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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人駕駛電動卡車在瑞典上路送貨無人駕駛電動卡車在瑞典上路送貨

瑞典延雪平瑞典延雪平（（JonkopingJonkoping），），車頭形似星球大戰頭盔的無人駕駛電車頭形似星球大戰頭盔的無人駕駛電
動卡車在瑞典上路動卡車在瑞典上路，，投入日常送貨當中投入日常送貨當中。。開發商開發商EinrideEinride和客戶物流公和客戶物流公
司司DB SchenkerDB Schenker稱其為世界第壹例稱其為世界第壹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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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北京，“，“絲路孔道絲路孔道———甘肅文—甘肅文
物菁華展物菁華展””在中國國家博物館開幕在中國國家博物館開幕
，，共展出共展出516516件件（（套套））文物文物，，其中其中
包括包括322322件件（（套套））國家壹級文物國家壹級文物。。
圖為展出的西漢彩繪木軺車圖為展出的西漢彩繪木軺車。。

東方快車修復車廂亮相巴黎東方快車修復車廂亮相巴黎 內部盡顯舊日奢華內部盡顯舊日奢華

近日近日，，壹輛新修復的東方快車車廂在巴黎東站內向公眾開放展示壹輛新修復的東方快車車廂在巴黎東站內向公眾開放展示。。這節車這節車
廂內完全恢復了東方快車的全部裝飾廂內完全恢復了東方快車的全部裝飾，，各種精美裝飾盡顯舊日奢華各種精美裝飾盡顯舊日奢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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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術加速發展催生新興職業湧現
中國經濟進入高質量發展，產業結構不斷

