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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克拉斯俄羅斯克拉斯
諾亞爾斯克市郊區諾亞爾斯克市郊區
的博羅維原木滑雪的博羅維原木滑雪
場舉行趣味滑雪大場舉行趣味滑雪大
賽賽，，參賽者身著奇參賽者身著奇
裝異服從坡道上滑裝異服從坡道上滑
入冰水池中入冰水池中。。據悉據悉
，，當地民眾以此慶當地民眾以此慶
祝滑雪季的結束祝滑雪季的結束。。

東京根津神社杜鵑花盛放東京根津神社杜鵑花盛放 和服美女花間拍照和服美女花間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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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亞安波塞利國家公園肯尼亞安波塞利國家公園（（Amboseli National ParkAmboseli National Park））裏裏，，壹只大象正在漫步遛彎壹只大象正在漫步遛彎，，突然間突然間，，它它
鼻子壹陣癢癢鼻子壹陣癢癢，，不妙不妙，，這是要打噴嚏的節奏這是要打噴嚏的節奏。。不等它做好準備不等它做好準備，，噴嚏說來就來噴嚏說來就來，“，“阿嚏阿嚏””壹聲壹聲，，伴隨伴隨
著壹團四散彌漫的沙塵，大象打了壹個大大的噴嚏，鼻子瞬間舒服了許多，但剛剛吸進長鼻裏的沙子
也化作壹團沙塵隨著噴嚏消散了。印度攝影師Tapan Sheth用鏡頭記錄下了這爆笑的壹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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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紙尿褲“會說話”？
去全球頂級生活用紙展覽會看稀奇

千年前的造紙術，造福炎黃子孫，

如今跨越千年再次促進中國經濟飛躍發

展。國際前沿的技術，國內外的高新尖

產品，行業內最先進的設備，齊齊亮相

第26屆生活用紙國際科技展覽會，集中

在武漢國際博覽中心進行展覽。

作為業內極負盛名的行業展會，本

屆展會共吸引來自全球50多個國家和地

區的850家企業參展，展出面積8萬平方

米，千余個品牌產品同場展示，百余臺

先進設備現場演示。為期3天的展會將

有3.5萬名專業觀眾參加。

中輕集團中國制漿造紙研究院院長

孫波說，武漢交通區位優勢明顯，近年

來更是在加快產業轉型升級、經濟發展

方面飛速提升，城市能級不斷提高，加

上水資源豐富、水運便利，可以輻射到

湖南、四川等周邊省份，非常適合造紙

業的蓬勃發展。

據了解，本次博覽會不僅有國際頂

尖的高新技術和產品現場亮相，還吸引

了全國各地不少品牌經銷商前來洽談合

作。孫波介紹，展會雖然剛剛開始，就

已經有好幾家紙企達成合作意向。

展會新動態>>>
中國特色竹漿紙成熱門 “完勝”國

外生活紙品
在展館A1進門處，壹眼就能看到壹

家竹漿本色紙的展位。展位內人山人海，

大家都在試用竹漿紙。“剛進門壹臉汗，

直接都吸幹了。”壹位試用者說。

展位工作人員告訴長江日報記者，

采用竹子作為造紙原料的竹漿本色紙，

在近幾年越來越火，成為生活用紙的熱

門產品。“目前，國外基本都還是采用

木材為主原料，具有中國特色的竹漿紙

絕對完勝國外衛生用紙。”

可取代化妝棉的衛生紙巾年內將在
漢大量面市

“我們的棉柔巾，完全可以取代化

妝 棉使用。”在保定市港興紙業展位

前，記者看到展位人員正在介紹壹款今

年剛研發的新產品——可以取代化妝棉

的棉柔巾。

該公司企劃部總經理李銳告訴記

者，這種棉柔巾是壹種幹濕兩用巾，采

用了高科技的新型材料，具有更多功能

性。“比如幹的棉柔巾可當化妝棉，比

化妝棉便宜三到五成。”

