肝細胞的發病率在某些地區
有所增加，再加上病毒致癌學說的影響，病毒專
家在探討病毒致癌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有人發現
乙型肝炎病毒與肝細胞關系密切。主要的根據是
：1，肝癌發病率與乙型肝炎發病率一致。2，乙

型肝炎病毒家族性與肝癌相一致。3，約25%肝
癌病人有肝硬化病史。4，肝癌在乙型肝炎病人
中的發病率比正常人高十幾倍至三百倍。

乙型肝炎病人分為兩種：一種是經過休息和
積極治療後痊愈或為終生靜養；另一種是患病後
未經重視，沒有積極治療，數年後發展為肝硬化
。肝硬化經7-10年後即可發展為肝癌。根據早年
上海資料，在原發性肝癌的107例中，伴有肝硬
化89例，即83.1%，而肝硬變中合並有原發性肝
癌後，亦有10-12%。這說明乙型肝炎與肝癌二者
關系非常密切，肝硬變可能是原發性肝癌的重要
誘因之一。

國際癌癥康復中心的醫學科學家們對於治療
調理肝癌。膽管癌有不同的調理方法。他們采用
中醫自然療法皮外調理與口服相結合，在短期內
，收到了抑制腫瘤、提高肌體免疫力、增加食欲
、止痛、緩解病情的顯著效果。

1， 肝癌病人手術不宜練功和活動過早、量
過大，腹水多及肝包膜和肝結節有破裂可能者，
不宜活動和練功。

2， 肝癌病人應禁忌用一切劇毒藥物，忌服
白酒、辣椒，少吃牛肉、肥肉、難消化的食物。
進餐時避免憂郁憤怒，以防怒氣傷肝引起不良後
果。

3， 肝癌病人的危象是有腫物劇痛、嘔血、
便血時，應立即禁食，速到醫院就醫。

4， 乙型肝炎病毒的病人，應及早采取就醫
治療，不要等到病危時才就醫，中醫學認為：治
未病，不治已病。防病比治病更重要。

5， 病人患病後，要到正規的醫院去做診斷
，不要亂求那些沒有牌照的三無遊醫。病人應該
明白，不是所有的中醫都對癌癥有研究，尋找專
業醫生調理治療，少走彎路，為治療搶救爭取到
寶貴的時間和機會。

肝掃描的臨床意義？
在沒有肝掃描之前，從體外了解肝臟的正常

形態與病變發生的部位是很困難的。尤其是肝膈
面、右側面和後面的占位性病變。利用CT掃描的
方法，可以清晰地顯示出腫瘤占位性病變發生的
部位、形態與大小。肝掃描對指示病變的手術或
穿刺部位的診斷、化療前後對比，外傷後疑是肝
破裂、肝外腫物與肝癌的關系等方面是很有價值
的一種檢查方法。

當肝癌發生彌漫性或局限性病變時，網狀內
皮細胞與多角細胞就相應地受限。由於病變部位
細胞功能的減低或完全喪失，故在掃描圖上就會
出現放射性顯影減低區域或缺損區。在肝葉上出
現局限性顯影減低區或缺損區時，稱之為局限缺
損。而缺損區的邊緣常常出現不齊時，多見於原
發性肝癌、肝囊腫、肝膿腫等。一般掃描的占位
性病變的缺損區，為病因診斷和鑒別診斷價值。
故必須結合臨床進行判斷。

肝掃描對肝的占位性病變的發現診斷率是很
高的，可達85-95%。同時證實它比一般生化檢
查及其他的物理檢查有顯著的優越性。但肝掃描
也常常出現誤診。主要的原因有以下幾點：1，
使用能量低的同位素。2，受女性乳腺遮擋。3，
肝前結腸有欽餐存留或腫物覆蓋。4，腫物壓迫
肝臟。5，周邊生長的腫物，特別是帶蒂的腫物
或腫物小於2厘米等，均會影響肝掃描的正常診
斷。建議做CT比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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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癌癥康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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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址：www.icrc-houston.com