調整，社會需求更加多元化，就業結構也呈現

出新變化。

產業升級助推新職業湧現
人社部、國家市場監管總局和國家統計局近日

發布了13個新職業，其中包括人工智能工程技術

人員、物聯網工程技術人員、大數據工程技術

人員、雲計算工程技術人員、數字化管理師、建築

信息模型技術員、電子競技運營師、電子競技員、

無人機駕駛員、農業經理人、物聯網安裝調試員、

工業機器人系統操作員、工業機器人系統運維員。

當經濟這棵大樹不斷向上生長，新枝湧現成為

必然。

新技術快速發展，工廠裏，越來越多的人工智

能元素加入流水線生產；生活中，外送員、代

駕員、試吃員、職業遛狗師，甚至剝蝦師的出現，

背後體現著的正是消費升級和民眾對於服務業多元

化的需求。

這種變化，在商業領域的體現也格外明顯。據

國家統計局公布數據顯示，壹季度，全國網上零售

額22379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15.3%。增速明顯

高於傳統零售業。

蘇寧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付壹夫對中新社記

者表示，近些年，在“互聯網+”浪潮的席卷下，

線上電商飛速崛起，也帶來了新的就業崗位。比如

網站策劃設計、網絡營銷、運營推廣、數據挖掘等

領域的人才，成為市場新寵。

傳統勞力逐漸被人工智能取代
隨著新技術不斷發展，催生壹部分職業的同時

，還有壹部分職業正逐漸被人工智能取代。

中國社會科學院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研

究員蔡躍洲認為，未來機械性、體力性、純線下的

低端崗位將繼續減少；與此同時，以往具有壹定

知識和技術含量的白領崗位，如辦公室文秘、法

律助理等，也面臨逐步減少的威脅；而那些能滿

足人們更高層次個性化需求的職業崗位，特別是

需要運用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能的新興崗

位將不斷湧現，如心理咨詢師、工業設計師、數

據分析師等。

付壹夫指出，必須意識到，在新技術的廣泛應

用與滲透下，新舊崗位轉換過程中的結構性失業將

會很難避免，而勞動密集型的就業人員也將成為首

先被影響的群體。

而當前就業結構的變化，在蔡躍洲看來，是國

內經濟發展水平和國際新壹輪科技革命兩大背景共

同作用的結果。

蔡躍洲對中新社記者表示，從國內發展而言，

2018年中國人均GDP已接近1萬美元，正在由中高

收入經濟體邁向高收入經濟體，人均收入大幅提升

必然帶來需求結構的升級，由此引致產業結構及相

應就業崗位結構的調整和轉換。

從全球科技發展趨勢來看，新壹輪科技革

命與產業變革加速演進，以大數據、物聯網、

人工智能等為代表的新壹代信息技術正推動智

能化革命，實現機器對人類體力乃至智力的更

多替代。

但同時，蔡躍洲指出，只要人工智能尚不能完

全取代人類，舊崗位的消失與新崗位的創造在總量

上大體會保持平衡，但期間的結構性沖擊對於每個

勞動者個體來說必然是影響巨大的。

因此，付壹夫表示，“我們務必要對這些負面

影響有著清醒的認識。”他建議，應從社會保障、

職業培訓、教育體系等領域入手，及早做出相應安

排，包括完善失業救濟制度、構建再就業培訓及終

生學習的職業教育體系、在教育和人才培育方面進

行前瞻性的改革等。

告別大漲大跌
中國房地產“經濟穩定器”作用凸顯

在當前中國經濟轉型換擋的關鍵階

段，尤其是近期中美貿易摩擦升溫的背

景下，總體平穩、波動減小的房地產行

業無疑成為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穩定

器”。

4月份的房地產數據顯示，當月中

國70個大中城市房價穩中略升；房地

產開發投資、商品房銷售面積和銷

售額以及房屋新開工、房企到位資

金等多項指標增速加快。平穩增長

的樓市成為壓力之下 4月經濟成績單

中的壹抹“亮色”。有外媒評論稱，

房地產的表現成為中國經濟的壹大

“穩定器”。

從“發動機”到“穩定器”
房地產業在中國經濟中扮演的角色

並非總是“穩定器”。1998 年的“房

改”類似壹條分水嶺，不僅結束了之前

的福利分房制度，還成為中國房地產市

場騰飛的開端。此後，城鎮化快速推

進、房地產迅猛發展，中國城鎮面貌日

新月異。中國經濟在短短幾十年內崛起

，並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社科

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張明指

出，房地產業成為21世紀以來中國經濟

增長最重要的引擎之壹。

不過，經過20多年的大規模開發，

中國戶均住房超過1套，房地產市場告

別“黃金時代”。伴隨中國經濟的轉型

換擋，房地產業發展階段相應轉變，

“發動機”的作用減弱，“穩定器”的

角色逐漸凸顯。

東莞證券分析師何敏儀指出，當前

房地產行業整體規模巨大，仍是支撐和

保持中國經濟持續平穩發展的壹個極為

重要的產業，短期內難以找到相當體量

的替代性產業。

何敏儀指出，房地產開發投資在

固定資產投資中比重很高，對GDP貢

獻較大。房地產投資對上下遊眾多產業

的直接與間接投資、消費帶動明顯，因

而對經濟增長的間接貢獻以及由之帶來

的消費貢獻比重也相當高。中國經濟結

構轉型過程中房地產仍是托底經濟的重

要行業。

鼎信長城集團董事長章華也表示，

從經濟發展角度來看，未來中國經濟的

“發動機”可能是教育、科技、創新等

行業，但房地產作為經濟穩定器的作用

會長期發揮。他認為，未來房地產市場

將長期保持10萬億元(人民幣，下同)以

上的規模。

億翰智庫董事長陳嘯天也認為，在

結構性去杠桿的背景下，資金和資源不

會像過去二十年壹樣拼命流入房地產。

當前，房地產已經到了高位的存量階段，

不會承擔經濟的助推器角色，而是變成

了“穩定器”，未來將在就業、財政收

入、GDP和城市建設等四個方面發揮較

大的作用。

告別“大漲大跌”
作為“穩定器”，房地產行業自身

的持續穩定發展對中國經濟的作用不言

而喻。在“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

炒的”的定位之下，中國官方因城施策、

“壹城壹策”，發揮城市政府主體責任

的長效調控機制加快建立，也逐漸讓房

地產市場波動收窄，告別“大漲大跌”。

房價數據已多月保持平穩。以新房

市場為例，官方數據顯示，4月份，4個

壹線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銷售價格環比上

漲0.6%，31個二線城市上漲0.8%，35個

三線城市漲0.5%。漲幅均小於1%。

樓市“小陽春”融化了局部地區的樓

市冰霜，但受到政策控制，“小陽春”