熱銷乳霜紙兩年內全面普及市場
“果然很柔軟！”記者在展會上發

現，有好幾家展位上都在展示乳霜紙，

不少經銷商直接在現場預訂。壹家企業

的展位工作人員介紹說，雖然展會才開

始，但目前要求他們代加工乳霜紙的訂

單已簽下了厚厚壹沓。

展會工作人員告訴記者，簡單來

說，乳霜紙就是把護膚霜和保濕因子都

融合進了紙巾中。

乳霜紙受歡迎，還因為它有壹個

特別的作用——可以不停地擦鼻涕。

展位工作人員介紹說，乳霜紙特別柔

軟，還有護膚功能，因此感冒的人或

鼻炎患者需要擦鼻涕時使用乳霜紙，

就不容易出現紅鼻頭或鼻子皮膚破損

的情況。

展會尖板眼>>>
嬰兒紙尿褲帶傳感器 可遠程監控尿

褲濕度
展會上，有壹款“會說話的紙尿

褲”吸引了不少觀眾。

據介紹，這款“會說話的紙尿褲”，

自帶高科技智能紙尿褲內置傳輸感應系

統，配套研發的全新智能紙尿褲可操控

APP系統，利用藍牙4.0技術，不僅能夠

智能檢測吸水量，還能開啟傳感式智能

摔倒通知，可將通知及時發送到安裝

APP軟件的手機上。

展位人員介紹，因兼具走失警報、

健康分析、尿量顯示、遠程監督、尿濕

提醒、睡姿記憶等多項功能，且無輻

射、低功耗，這款產品壹出現，就受到

經銷商的關註。

幹紙巾是用熊貓屎做成的
健康環保竹葉味
近日，據《成都商報》報道，中國

大熊貓保護研究中心正式與四川犍為鳳

生紙業有限責任公司簽訂合作協議，日

後中國大熊貓保護研究中心將把大熊貓

糞便和食物殘渣供給該企業，用來生產

生活用紙。

大熊貓的便便也要變廢成寶了？17

日，長江日報記者在展會上看到了這款

“熊貓屎”做成的生活用紙。據現場展

位工作人員介紹，大熊貓每天能排出大

量糞便，這些糞便被晾幹後，可以看到

許多的竹節碎片，這些竹節碎片就能提

煉出紙張原料。

記者在現場看到，不少人都和記者

壹樣，拿著紙巾不停地聞，想看看上面

是否有大熊貓糞便的臭味，但其實紙巾

不僅不臭，還帶有竹葉的味道。

記者采訪了解到，該款生活用紙並

未正式上市。

人工智能靠什麼走向大眾
綜合報導 隨著人臉識別、語音識別和自動駕

駛日益成為關註焦點，人工智能（AI）與社會、人

類生活融合程度正在快速演進。

其實早在1956年，人工智能這個“術語”就被

正式提出。但在有限且昂貴的計算能力、已有計算

方法存在缺陷、缺乏數據量這些無法克服的基礎性

障礙面前，“模擬人類大腦”顯得非常遙遠。此後，

壹直到20世紀80年代初，隨著壹類名為“專家系

統”的AI程序開始為全世界的公司所采用，人工

智能才興起了第二次熱潮。各國開始投入大量資金，

例如日本經濟產業省雄心勃勃旨在打造“第五代計

算機”的研究計劃，目標是制造出能夠與人對話、

翻譯語言、解釋圖像，並且能像人壹樣推理的機器。

80年代後期，產業界對人工智能系統投入巨大但只

產生有限的應用產生質疑，人工智能的泡沫逐漸破

裂，投入大幅消減，人工智能再壹次步入寒冬。

那麼，人工智能到底將靠什麼走向大眾？筆者

認為，視覺AI技術將是發展方向。

對人類而言，70%到80%的信息獲取來自視覺。

對人工智能來說，視覺AI也被視為目前最具應用

價值的AI技術。它能夠讓機器具備“從識人知物

到辨識萬物”的能力，從而看懂、理解這個世界，

幫助我們在生產和工作中，提升處理信息的效率。

簡單來說，視覺AI就是研究如何讓機器會

“看”，即用攝影機和電腦代替人眼對圖像進行特

征提取和分析，並由此訓練模型對新的圖像數據進

行檢測、識別等任務，建立能夠從圖像或者多模態

數據中獲取“信息”的人工智能系統。

源於深度學習的突破，視覺AI的識別能力突

飛猛進，2012年的兩個轟動事件，更被視為視覺AI

的發展拐點。當時，由多倫多大學Geoffrey Hinton

領導的團隊，在壹項名為ImageNet的圖像識別競賽

中，利用深度學習和GPU的強大計算能力，將錯誤

率降低了10%，震驚學術界，因為之前這項錯誤率

每年只會降低1%—2%。

同年，“谷歌大腦之父”吳恩達帶領團隊，利

用10億參數的神經網絡，在沒有任何先驗知識的

情況下，僅僅通過觀看無標註的YouTube的視頻，

創造了壹套貓臉識別系統——從海量照片裏自動識

別出貓臉。

視覺AI迅速成為人工智能領域最重量級的研

究領域，源自於其在安防、醫療、無人駕駛等多個

領域的應用前景。

例如，在安防領域，視覺AI技術可進行人群

分析、逃犯追捕，可通過城市中成千上萬條路的攝

像頭對目標人群進行鎖定與篩查，並做到實時告

警，助力安防效率的提升；在手機領域，AI可提

供刷臉解鎖、刷臉支付等更加安全和便捷的體驗，

還可自動為面部美顏省去後期修圖的時間；在自動

駕駛領域，AI技術可以通過攝像頭獲取的圖像，對

車體的周圍環境進行識別和分析，輔助做出精準的

路徑規劃。

在眾多的視覺AI應用場景中，AI醫學圖像分

析是近年來熱度極高的壹個細分領域。這主要得益

於醫院信息數字化建設的不斷提速，以醫學影像為

核心的大數據不斷豐富，為AI在醫療領域的發

展提供了充足的養料。與此同時，優質醫療資

源的稀缺和分配不均也不斷催生著社會對人工

智能的需求。

當下AI+醫療的紅火，對推動這個行業的發展

起到了不可磨滅的作用，還有豐富的應用場景和海

量的機會等待挖掘，例如個性化醫療、可穿戴智能

醫療設備的實時監測與分析等。

放眼未來，更多的應用前景都將貼上視覺AI

的標簽。比如，人臉識別技術有望在更多的物聯

網終端設備上應用，讓安全便捷的身份認證無處

不在，提升生活體驗；在AI+工業領域，工業機

器人、物流機器人將更多替代傳統勞動力；在

AI+文化領域，基於AI的增強現實技術，可以將

古代文物、古代場景生動復原得以假亂真；在

AI+教育領域，利用視覺技術實現學生的註意力

管理、跟蹤學生的知識點掌握，實現真正的因材

施教。

當然，AI掀起的新壹輪產業浪潮不過短短幾年，

技術上需要持續不斷的突破創新，行業需要不斷的

深耕和挖掘，大眾也需要對其給予足夠的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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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XIN LU, M.D.