周師傅周師傅

（本報訊） 第52屆休斯頓國
際電影節閉幕式暨頒獎晚會在
Westin Memorial Hotel 隆重舉行，
在眾多獲獎影片中，由華幸國際
投資管理公司製作的懸疑驚悚長
片電影《聚會》繼4月8日首映儀
式受到觀眾熱烈反響後，不負眾
望，贏得納米大獎。

電影《聚會》由著名影視話
劇演員、導演辛建老師執導，華
幸公司總裁查忠華女士擔任製片
，仇家奇擔任編劇。

該片由第 51 屆休斯頓國際電
影節最佳女主角李智雪領銜主演
，在擔任其他主演均為休斯頓當
地非常有實力的華裔演員中， 一

個帥氣，聰穎的華二代引起觀眾
和各大導演的關注。在劇中主演
的 Kobe Xin (辛星宇)，是 17 歲的
高中生， 東方藝術教育中心戲劇
班學員，今年秋天將就讀大學，
小小年紀已在各大公益演出中展
露頭角，《 東方印象》中的三劍
客，出演電影《夏日魔影》。
2018年初， Kobe在莫言話劇《霸
王別姬》中扮演侍衛。

擔任電影《聚會》導演的辛建
，畢業於上海戲劇學院，曾任天
津人民藝術劇院演員, 現任休斯敦
華星藝術團戲劇總監，東方藝術
教育中心戲劇課老師。辛建老師
旅美後，致力於中華文化的傳承

和戲劇表演的推廣，將他豐富的
專業舞台影視表演和編導經驗融
入教學。 OAEC 戲劇課開辦以來
，深得家長的支持和同學們的喜
愛。

當晚另一個不容忽視的亮點
是頒獎晚會的文藝演出部分， 是
東方藝術教育中心主打的十分鐘
的中國舞表演，在全美舞蹈大賽
KAR 中，Rachel Gai 和 Grace Liu
獲綜合排名第二名的雙人舞“
The Fairy Serpent “靚麗登場，柔
美的舞姿，別具一格的編舞，美
輪美奐的服裝，演繹出一個美麗
古老的傳說， 以濃郁的中國古典
舞韻味折服了觀眾； 緊接著，

Diana Feng 的獨舞《東方印象》
， 借助功夫扇的瀟灑動作和目不
暇接的技巧， 與電影“功夫熊貓
”的音樂完美配合贏得喝彩。壓
軸的三人舞, 是剛剛在全美舞蹈大
賽KAR德州賽區綜合排名冠軍的
《Suspicion》 ， 由 年 僅 九 歲 的
Katherine Guo, Irene Chen and
Angela Ding 表演，她們訓練有素
，技巧精準，動作到位，贏得喝
彩不斷和熱烈的掌聲。她們的精
彩表演極有說服力的印證了東方
藝術教育中心教學嚴謹，所向披
靡，凡賽必勝的教學成效。

華語電影《聚會》獲第52屆休斯頓國際電影節納米大獎
東方藝術教育中心出彩頒獎晚會

華語長片華語長片《《聚會聚會》》導演辛建獲第五十二屆休斯敦國際電影導演辛建獲第五十二屆休斯敦國際電影
節納米獎節納米獎

在在KARKAR全美舞蹈大賽中獲綜合總分排名全美舞蹈大賽中獲綜合總分排名
第一的三人舞第一的三人舞《《SuspicionSuspicion》，》，三位小舞者三位小舞者
登台電影節頒獎晚會登台電影節頒獎晚會

在電影在電影《《聚會聚會》》中扮演中扮演 叢東的華二代辛星宇叢東的華二代辛星宇

Rachel GaiRachel Gai（（右右））和和 Grace LiuGrace Liu （（左左））的獲獎雙人舞的獲獎雙人舞《《白蛇傳白蛇傳》》驚艷電影節頒驚艷電影節頒
獎晚會獎晚會

全美舞蹈大賽全美舞蹈大賽KARKAR中獲綜合排名第二名由中獲綜合排名第二名由Grace LiuGrace Liu和和Rachel GaiRachel Gai表演的雙人舞表演的雙人舞
““The Fairy SerpentThe Fairy Serpent “。“。

Diana FengDiana Feng的獨舞的獨舞《《東方印象東方印象》》英姿颯爽英姿颯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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