並未演變為“盛夏”，樓市總體依然穩

定。據克而瑞研究中心數據，4月份中

國28個重點城市整體成交面積同比、環

比均降2%，自壹季度以來的強勢回升勢

頭沒能保持，但仍較 2019年月均增長

20%。

當然，房地產是市場經濟，有周期

性，註定其發展過程有波動。但陳嘯天

指出，作為“穩定器”，房地產業未來

不會表現為大起大落，行業將走向“箱

體震蕩”。這與當前因城施策的調控機

制有關。當壹地房地產市場過冷或者過

熱時，會有相應的刺激或者抑制政策出

臺。

例如：今年3月份以來部分地方的

樓市“小陽春”引發了壹輪調控收緊。

據機構統計，包括蘇州在內，近期已有

約15個城市收緊房地產相關政策。

住房和城鄉建設部也在4月19日對6

個城市進行預警提示的基礎上，又對近

3個月新建商品住宅、二手住宅價格指

數累計漲幅較大的佛山、蘇州、大連、

南寧4個城市進行了預警提示。



德州本地新聞 BB44星期三 2019年5月22日 Wednesday, May 22, 2019

（綜合報導）儘管美國今年失業率是32年
新低，今年應屆畢業生的第一份薪水比去年增
加不到2%，不足以抵消通膨吃掉的現金價值。

光輝國際(Korn Ferry)顧問公司研究發現，
今年大學畢業生預期年薪5萬1347元，比2018
年的5萬390元增加不到2%。

光輝國際資深合夥人麥馬倫(Tom McMul-
len)說，過去12個月美國的通貨膨脹率都高於
2％，這表示今年加入職場的人，實質薪資和
去年沒差。

該公司研究指出，舊金山地區的大學畢業
生起薪最高，達6萬5621元，去年是6萬3995
元。波士頓和紐約地區的起薪大約6萬1000元
。

「當然囉，某些都市如舊金山和紐約的生
活成本，比全國其他地區都高得多，薪資高很

合理。 「但是，不論在何地，很必要的一點是
，你一定要不斷評估就業的報酬，才能保持競
爭力。」

對職場新鮮人來講，德州的達拉斯和休士
頓等地，起薪才5萬1000到5萬2000元，在全
國算是低的。

美國目前的失業率僅3.5%，是50年來的最
低點，對剛畢業的職場新鮮人來說，起薪最高
的行業包括科技業和顧問業。

職場資訊網站 「玻璃門」(Glassdoor)建議
，想拿到高起薪的畢業生，多到科技公司試試
手氣。

它說，資料科學家(data scientist)，也就是
資料分析師，平均起薪高達9萬5000元，軟體
工程師的平均起薪也有9萬元。

應屆畢業生起薪 達拉斯和休士頓偏低

上個週末，吉普車愛好者在這裏舉行他們
的年度盛事“Go Topless”吉普車大聚會。數百
輛吉普車在海灘上一字排開、迎浪而行，甚是
壯觀，帥哥美女再加上各種娛樂活動，原本是
一道特別的風景，但是，一羣喝醉了酒的壯漢
們毀了今年的活動。引發了當地市民要求取消
這項活動的呼聲

根據加爾文斯敦縣治安官辦公室的消息，
應急部門和執法部門接到了至少400起呼救電話
。在週六夜間至週日凌晨這麼短短的一段時間

內，就有18起撞車。如在週日凌晨1點的一起
頭對頭相撞的事故中，兩人受傷嚴重；另有一
名21歲的男子從車後部掉下來、然後被後面的
一輛車撞傷以至陷入昏迷，傷者的母親在臉書
上請求眾人為他兒子祈禱。還有數段視頻在社
交平臺上流出，顯示一些光著上身的壯年男子
在用拳頭互毆。警方稱有115起逮捕，其中不少
人都是與酒後作亂有關。

19 日，一位名為威爾遜（Daniel Wilson）
的得州人在請願網站上發起行動，呼籲得州玻

利瓦爾半島商業委員會取消“Go Topless”這一
公眾活動，以保護海灘環境與生態系統。目前
已有超過1萬5千人簽署了請願書。有一些人表
示，大量的吉普車都擁堵在沙灘上，必將導致
所在區域沙質疏鬆、使其無法承載車子以及人
羣的重量，可以行駛的道路會越來越少。不過
，另一些人對這一請願則嗤之以鼻，一些在請
願網頁上留言的人稱，狂歡節或者大型活動上
難免上都會發生些什麼，沒什麼大不了的。

“Go Topless”是全美範圍內吉普車愛好者

的聚會活動，借用的是 Jeep Wrangler 品牌裏一
款可拆去車篷的吉普車的名稱。根據資料，
2016 年有 180 輛吉普車參加該聚會，2017 年的
參加者上升至700輛，目前尚不清楚共有多少輛
參加了今年的活動。記者查詢了一下，在臉書
平臺上，創建於2015年的Go Texas Topless Day
(jeep)小組目前已擁有2052名成員，吉普車在狂
野大得州確實極為受歡迎。

吉普車大聚會吉普車大聚會 萬人憤怒簽名要求取消該活動萬人憤怒簽名要求取消該活動
週一，至少有 19 場龍捲風

襲擊了俄克拉荷馬州中部、德
州、密蘇裡州和阿肯色州，對
房屋、企業和車輛造成“相當
大的”破壞，甚至構成“徹底
毀壞”。

週二早些時候，俄克拉荷
馬州、密蘇裡州和阿肯色州仍
然在龍捲風警告下，國家氣象
局稱，“飛行碎片”對於那些
沒有遮蔽物的人來說可能很危
險。

在俄克拉荷馬州的一些社

區，週二早上的陣風達到了 74
英里/小時。鄰近的德州，暴風
雨帶來了高爾夫球大小冰雹的
威脅。

據氣象服務機構稱，預計
猛烈的雷暴將從密西西比河中
游河谷進入阿肯色州、路易斯
安那州和德克薩斯州。

阿肯色州小石城氣象局表
示，主要威脅將是“破壞性大
風和一些颮線天氣”，還可能
有大雨和大冰雹。

隨著暴風雨席捲該地區，

俄克拉荷馬州超過 5000 萬人將
面臨洪水氾濫、冰雹和破壞風
的風險。

氣象服務部門已經在 Tulsa
地區發佈了暴洪警告，這些地
區 包 括 Tulsa, Rogers, Mayes,
Wagoner, Osage, Pawnee 以 及
Washington等郡。這些地區降雨
量已達到5英寸，還可能會迎來
另外三場降雨。