Board Certified by ABIM; Affiliated wlth Memorial
Hermann Southwest Hospital 美國內科專業證書

糖尿病、高血壓、高膽固醇、心肺、胃腸、肝臟、過敏、咽喉炎、鼻炎、皮膚、
甲狀腺及風濕等疾病。現有NB-UVB機，特效治療皮膚頑症(牛皮癬/濕疹/神經
性皮炎/蕁麻疹/白癜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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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蹤海峽熱點，反映兩岸民意

▲ 節目截圖

節目介紹：
“海峽兩岸”是中央電視臺惟一的涉臺時事新聞評論欄目，節
目宗旨是“跟蹤海峽熱點，反映兩岸民意”節目分為兩個版塊
：第一個是“熱點掃描”，主要報導當日和近期臺灣島內的熱
點新聞;第二個是“熱點透視”，當日或近期涉臺熱點深度報
導及兩岸專家對此事的評論，並對兩岸各個層面的交流交往進
行跟蹤報導。
本期節目主題：馬英九：臺灣須回應統一建議 

播出時間：
首播時間：周一至周五晚上9:30，重播時間：次日早晨8:00。 ▲ 節目截圖

《海峽兩岸》精彩
節目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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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二 2019年4月23日 Tuesday, April 23,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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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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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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深翻譯編輯泉深翻譯編輯//來源休斯頓紀事報來源休斯頓紀事報】】MDMD安德森癌症中心正在驅逐安德森癌症中心正在驅逐
三名華裔科學家三名華裔科學家，，他們擔心中國試圖竊取美國科學研究他們擔心中國試圖竊取美國科學研究，，這是自聯邦官這是自聯邦官
員指示一些機構調查特定教授違反授予代理政策以來首次公開披露的懲員指示一些機構調查特定教授違反授予代理政策以來首次公開披露的懲
罰罰。。

去年去年，，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收到電子收到電子
郵件後郵件後，，MDMD安德森採取了行動安德森採取了行動，，該研究所是美國最大的生物醫學研究該研究所是美國最大的生物醫學研究
公共資助者公共資助者，，描述了五名教員的利益衝突或未報告的外國收入描述了五名教員的利益衝突或未報告的外國收入。。該機構該機構
得到了聯邦調查局的協助得到了聯邦調查局的協助，，為癌症中心提供了為癌症中心提供了3030天的回應時間天的回應時間。。

““作為投資於生物醫學研究的納稅人資金管理員作為投資於生物醫學研究的納稅人資金管理員，，我們有義務跟進我們有義務跟進
”，”，當被要求調查資助人時當被要求調查資助人時，，MDMD安德森總裁安德森總裁PistersPisters博士告訴博士告訴 ““紀事報紀事報
”。”。 ““這是該國面臨的更大問題的一部分這是該國面臨的更大問題的一部分 -- 試圖平衡開放的協作環境試圖平衡開放的協作環境
，，同時保護專有信息和商業利益同時保護專有信息和商業利益。”。”

PistersPisters表示表示，，如果如果MDMD 安德森沒有採取行動安德森沒有採取行動，，如果其資助材料中提如果其資助材料中提
供的信息不准確或不完整供的信息不准確或不完整，，NIHNIH可以扣留可以扣留MDMD 安德森的資金安德森的資金。。癌症中心癌症中心
在在20182018年獲得了年獲得了11..4848億美元的億美元的NIHNIH資助資助。。

MDMD安德森的行動是在華盛頓特區和全國各地高度關注中國和其他安德森的行動是在華盛頓特區和全國各地高度關注中國和其他
外國政府為了自己的利益利用美國資助的研究外國政府為了自己的利益利用美國資助的研究，，招募學生和訪問學者從招募學生和訪問學者從
機密撥款申請中竊取知識產權機密撥款申請中竊取知識產權，，引誘科學家到在他們的國家經營引誘科學家到在他們的國家經營““影子影子
實驗室實驗室”。”。

PistersPisters表示表示，，MDMD安德森作為世界第一的癌症中心的聲譽使其成為明安德森作為世界第一的癌症中心的聲譽使其成為明
顯的目標顯的目標。。
學術間諜活動學術間諜活動

PistersPisters表示表示，，癌症中心援引了癌症中心援引了NIHNIH確定的三名教授的終止程序確定的三名教授的終止程序，，其其
中兩名教授在訴訟前辭職中兩名教授在訴訟前辭職，，其中一人剛剛開始正當程序要求其中一人剛剛開始正當程序要求。。官員們決官員們決
定終止其他教授之一定終止其他教授之一，，並且仍在調查第五名教授並且仍在調查第五名教授。。

癌症中心為癌症中心為 ““紀事報紀事報”” 提供了有關這五個案件的內部文件副本提供了有關這五個案件的內部文件副本。。
科學家的名字被編輯科學家的名字被編輯，，但但PistersPisters說所有人都是亞洲人說所有人都是亞洲人。。 ““紀事報紀事報”” 和和
““科學科學”” 雜誌已經證實雜誌已經證實，，至少有三個是中國人至少有三個是中國人。。

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院長弗朗西斯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院長弗朗西斯••科林斯博士本月早些時候在參科林斯博士本月早些時候在參
議院小組中表示期望很快在全國各地的機構進行相關的解僱議院小組中表示期望很快在全國各地的機構進行相關的解僱，，這是首次這是首次
出現這種情況出現這種情況。。該小組和國會其他成員對學術機構的外國盜竊知識產權該小組和國會其他成員對學術機構的外國盜竊知識產權
表示擔憂表示擔憂。。

此次離職也是在去年夏天史無前例的休斯敦聚會之後此次離職也是在去年夏天史無前例的休斯敦聚會之後，，聯邦調查局聯邦調查局
官員向德克薩斯州學術界和醫療機構負責人發出警告官員向德克薩斯州學術界和醫療機構負責人發出警告，，尤其是來自內部尤其是來自內部
人員的威脅人員的威脅，，並呼籲他們與該機構分享任何可疑的行為和信息並呼籲他們與該機構分享任何可疑的行為和信息。。這次會這次會
議已經結束議已經結束，，但據但據 ““紀事報紀事報”” 報導報導，，這是首次引起人們關注全國聯邦這是首次引起人們關注全國聯邦
新舉措新舉措，，以阻止在學術層面發生經濟外國間諜活動的會議之一以阻止在學術層面發生經濟外國間諜活動的會議之一。。