國家氣象局敦促這些地區
的人們搬到更高的地方，因為
預計會有更多的暴雨。

龍捲風侵襲南部 數百萬人面臨暴洪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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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5G地鐵 車廂安全即知
昔乘客狀況設備運行監測靠人手拷貝 今自動同步傳輸數據

深圳地鐵20日試行的5G車地通信
技術是該技術在全球城市軌道交

通行業的首次應用。該技術只需在列車
和車站、停車場、車輛段等地增加小型
智能5G終端，工程難度低，改造花費
少，可維護性強。

地鐵的車地通信是指在列車高速運
行過程中，把車載數據向車站、車輛段
和停車場等屬地進行及時傳輸，以實現
地鐵運營方對乘客狀況、列車設備及運
行狀態、隧道及弓網等情況的監測。以
往，地鐵列車的車載數據要靠人手動拷
貝，一趟運行 1小時的列車約產生
25GB左右的數據；下載拷貝耗時長，
直接影響地鐵調度快捷以及查看列車監
控，也成為提升地鐵運維效率的瓶頸。

擬傳輸速率再加倍
5G的應用將給地鐵運營帶來革新

性的變化。據華為無線產品線企業產品
總監王銳介紹，此次應用的5G毫米波
車地傳輸技術，可做到自動對準、自動
連接、自動身份認證和自動上傳，全程
無需人工干預，傳輸速率超過1.5Gb-
ps，數據傳輸也幾乎不會被干擾，非常
安全可靠。

“同樣的數據量，通過這套系統只
需要150秒，且不需要人工干預，不僅
方便視頻的及時調看實現車廂的快捷監
控，也使得列車受電弓、轉向架等列車
設備監測數據因自動高效傳輸實現設備

健康管理和狀態的及時分析，進一步提
升地鐵運營安全性。”王銳說。

未來，深圳地鐵還將部署雙端設
備，屆時傳輸速率將加倍，150秒內可
實現50GB的數據雙向傳輸。深圳地鐵
運營集團通號中心主任萬建接受香港文
匯報記者採訪時表示，以 11號線為
例，1條地鐵線路只需要在5個到8個站
佈局就可以完成全天數據的傳輸，隨到
隨傳。

有望增自動尋人功能
萬建指出，5G技術升級數據傳

輸，在未來還可延伸到多個智慧地鐵場
景的應用。如有突發事件時，5G車地
通信可配合人臉識別及智能行為分析，
協助鎖定車廂危險人員，並及時判別危
險行為，加強出行安全。而加上智慧運
維分析系統，則可實現設備計劃修向狀
態修的升級以及全生命周期管理。

萬建表示，該技術也有望落實乘客
遺留物品警示和自動尋人等功能。

深圳地鐵運營集團總經理陳琪表
示，目前深圳地鐵正在着力打造智慧地
鐵。5G技術的應用將幫助深圳地鐵建
設統一的高速超寬帶無線傳輸通道，結
合雲、管、端協同的全棧式雲與大數據
服務實現統一存儲、分類應用，同時引
入圖像分析、人工智能、邊緣計算等先
進技術，有針對性地聚焦運營管理痛
點，提升乘客體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道）20日，一趟從深圳

碧頭地鐵站出發的11號線列車一如既往地徐徐抵達終點福田站。

不同以往的是，僅在150秒內，列車上8節車廂共40個高清攝像頭

產出的監控視頻和設備監測等多達25GB的車載數據便在列車和車

站的5G車地設備完成了自動傳輸，係全球首次將5G應用於城市

軌道交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賀鵬飛 南京
報道）國際電信聯盟秘書長趙厚麟20日
在江蘇發展論壇上透露，擬於11月召開
的世界無線電通信大會將頒佈5G通信
標準和新的頻譜資源分配方案，這些決
定將直接影響到全球所有人今後10年到
20年的生活和全球經濟社會發展。

2組網方案各有利弊
據悉，3G時代有三大平行技術標

準，4G時代有兩大技術路線，而在5G

時代，全球將統一技術路徑。
2018年6月14日，國際電信標準組

織3GPP批准了第五代移動通信標準
5G NR獨立組網（SA）的凍結。在此
之前的2017年12月，5G的“獨立組網
（NSA）部分標準已經通過。獨立組網
（SA）與非獨立組網（NSA）是5G網
絡未來部署的兩條路徑，兩者的主要區
別在於是否在5G新網絡中部分保留現
有的3G、4G技術。

兩者也各有優劣。內地運營商偏

向的獨立組網的優點在於大部分採
用新技術，但啟動成本更高；海外
運營商偏向的非獨立組網的優點啟
動成本低、容易過渡，但需要同時
兼容新舊技術，也可能影響實際的
網絡表現。

此外，在5G頻譜資源分配方案方
面，中國國家工信部去年12月正式對外
公佈，已向中國電信、中國移動和中國聯
通三大運營商發放了5G系統中低頻段試
驗頻率使用許可。