但但PistersPisters指出指出，，FBIFBI在在20152015年巴拉克奧巴馬政府期間首次向年巴拉克奧巴馬政府期間首次向MDMD安安
德森通報了這種擔憂德森通報了這種擔憂。。癌症中心於癌症中心於20172017年年1212月同意向聯邦調查局的計月同意向聯邦調查局的計
算機硬盤驅動器提供電子郵件算機硬盤驅動器提供電子郵件，，其中包括幾個工作人員其中包括幾個工作人員，，柯林斯向全國柯林斯向全國
各地的學術機構發送了一封信各地的學術機構發送了一封信，，提醒他們注意這一威脅並請求幫助遏制提醒他們注意這一威脅並請求幫助遏制
““不可接受的信任違規行為不可接受的信任違規行為”” 和保密和保密。。 ““柯林斯上週參議院聽證會後柯林斯上週參議院聽證會後
告訴記者告訴記者，，聯邦調查局在向我們提供信息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聯邦調查局在向我們提供信息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在柯林斯的信件發送給超過在柯林斯的信件發送給超過1010,,000000家美國機構後不久家美國機構後不久，，美國國立衛美國國立衛
生研究院開始向生研究院開始向MDMD安德森和其他數十家機構資助人發送電子郵件安德森和其他數十家機構資助人發送電子郵件，，概概
述其對特定個人的擔憂述其對特定個人的擔憂。。
據稱種族剖析據稱種族剖析

此次鎮壓行動惹惱了美國華人和華裔社區此次鎮壓行動惹惱了美國華人和華裔社區，，特別是特別是MDMD安德森和德安德森和德
克薩斯醫療中心克薩斯醫療中心。。他們認為這些調查涉及種族貌相和目標定位他們認為這些調查涉及種族貌相和目標定位，，並聲稱並聲稱
這些探測器正在驅逐一些研究人員這些探測器正在驅逐一些研究人員，，因為他們的相對輕微的罪行因為他們的相對輕微的罪行，，有時有時
是基於對科學的誤讀是基於對科學的誤讀。。

““科學研究取決於思想的自由流動科學研究取決於思想的自由流動，”，” 總部位於紐約的總部位於紐約的100100人委員人委員
會主席弗蘭克會主席弗蘭克••吳吳（（Frank H. WuFrank H. Wu））表示表示。。該委員會是一群有影響力的華該委員會是一群有影響力的華
裔美國人裔美國人。。 ““我們的國家利益最好是通過歡迎人民而不是基於人們來自我們的國家利益最好是通過歡迎人民而不是基於人們來自
何處的種族陳規定型來推進何處的種族陳規定型來推進。”。”

100100名委員會參加了名委員會參加了1212月華盛頓特區會議的與會者月華盛頓特區會議的與會者，，休斯敦亞洲社休斯敦亞洲社
區的代表與其他人一起向區的代表與其他人一起向FBIFBI表達了對該機構調查和行動所產生的恐懼表達了對該機構調查和行動所產生的恐懼
和懷疑的擔憂和懷疑的擔憂。。三月份三月份，，一群華裔美國科學家在一篇措辭強硬的科學信一群華裔美國科學家在一篇措辭強硬的科學信
中表示擔憂中表示擔憂，，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和聯邦調查局最近的言論和建議可能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和聯邦調查局最近的言論和建議可能

導致中國科學家的不公正目標導致中國科學家的不公正目標。。
其中一位合著者是其中一位合著者是Mien-Chie HungMien-Chie Hung，，一位台灣出生的研究一位台灣出生的研究

員員，，於二月份退休於二月份退休，，原擔任原擔任MDMD安德森基礎研究副總裁安德森基礎研究副總裁，，現擔任現擔任
台灣台中中國醫科大學校長台灣台中中國醫科大學校長。。 （（他說他說，，他的舉動與任何調查無他的舉動與任何調查無
關關。）。）

接受調查的接受調查的MDMD安德森研究人員表示關注的是安德森研究人員表示關注的是，，這五起案件這五起案件
並不代表受並不代表受FBIFBI和休斯頓癌症中心調查影響的員工總數和休斯頓癌症中心調查影響的員工總數。。據消息據消息
人士稱人士稱，，這個數字可能超過這個數字可能超過2020個個，，因為他們已經審查過的文件因為他們已經審查過的文件
說說FBIFBI訪問訪問MDMD安德森計算機硬盤涉及安德森計算機硬盤涉及2323名員工的電子郵件名員工的電子郵件。。

他們還指出他們還指出，，在過去的在過去的1818個月中個月中，，1010位位MDMD安德森高級研安德森高級研
究員或華裔血統的管理人員已退休究員或華裔血統的管理人員已退休，，辭職或被行政休假辭職或被行政休假。。據稱一據稱一
些人自願離開些人自願離開，，但支持者說有毒的氣候和種族貌相的看法加速了但支持者說有毒的氣候和種族貌相的看法加速了
他們的離去他們的離去。。其中兩位研究人員隨後在中國機構任職其中兩位研究人員隨後在中國機構任職。。
人才流失人才流失

““這些是外國一直試圖招募失敗的頂尖人才這些是外國一直試圖招募失敗的頂尖人才，”，” 休斯敦大休斯敦大
學教授史蒂文學教授史蒂文••佩佩（（Steven PeiSteven Pei））表示表示，，他對他對MDMD安德森的行為安德森的行為
持批評態度持批評態度。。 ““我們現在正把他們從德克薩斯醫療中心趕出我們現在正把他們從德克薩斯醫療中心趕出，，
離開德克薩斯州離開德克薩斯州，，離開美國離開美國。。我們似乎正在幫助外國完成他們自我們似乎正在幫助外國完成他們自
己無法做到的事情己無法做到的事情。。我們正在損害美國的競爭力我們正在損害美國的競爭力。”。”

PistersPisters淡化了人才的流失淡化了人才的流失，，認為那些受影響的人只涉及認為那些受影響的人只涉及““安安
德森醫院的德森醫院的11,,700700名教職員工中的少數人名教職員工中的少數人。”。” 引用癌症中心的人口統計引用癌症中心的人口統計
分析分析-- 白人佔白人佔3030％％，，亞洲人佔亞洲人佔2929％％，，黑人佔黑人佔2323％％，，西班牙裔佔西班牙裔佔1717％％ --
PistersPisters認為認為““ MDMD安德森教師和員工都知道該機構不會因性別安德森教師和員工都知道該機構不會因性別，，種族種族，，
種族或性取向而歧視種族或性取向而歧視。”。”

不過不過，，想知道為什麼想知道為什麼MDMD安德森已經成為鎮壓的中心安德森已經成為鎮壓的中心。。
貝勒的研究高級副總裁亞當貝勒的研究高級副總裁亞當••庫斯帕說庫斯帕說，，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與貝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與貝

勒醫學院就其涉及的四個教師的問題進行了聯繫勒醫學院就其涉及的四個教師的問題進行了聯繫，，但休斯頓醫學院並沒但休斯頓醫學院並沒
有解僱任何問題有解僱任何問題。。他說他說，，該機構致力於教育所有中國人的教師該機構致力於教育所有中國人的教師，，以確保以確保
他們在未來披露並充分描述外國合作他們在未來披露並充分描述外國合作。。

PistersPisters說他無法知道說他無法知道MDMD 安德森是否比其他機構更加嚴厲安德森是否比其他機構更加嚴厲。。他說他說：：
““不幸的是不幸的是，，一小群人覺得我們的核心價值觀並不一致一小群人覺得我們的核心價值觀並不一致。”。”

PistersPisters表示表示，“，“在個人數量較少的個人經歷過這樣的調查的情況下在個人數量較少的個人經歷過這樣的調查的情況下
，，我可以理解為什麼團體可能會覺得他們被單獨挑出來了我可以理解為什麼團體可能會覺得他們被單獨挑出來了。”。” ““那不是那不是
我們的意圖我們的意圖。。我們只是根據我們收到的我們只是根據我們收到的NIHNIH信件和我們作為信件和我們作為NIHNIH基金接基金接
收者的義務行事收者的義務行事。”。”
盜竊盜竊600600億美元億美元

沒有爭議威脅是真實的沒有爭議威脅是真實的。。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克里斯托弗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克里斯托弗••雷雷
（（Christopher WrayChristopher Wray））在在20172017年發現中國知識產權被盜後的報告每年花費年發現中國知識產權被盜後的報告每年花費
美國多達美國多達66,,000000億美元億美元，，稱中國是稱中國是““對該國最廣泛對該國最廣泛，，最重要最重要”” 的威脅的威脅，，
並稱其在所有並稱其在所有5050個州的間諜活動都很活躍個州的間諜活動都很活躍。。

近年來近年來，，媒體報導的焦點主要集中於十三年前來到美國的億萬富翁媒體報導的焦點主要集中於十三年前來到美國的億萬富翁
中國發明家劉若鵬在杜克大學研究員實驗室學習中國發明家劉若鵬在杜克大學研究員實驗室學習，，後來被指控竊取其中後來被指控竊取其中
的信息的信息，，用於製造所謂的用於製造所謂的““隱形披風隱形披風”” 代表中國政府代表中國政府。。

包括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在內的美國政府機構認為包括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在內的美國政府機構認為，，中國的中國的 ““千人千人
計劃計劃”” 計劃是將美國技術計劃是將美國技術，，知識產權和技術轉讓給中國的首要工具知識產權和技術轉讓給中國的首要工具。。中中
國共產黨強大的組織部門發起的一項招募工作國共產黨強大的組織部門發起的一項招募工作，，旨在吸引領先的華裔研旨在吸引領先的華裔研
究人員的計劃一般都沒有成功究人員的計劃一般都沒有成功。。但是但是，，一些美國科學家已經使用千人計一些美國科學家已經使用千人計
劃撥款作為資助中國旅行的一種方式劃撥款作為資助中國旅行的一種方式，，並保持對那裡的研究團隊的訪問並保持對那裡的研究團隊的訪問
。。

美國聯邦調查局的反情報部門戰略夥伴關係計劃在美國聯邦調查局的反情報部門戰略夥伴關係計劃在20152015年的一份講年的一份講
義中指出義中指出，，該計劃允許中國該計劃允許中國 ““受益於在美國進行的多年科學研究並受益於在美國進行的多年科學研究並””
嚴重影響美國經濟嚴重影響美國經濟。。 ““中國政府去年秋天對中國政府去年秋天對 ‘‘千人計劃千人計劃’’ 一詞進行了一詞進行了
審查審查。。一名曾獲得資助的通用電氣工程師被指控在紐約州進行商業機密一名曾獲得資助的通用電氣工程師被指控在紐約州進行商業機密
盜竊盜竊。。

MDMD安德森的調查提到安德森的調查提到，，五位教授中有三位可能參與了千人計劃五位教授中有三位可能參與了千人計劃，，
其中沒有人透露過這種關係其中沒有人透露過這種關係。。相比之下相比之下，，所調查的所調查的BaylorBaylor教員都沒有參教員都沒有參
與該計劃與該計劃。。

PistersPisters表示表示，，MDMD安德森允許研究人員接受此類外國資金安德森允許研究人員接受此類外國資金，，只要他們只要他們
披露披露，，沒有任何單一機構的付款超過其工資的沒有任何單一機構的付款超過其工資的2525％％，，總數不超過總數不超過5050％％，，

並且機構批准並且機構批准。。但但PistersPisters補充說補充說，，癌症中心希望教師們了解千人計劃的癌症中心希望教師們了解千人計劃的
運作方式並將其稱為運作方式並將其稱為 ““掠奪性掠奪性”” 。。
““嚴重違規嚴重違規””