國際5G通信標準擬11月頒佈

■■深圳地鐵深圳地鐵2020日試行日試行55GG車地通信技術車地通信技術。。圖為華為無線產品線企業產品總監王銳講解圖為華為無線產品線企業產品總監王銳講解
城軌城軌55GG車地通信解決方案車地通信解決方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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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度假區新增的科技設施中，可算是於
2015年開幕的機械人酒店Henn na Hotel，其特色
是酒店內盡量以機械人提供服務，如為客人辦理
入住及退房手續、設有機械臂行李貯物櫃、無人
自助購物店、自助咖啡及啤酒吧，以及迷你機械
人演奏團等。現在，酒店仍在不斷擴建中，外觀
設計簡約，大樓主要以木材及玻璃打造，房間則
以和式睡床為主，據說可節省整理床鋪的人力及
時間，配合房內的感應式燈光調控等，能達到節
能效果，這也是酒店最初的建構目的之一。

今次筆者便是下榻於此，當走進酒店內，先
有機械人以不同語言跟你說“歡迎”，而在接待
處，你可看到的是恐龍機械人及機械人小姐，住
客可按鍵或以虛擬屏幕跟其溝通，按指示便能
完成手續。若早到的客人，更可利用大堂的貯物
櫃存放行李，付上500日圓，巨型機械臂便會替
你將行李收進貯物櫃內，小朋友看到相信會覺得
有趣，當成玩意之一。

香
港
直
飛
長
崎

香
港
直
飛
長
崎

快
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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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

快
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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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到豪斯登堡，筆者感覺如走進了歐洲似的，“豪斯
登堡”來自荷蘭王室的官邸之一豪斯登堡宮，荷蘭語為
Huis Ten Bosch，意為“森林之家”。雖然這兒是主題公
園，但其設計概念如同一般的城鎮，遊客會直接看到各種
工作車輛直接駛入園內街道，甚至直接停靠在街道旁進行
搬運工作。當天日落時分，大夥兒乘坐
運河遊艇在園內觀光，沿運河欣賞園內
的各種歐式建築，尤其是園內有不少荷
蘭風車建築，讓人感覺置身在荷蘭一
樣。這兒分為多個區域，如花卉道路、
冒險公園、娛樂設施城、顫慄城、藝術
花園、高塔城、阿姆斯特丹城、港口城
及海港城等，的確如沒有待上一天，真
的走不完。

坐運河遊艇觀光

在園內，相信大家都會忙於打
卡，尤其是園區中心藝術花園（Art
Garden）一帶，早前更成為世界規模
最大的光之王國，由大約1300萬顆彩
色燈飾構成的燈光夜景，如約60米長
的藍色瀑布，整條街道被夢幻般的燈
飾覆蓋，置身其中感覺浪漫。

而且，在晚上的光影運河上，每
晚有盛大的運河巡遊表演，配合光、

音樂及噴泉，船上的表演人員會載歌
載舞，非常熱鬧，有興趣的還可付費
1,000日圓乘貢多拉加入巡遊隊伍行
列。而每晚由六時至十時，每隔半小
時亦會上演全長約85米的巨大型光影
噴水表演，這是一場音樂及光之水上
娛樂表演。於噴泉池中，在強勁音樂
帶動及光影投射下，有節奏地噴出水
柱，交織出彩色水幕，形成華麗的水

上奇幻。
欣賞各種表演後，大家可登上高

塔觀景室，居高臨下欣賞園內的藝術
花園、光之摩天輪、彩虹花園等，燈
光夜景盡入眼簾，場面壯觀。同時，
園內亦設有VR館，有不少VR遊戲
供大家暢玩，尤其是新設了VR過山
車體驗，速度感直逼真實過山車，愛
刺激的不妨去挑戰。

看光影巡遊表演

在到豪斯登堡前，大家不妨先
在位於東彼杵町大村線的千

綿車站，這兒據稱是全日本最接近
大海的無人車站，素以美麗海景和
懷舊木造車站而廣為鐵道迷所熱
愛，從緊鄰海濱的車站月台望去，
大村灣海天一色的美景盡收眼底。
這兒，沒有派駐站務人員，亦沒有
設置剪票口，目前設有千綿食堂，
提供便餐及咖啡熱茶，讓旅客邊欣
賞海景邊hea遊一個下午。

在港口城區內，大家不可錯過的便是到豪斯登堡宮殿一
看，這忠實重現位於荷蘭的宮殿外觀，晚上，宮殿會呈現大型
的霓虹燈秀。另外，宮殿二樓的黃金館，只須另付500日圓便
可入館一開眼界。這裡的重頭戲是進館者都可嘗試挑戰拿起玻
璃箱內、重約十二公斤的足金金磚，乍看容易，筆者試過後發
覺原來金磚極重，單是翻動已不容易，更何況拿起來？所以，
筆者失敗了。據說金磚價值四百多萬港元，可以一碰，也是機
會難逢！館內還有其他黃金工藝展品如黃金蝴蝶蘭及黃金小提
琴等，如有興趣也可順道參觀。