MDMD安德森參與聯邦調查局的日期是安德森參與聯邦調查局的日期是20152015年年1111月月，，負責負責FBIFBI休斯敦休斯敦
外地辦事處的特工外地辦事處的特工 Perrye K. TurnerPerrye K. Turner 致致 MDMD 安德森首席信息安全官安德森首席信息安全官 LessLess
StoltenbergStoltenberg的一封信的一封信。。該信要求在該信要求在 ““國家安全調查國家安全調查”” 中提供協助中提供協助，，特納特納
稱其為稱其為 ““根據經授權的外國反間諜調查根據經授權的外國反間諜調查”” 。。

20172017年年77月月，，首席法律官史蒂文首席法律官史蒂文••海登收到了特納關於海登收到了特納關於 ““關於可能關於可能
盜竊盜竊MDMD安德森研究和專有信息的調查安德森研究和專有信息的調查”” 的一封信的一封信。。一個月後一個月後，，MDMD安安
德森因某些電子郵件被傳喚德森因某些電子郵件被傳喚。。

聯邦調查局的第三封信於聯邦調查局的第三封信於20172017年年1111月被送到海頓月被送到海頓。。下個月下個月，，PistersPisters
同意向該局提供一些工作人員賬戶同意向該局提供一些工作人員賬戶。。

20182018年年88月月，，MDMD安德森收到了第一份關於特定研究人員的安德森收到了第一份關於特定研究人員的NIHNIH電電
子郵件子郵件。。它指出它指出，，研究人員違反了幾項研究人員違反了幾項NIHNIH政策政策 -- 特別是同行評審的機特別是同行評審的機
密性密性，，未披露其他研究資源以及未能披露財務利益衝突未披露其他研究資源以及未能披露財務利益衝突。。在接下來的幾在接下來的幾
周里周里，，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又向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又向MDMD安德森發出了四封信安德森發出了四封信，，每封信都要每封信都要
求提供有關癌症中心教授所謂的求提供有關癌症中心教授所謂的 ““嚴重違規行為嚴重違規行為”” 的更多信息的更多信息。。

馬克斯安德森的合規與道德官馬克斯韋伯調查了案件馬克斯安德森的合規與道德官馬克斯韋伯調查了案件，，並回復了冗並回復了冗
長的報告長的報告，，詳細說明了被告研究人員與中國人的電子郵件通信以及他們詳細說明了被告研究人員與中國人的電子郵件通信以及他們
在中國機構持有的頭銜在中國機構持有的頭銜。。他還發現了教授與未經授權的第三方共享機密他還發現了教授與未經授權的第三方共享機密
資助申請材料的例子資助申請材料的例子，，中國機構未披露的付款以及中國影子實驗室的領中國機構未披露的付款以及中國影子實驗室的領
導導。。

由於韋伯缺乏科學合作方面的專業知識由於韋伯缺乏科學合作方面的專業知識，，熟悉其中一個案例的消息熟悉其中一個案例的消息
人士質疑了調查結果人士質疑了調查結果。。 PistersPisters回答說回答說 ““你不需要科學背景來理解這些道你不需要科學背景來理解這些道
德問題德問題。”。”

為應對外國威脅為應對外國威脅，，MDMD 安德森於安德森於20182018年制定了降低風險的計劃年制定了降低風險的計劃。。在在
一封電子郵件中一封電子郵件中，，PistersPisters警告員工智能盜竊和網絡攻擊的警告員工智能盜竊和網絡攻擊的 ““加速風險加速風險””
，，並宣布國際旅行的員工將需要使用借用筆記本電腦和手機並宣布國際旅行的員工將需要使用借用筆記本電腦和手機。。後來後來，，該該
中心限制使用中心限制使用USBUSB設備設備。。

在醫療中心幾個街區之外在醫療中心幾個街區之外，，貝勒正在修改政策貝勒正在修改政策，，禁止研究人員在國禁止研究人員在國
內或國外兩個地方設立實驗室內或國外兩個地方設立實驗室。。

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顯然就研究人員可能違反的唯一其他當地學術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顯然就研究人員可能違反的唯一其他當地學術
機構是休斯頓的德克薩斯大學健康科學中心機構是休斯頓的德克薩斯大學健康科學中心，，該中心收到了一封這樣的該中心收到了一封這樣的
信件信件，，仍然在接受審查仍然在接受審查。。賴斯大學和休斯頓大學都沒有收到過賴斯大學和休斯頓大學都沒有收到過。。

與此同時與此同時，，BaylorBaylor和和MDMD 安德森仍在等待從安德森仍在等待從NIHNIH回复他們所採取的回复他們所採取的
行動行動。。

PistersPisters表示表示，“，“如果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做出決定如果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做出決定，，我們確定的個我們確定的個
人不會終止終止人不會終止終止，，那麼我們就必須重新審視就業狀況那麼我們就必須重新審視就業狀況。”。”

由於擔心中國數據被盜由於擔心中國數據被盜，，
MDMD安德森癌症中心罷了安德森癌症中心罷了33位華裔科學家位華裔科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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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美國白宮22日表示，美國將不再向目前正在進口伊朗石油的國家或地區發放制裁
豁免，以增加對伊朗的經濟壓力。

目前加州的油價每加侖已經超過4美元，而休斯頓的駕駛人則比較幸運，平均每加侖油價為
2.58美元，比上個月增長了0.18美元。

和上個月相比，全美範圍內的油價有也不同程度的增長，平均每加侖油價為2.86美元。而本
週一美國實施的新政策，美國將不再向目前正在進口伊朗石油的國家或地區發放制裁豁免，以增
加對伊朗的經濟壓力，預計會對增加油價產生推動作用。