黃金館挑戰臂力黃金館挑戰臂力

神奇機械人酒店神奇機械人酒店

豪斯登堡豪斯登堡賞歐式建築賞歐式建築
感受荷蘭風情感受荷蘭風情

■■車站內現為千綿食堂車站內現為千綿食堂，，你可以邊賞海景邊喝咖啡你可以邊賞海景邊喝咖啡。。

■■千綿車站千綿車站，，是日本最是日本最
靠近大海的無人車站靠近大海的無人車站。。

■機械人小姐

■■運河遊艇入口位置運河遊艇入口位置

■■豪斯登堡豪斯登堡““高塔城高塔城””

■■運河巡遊表演運河巡遊表演■■藝術花園中的藝術花園中的““光之王國光之王國””

■■重現位於荷蘭宮殿外觀的豪斯重現位於荷蘭宮殿外觀的豪斯
登堡宮殿登堡宮殿，，於晚上的光影表演於晚上的光影表演。。

■■水上奇幻秀水上奇幻秀

■■房間以環保設計理念房間以環保設計理念■■機械人酒店接待處機械人酒店接待處

■■乘搭運河遊艇進入園區乘搭運河遊艇進入園區，，沿運沿運
河欣賞園內建築物河欣賞園內建築物。。

■■由長崎市乘坐火車至千由長崎市乘坐火車至千
綿駅綿駅，，沿岸風光優美沿岸風光優美。。

■■園內風光優美園內風光優美，，活活
動亦多動亦多，，如圖中可見如圖中可見
到的飛索體驗到的飛索體驗。。

■■黃金館黃金館

離開長崎

縣市區，於長崎駅乘

搭電車至千綿駅，沿途欣

賞海岸風光，然後到達坐落

於長崎縣佐世保市的豪斯登

堡，這裡以荷蘭花園作藍本設

計，重現17世紀的荷蘭村所改造

而成的“小歐洲”。在園內，這兒

有美麗的運河、歐式建築、各式的

遊樂設施，也是大家欣賞花卉、光

雕投影等著名景點之一，近年園內

更加入了大量電子元素，推出各種

光影表演及運河巡遊表演等，置

身其中猶如到了一趟荷蘭似的，

小橋流水，感受浪漫迷人一

刻。 文、攝︰雨文

鳴謝︰HK Express、

長崎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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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克萨斯州哈里斯郡大都会交通局(METRO)

特此通知，德克萨斯州哈里斯郡大都会交通局(METRO)董事会将于2019年5月28日(星期
二)中午12时举行公众听证会，听取公众对2019年8月拟议变动的意见。拟议的服务变动
包括：

路线3, 6, 11, 20, 51, 52, 54, 79, 160, 161, 162的路线调整；路线28, 32, 47, 49, 82, 87, 
214, 217, 221, 222, 228, 236, 244, 246, 247, 248, 249, 298的时间表更改；学校班车的
时间表更改(待定)；以及新线路79 Irvington、东北向深夜接驳和Lone Star穿梭接驳的实
施。

拟议的路线图和可用的时间表副本将于2019年5月14日星期二公布，供公众网上和在以下
地点查阅：

METRO Administration Building - 1900 Main Street, Houston, TX, 77002，工作日早上
8:00至 下午5:00 

公众听证会将于1900 Main Street, Houston, TX的二楼会议室举行(由METRO 路线6, 11, 
32, 44, 51, 52, 54, 82, 85, 102, 137, 160, 161, 162, 249和METRORail提供服务)。

如何对服务更改发表意见

•参加2019年5月28日的公众听证会。
• 写信给我们，地址：METRO, ATTN: August 2019 Service Change, 1900 Main 

Street, Houston, TX 77002 。
•传真意见至(713) 652-7956，主题行引用”August 2019 Service Change”。
• 拨打METRO的客服电话(713)635-4000 。
•在METRO的网站上发表意见- RideMETRO.org 。

意见不应迟于公开听证会的日期及时间被METRO收到。 

对残疾人的帮助
对于残疾人，可以提供辅助服务或替代格式的公共文件副本。请在公众听证会前最少5个
工作日致电(713)750-4271(对于有听力障碍人士)。

语言翻译
任何人士如需要语言翻译或特别通讯设施，请致电(713)739-4018或通过电子邮件
METROPublicAffairs@RideMETRO.org与METRO Public Affairs联络。我们会尽一切合
理的努力来满足您的需要。