美媒稱，此舉是美國政府退出伊核協議之後，試圖“將伊朗石油出口降為0”的舉措之一。

目前正在享受暫時性制裁豁免的八個進口國家和地區，分別是中國大陸、印度、希臘、意大
利、日本、土耳其、韓國和臺灣。

美國將從5月2日起不再延長允許各國購買伊朗原油的豁免條款。 《華盛頓郵報》稱，此舉
代表美國將進一步向伊朗施壓，通過打擊伊朗的石油出口來遏制其主要收入來源。

2018年5月8日，美國單方面宣佈退出伊核協議，重啓對伊朗的全面製裁，並要求各相關國家
在2018年11月4日停止進口伊朗的原油。

美國宣佈了一項包含上述八個國家和地區在內的豁免計劃。這被認為是給予這些國家和地區
更多的時間來尋找替代選項，也為了防止切斷伊朗原油供應對全球市場造成過大的衝擊。

（本報訊）蘭德公司(Rand Corp.)週
一發佈了一份報告，其中有一部分是以
美元計算的。據估計，2017 年，中美洲
移民為走私進入美國支付了高達23億美
元。蘭德表示，走私集團的收入可能低
至2億美元。

蘭德確定了四種走私人口的商人，
從提供駕駛或導遊等服務的獨立經營者
，一直到正式的能夠壟斷一條流量路線
的商人。一直到由可以壟斷交通路線的
單一主銷運營的非正規組織。

從人口走私中獲利最多的可能是非
正規組織和獨立運營商。

蘭德認為，幾乎可以肯定的是，來
自走私路線的一筆錢最終落入了販毒集
團的手中:僱傭販毒集團來穿越美國和墨

西哥邊境。
蘭德說，這項收費一般在300美元到

700美元之間。
研究人員估計，2017 年北部三角地

區的移民繳納了3000萬到1.8億美元的費
用。

自那以來，這些數字已飆升至 10 多
年來的最高水平。運輸成本也在飆升。

總的來說，中美洲人說他們付的錢
比墨西哥人多，而對南美人的收費則進
一步上升。來自巴西的移民預計將為他
們的旅途支付大約2萬美元。

來自中國的買家可能會支付7萬美元
或更多。蘭德的研究是由國土安全部贊
助的。

（本報訊）4月22日公佈的最新一期民調顯
示，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成為所有民主
黨總統參選人中最獲選民青睞的人，其支持率達
到了30%，拜登以18%位居笫二，而印第安納州
南本德市市長彼特.巴特替吉格（Pete Buttigieg）
則異軍突起，這位37歲的同性戀市長以15%的支
持率名列笫三。華裔參選人楊安澤以2%的支持率
進入前十。

自今年2月以來，拜登和哈里斯在民意調查
中支持率跌幅最多，拜登下降了4%，而哈里斯更
是下降了6%；而這一期間支持率漲幅最大的是巴
特替吉格，上漲了13%，其次是桑德斯，上漲了
4%。如果把時間跨度放寬到去年4月，這一年中
失分最多的是沃倫（-7%）和拜登（-9%），得
分最多的是巴特替吉格（+15%）和奧魯克（+3%
）。

對於前副總統拜登，儘管民調進行時他還未
正式宣佈參選，但數據顯示，有51%的選民希望

他出來競選（這一數據大大高於他在民主黨選民
中的支持率18 %），有36%的選民則明確表示不
希望他參選，另有 8%對此不在乎，4%則回答不
知道。

這一民調結果是由新罕布什爾大學民調中心
（University of New Hampshire Survey Center）於
4月10日至18日對549名選民進行電話調查後得
出的。民調顯示，民主黨支持者對即將到來的初
選的感興趣程度要高於 2015 年的同期水平，有
55%的民主黨人表示他們“對初選極度感興趣”
（Extremely Interested in Primary） ，而在2015年
的時候，這一數字僅為34%；對比之下，共和黨
人對初選的興趣程度也從2015年時的37%上升到
眼下的44%。另一方面，對於“是否絕對會去投
票”（will definitely vote in the primary）這一問題
，80%的民主黨人和 80%的共和黨人都回答“是
”。

調查報告調查報告：： 非法移民行業暴利收益非法移民行業暴利收益桑德斯支持率領先桑德斯支持率領先 楊安澤進前十楊安澤進前十

美國對伊朗新政策美國對伊朗新政策 預計油價要大漲預計油價要大漲



BB88

休城畫頁

休城工商
星期二 2019年4月23日 Tuesday, April 23, 2019

（休士頓 / 秦鴻鈞報導 ）近日來最
轟動休士頓的大新聞，莫過於八號公路
邊，希爾頓酒店前方左側--- 休士頓華
埠最後一塊黃金寶地---亞洲城商店和
辦公室單位將於五月四日開盤，僅數十
個有限單位，正式投入市場。

該地的開發商許文忠、黎淑瑛夫婦
分別於上周二及上周四召開華文媒體記
者會及與 「亞裔地產協會」 （AREAA )
70 位地產界成員見面，分別向大家介紹
亞洲城商店和辦公室單位的細節。台大
數學系畢業的許文忠,除了精算的能力，
能在15年前蓋華埠希爾頓酒店時就看出
此區中國城未來的發展,他還懐抱著能為
社會付出的社會責任。因此，在即將預
售的這塊黃金寶地上，他完全不計成本,
而是針對所有進出人士的方便和安全，
而作出有益住戶最寬鬆的建築設計，把

停車場放在建築內，所有車入內都有紀
錄。為的是求亞洲城商店和辦公室的長
治久安，商機無限！也帶動該區的群聚
效應，像台北的 「西門町」 ，上海的

「新天地 」 ！
這塊為順應大休士頓亞裔社區對商

舖和辦公室強勁需求而興建的亞洲城商
店和辦公室，位於休士頓黃金地段--百

利大道（Bellaire ) 和八號公路（Beltway
8）路口的亞洲城（Asian City Plaza )，
將於五月四日正式接受一層商舖和五層
、六層公司，商店訂購。共有48 個單
位。亞洲城商場閃亮登場，必然為華埠
經濟成長帶來新動力。

這新的商場緊鄰敦煌廣場和希爾頓
酒店。更因為希爾頓酒店的主流旅客,使
鄰近各商家的" 老外 " 客人較十年前成
倍數成長，更使敦煌廣場和希爾頓酒店
和即將推出的 「亞洲城」 在動線上連在
一起，成為 「治安」 上的隱性圍牆。