1. . 该公众听证会符合联邦交通管理局2010年5月1日公布的通知9030.1D的要求，页码
IV-13。

2. METRO在其服务、方案和活动中在许可、进入、处理或雇佣方面不因残疾而有所歧
视。

3. METRO 致力于确保没有人因种族、肤色或民族出身而被排除或被剥夺其运输服务，
这一点受到1964年“公民权利法”第六章的保护。

所有METRO車輛100% 設有殘疾人無障礙設施.
RideMETRO.org • 713.635.4000

公众听证通知

【泉深/圖文】美國前副總統喬•拜
登（Joe Biden）4 月 25 日宣布將競選下
屆美國總統。至此，已有20名民主黨人
宣布將參加2020年總統選舉。拜登現年
76歲，從2009年至2017年奧巴馬執政時
期，他曾擔任美國副總統。在此之前，
拜登是特拉華州聯邦參議員，任職時間
超過30年。此次是他第三次角逐總統職
位。總統特朗普譏笑道：“歡迎加入比
賽，打瞌睡的喬。我希望你能擁有才智
開展成功的初選。”

談到前副總統拜登競選2020美國總
統，勾起本人一段刻骨銘心的回憶。筆
者有幸於2016年4月20日在新奧爾良美
國癌症研究協會年會閉幕上與美國副總
統喬•拜登相遇，他是美國抗癌“登月
計劃”（Moon Shot）牽頭人，專程到
年會現場場慰問世界各國腫瘤研究科學
家們，並發表重要抗癌“登月計劃”演
講。演講中他提到腫瘤免疫治療和個性
化治療的重要性，其中兩位腫瘤免疫治
療 的 創 始 人 美 國 的 詹 姆 斯•艾 利 森
（James P。 Allison）與日本的庶佑（Tasuku Honjo）獲得2018年
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

安檢工作於上午10時開始，腫瘤專家們10時已抵達會場，
數千人的會場座無虛席。 12 時 30 分，拜登攜夫人吉爾.拜登
（Jill Tracy Biden）緩步走上講壇，來自世界各地的數千名癌症
研究工作者起立鼓掌，帶著崇拜的激情，熱烈歡迎這位美國副總
統、國際抗癌先鋒。他一開口就說“這個大廳裡擁有比許多國家
都多的智能武器，我們需要你們（There is more brain power in
this room than exists in many countries， we need you），你們是我
們所擁有的最好的（you are the very best we have）（精英）。我
們想要的不是漸變，而是在通往攻剋癌症的道路上的巨大躍進”
。他接著說：“我今天既不代表民主黨，也不代表共和黨，我代
表人民（Human）,代表世界各國和各民族的人民向癌症宣戰，
患者、患者的家屬和各界朋友都希望能看到癌症患者能多活幾天
、幾個星期、幾個月、幾年”。他還說：“我們的研究成果不是
以發表了多少論文、在什麼雜誌上發表論文作判斷標準，而是以
患者的預後（outcome）作衡指標。”

拜登也提到研究人員面臨經費緊缺問題，他說實際上美國政
府對生物醫學的研究經費的投入並不少，單是美國國立衛生研究
院每年投入至少50億美元用於生物醫學的研究，這都是納稅人

的錢，他們要站在後面看到你們帶來的變化。拜登提到
有人說實驗做了一兩年，標書又寫了幾個月，又花幾個
月等待標書被批准，結果研究計劃又被拒絕。他說美國
政府要資助那些勇於創新的課題，那些能夠為患者帶來
利益的、能夠使患者延長生存期的課題，而不是去資助那些重複
別人的實驗、沒有實用價值、毫無臨床意義的課題。他重申，研
究科學家之間清除障礙、加強合作、擴大臨床試驗、改善數據、
去除不必要的規程、發掘政府和私營部門的合作、資源共享在腫
瘤研究中尤其重要。

當年的腫瘤研究年會討論瞭如何改善患者的治療和對療效進
行分析，把腫瘤免疫治療（Cancer Immunotherapy）、靶向DNA
的修復（CRISPR-Cas9）和臨床精準醫學（Precision Medicine）
放在重要位置。同一種病發生在不同的人，療效千差萬別。

拜登也提到，他兒子博.拜登 （Beau Biden），兩度當選檢
察長，2007年至2016年任州司法部部長，也是個搖滾明星，有
著極佳形象的性格。但2010年僅41歲時出現腦中風，2014年又
發現大腦惡性膠質母細胞瘤4期。當拜登得知長子患病的消息時
大腦轟鳴，認為兒子已經被判了死刑，因此到處求醫問藥，並要
賣掉房產為兒子治病。 2015年轉入世界著名的安德森癌症中心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採用了所有能夠採用的治療方

法，包括放療、化療和腫瘤免疫抗體（anti-PD-1）的免疫治療
，最終難於醫治，於2015年5月30日因腦癌去世，享年僅46歲
。

拜登在同一醫院見到另外一位女性患者，也是大腦惡性膠質
母細胞瘤4期，但腫瘤免疫抗體（anti-PD-1）對她有效，治療
數月，腫瘤完全消失了，達到了治癒的目的。所以他提議讓美國
政府資助腫瘤的個性化治療。美國癌症研究協會也提出GENIE
(Genomics, Evidence, Neoplasia, Information, Exchange)計劃，從不
同的病人的個體資料中獲取不同的生物學信息，採用不同的治療
舉措，達到精準治癒的目的。因此，2016年1月28日，總統奧巴
馬正式啟動抗癌“登月計劃”，任命拜登為該計劃的牽頭人，目
標是推動癌症的預防、治療與治愈等方面取得更大更快更好的進
展。