當天出席記者會的還包括 「亞洲城
」 的名建築師鍾文正，鍾文正恰巧也是
「敦煌廣場」 的建築師，如今敦煌廣場

一舖難求的群聚效應，必然使得緊鄰敦
煌的亞洲城充滿商機。鍾文正建築師表
示： 「亞洲城」 第一期工程包括：一樓
商舖、二、三、四樓停車場。二、三樓
停車場給一樓商舖使用，四樓停車場給
五、六樓辦公室使用。預計僅有48個單
位出售。旁為川流不息的8車道，8號
公路和百利大道帶來的滾滾人潮，加上

二至四樓"夾心"式
停車場設計，更給
客人帶來最安全的
感覺。因為停車場
進出口均有監視器
，自動紀錄車牌信
息，牌照被遮擋車
輛無法駛入，讓壞
人無機可乘。

當天出席記者會
的銀行家葉宏志表
示：他肯定 「亞洲
城」 將對我們區域
的發展不可限量。

許先生已將他的土地作到最好的用途。
許文忠先生也表示：十五年前他蓋

這家旅館時，他就已看到中國城一定會
起來。

作為美國第三大城市的休士頓，近
年來無論就業和經濟，在全美是一枝獨
秀，引人注目。而以華裔、越南裔、印
度裔和韓裔為主的休士頓，手持外州手
機號碼的休士頓人，更成為一道獨特的
風景線，"宜居宜商"成為世界性華文媒
體評價休士頓的首選關鍵詞。而 「亞洲
城」 商場的閃亮登場，必然為華埠經濟
成長帶來新新動力。

因此，不論在這裡開餐廳，商店，
醫療診所或辦公室，客人進出方便，客
似泉來，商機無限。投資人許文忠先生
表 示 ： 如 有 任 何 問 題 ， 請 聯 絡
281-788-7921。開盤地點在華埠希爾頓
酒店。地址： 6855 W. Sam Houston
Parkway S. Houston TX 77072, 開盤時間
：2019 年5月4日（星期六）上午十時
。

休士頓華埠最後一塊黃金寶地休士頓華埠最後一塊黃金寶地
亞洲城商店和辦公室單位亞洲城商店和辦公室單位55月月44日開盤日開盤

圖為上周二出席許文忠圖為上周二出席許文忠 「「亞洲城亞洲城」」 記者會的代表記者會的代表（（右起右起）） 「「休士頓西南管理區主席休士頓西南管理區主席」」 、、
「「德州地產德州地產」」 負責人李雄負責人李雄、、 「「亞洲城亞洲城」」 業主黎淑瑛業主黎淑瑛、、許文忠夫婦許文忠夫婦、、建築師鍾文正建築師鍾文正，，葉宏志葉宏志

，，李成純如李成純如。（。（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本報記者黃麗珊報導本報記者黃麗珊報導

休士頓韓國瑜之友會成立休士頓韓國瑜之友會成立

宴請所有參加韓國瑜市長早餐會的東主宴請所有參加韓國瑜市長早餐會的東主
母親高齡九十八歲也力挺韓市長參加總母親高齡九十八歲也力挺韓市長參加總

統大選統大選

韓國瑜市長在波士頓僑宴呼籲僑胞要把身體韓國瑜市長在波士頓僑宴呼籲僑胞要把身體
養好明年一月十一日一定要回台灣參加總統養好明年一月十一日一定要回台灣參加總統

選舉投票選舉投票，，投下你手中神聖的一票投下你手中神聖的一票

賴李迎霞和僑選立委童惠珍及台北來賴李迎霞和僑選立委童惠珍及台北來
的立法委員陳宜民他們倆位是陪韓國的立法委員陳宜民他們倆位是陪韓國
瑜訪美期間的重要隨員瑜訪美期間的重要隨員，，我們在波士我們在波士

頓僑宴為韓國瑜市長加油打氣頓僑宴為韓國瑜市長加油打氣！！

休士頓韓國瑜之友會正式成立休士頓韓國瑜之友會正式成立，，在參加波士頓韓國在參加波士頓韓國
瑜僑宴的休士頓臺聯會會員賴清陽黃峰彬夫婦黃一瑜僑宴的休士頓臺聯會會員賴清陽黃峰彬夫婦黃一
心夫婦推出臺聯會前會長賴李迎霞出任休士頓韓國心夫婦推出臺聯會前會長賴李迎霞出任休士頓韓國

瑜之友會會長瑜之友會會長 「「大膽挑大擔大膽挑大擔」」

達拉斯分會洛杉磯分會休士頓分會共同呼籲韓國瑜參選總統救臺灣達拉斯分會洛杉磯分會休士頓分會共同呼籲韓國瑜參選總統救臺灣

休士頓分會賴李迎霞會長達拉斯分會會長休士頓分會賴李迎霞會長達拉斯分會會長，，洛杉磯分洛杉磯分
會會長許淑麗共同拉宣傳布條會會長許淑麗共同拉宣傳布條 「「選總統救台灣選總統救台灣」」

達拉斯分會最高顧問谷祖光夫婦與全美總會達拉斯分會最高顧問谷祖光夫婦與全美總會
秘書長何淑妙會同休士頓分會前會長賴李迎秘書長何淑妙會同休士頓分會前會長賴李迎

霞共同努力不懈鼓勵韓國瑜大膽挑大擔霞共同努力不懈鼓勵韓國瑜大膽挑大擔

這張最珍貴韓國瑜市長要賴李迎霞問候德州的僑胞們希望這張最珍貴韓國瑜市長要賴李迎霞問候德州的僑胞們希望
大家明年大家明年11//1111//20202020 一定要回台灣投下神聖的一票救臺灣一定要回台灣投下神聖的一票救臺灣

全美台灣同鄉聯誼會相會與波士頓參加韓國全美台灣同鄉聯誼會相會與波士頓參加韓國
瑜市長僑宴瑜市長僑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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