沉痛悼念逝去兒子的拜登決定不參加2016年總統競選，提
出成立美國抗癌“登月”團隊，支持癌症研究，科學無國界，美
國要聯合世界各國腫瘤研究科學家，推動癌症治療，竭盡全力推
動美國攻剋癌症，朝著實現治愈癌症的目標飛躍。

宣布競選下任美國總統的前副總統喬•拜登談美國抗癌“登月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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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車間也可方便收聽，輕鬆獲取美南電視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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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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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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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直接連結美南國際電視直播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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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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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1對1》 清幽古城 中國 雲龍——西班牙 龍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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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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癌症康復中心國際癌症康復中心
名中醫王淑霞教授專欄名中醫王淑霞教授專欄1010----什麽叫癌什麽叫癌？？什麽叫肉瘤什麽叫肉瘤？？各有何特點各有何特點？？

《《周師傅專欄周師傅專欄1717》》周師傅告訴周師傅告訴你你：：考駕照筆試試題考駕照筆試試題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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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駕照首先是考筆試，筆試可
以用中文考，直接在王朝駕校考試就行，不用去交
通局排隊考試。筆試試題都是從題庫裏選出來的，
有哪些試題呢？
1， 問：若未接受駕駛訓練或因特殊困難情況，取
得駕照的最低年齡？

答：18歲。
2， 問：第一次無駕照駕駛的最高罰金多少？

答：$200.
3， 問：哪種條件限制會出現在你的駕照上？

答：”A”戴眼鏡。
“B”學車證，學車時需21歲以上人士並持有駕

照滿一年的人坐在副駕駛的座位上。
4， 問：在上坡路邊無石階處停車時，車輪應轉向
何方？

答：右方。
5， 問：若駕照到期，但你未接到通知，應怎麽辦

？
答：主動前往交通局更新駕照。

6， 在單行道內，連續斷線的顏色是什麽？
答：白色。

7， 問：看到“讓”車標誌要怎麽辦？
答：駕駛員應減速慢行，同時要讓車。

8， 問：”Yield Right –of-way”是什麽意思？
答：你須讓路給所有有路權的車輛或路人。

9， 按照德州法律規定，客車必須有什麽裝備？
答：腳剎和手剎；車前燈；車後燈，左右方向

燈；牌照燈；停車燈；反光燈；喇叭；消聲器；安
全擋風玻璃；牌照；雨刷；後視鏡；慢速車輛需要
的慢車標誌；前座安全帶；輪胎；汽油箱蓋。
10，問：德州法律特別禁止客車攜帶哪些設備？

答：在車前能看見有紅燈；鈴；警笛；汽笛；
損壞的消音器；任何物件超出車左邊三英寸或右邊
六英寸；車前有閃亮的紅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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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代醫學把惡性腫瘤主要分為兩
大類，一類叫癌，一類叫肉瘤。兩者
有以下的特點：

從上皮組織生長出來的惡性腫瘤
稱作癌。上皮組織主要分布在人體表
面，人體管腔的襯裏，各種腺體的分
泌部位和感受器接受刺激的部分，凡
是來源於如下這些組織或器官的腫瘤
都叫做癌。如皮膚癌、鼻咽癌、喉癌

、食管癌、肺癌、胰腺癌、舌癌、腮
腺癌、甲狀腺癌、乳腺癌、胃癌、腸
癌、卵巢癌、膀胱癌、外陰癌、陰莖
癌等等。以上癌多發在中年人和中老
年人，一般生長速度比肉瘤慢，體積
也比肉瘤小，而且比較質硬，常形成
潰瘍合並感染，潰瘍底凹凸不平，邊
緣高起外翻，有特殊的臭味。病體切
面顏色呈白色，較幹燥、較硬。在顯
微鏡下可以看到癌細胞成串狀，團狀
或片狀排列，其間有纖維組織將他們
隔開。癌主要以淋巴道轉移為主，晚
期也可以從血循環轉移。

凡是從中胚葉（也叫間胚葉）如
脂肪、肌肉、骨頭、淋巴組織、造血
組織等部位發生出來的惡性腫瘤叫做
肉瘤，如脂肪肉瘤、纖維肉瘤、橫機
紋肉瘤、骨肉瘤、淋巴肉瘤等，肉瘤
多發生在青少年。肉瘤生長比較快，
體積比癌要大，有的如兒頭大小。外
形多位結節狀或分葉狀，腫瘤表面可
見擴張而彎曲的血管，很少破潰出血
，瘤體的切面為淡紅色，魚肉樣，軟
脆而易碎。在顯微鏡下肉瘤的細胞不

集中，而是分散排列的。癌患者常有
惡液質，而肉瘤較少見，故肉瘤病程
較癌短，常常早期發生血行轉移而死
亡。

腫瘤有哪些生長方式？
1， 乳頭狀生長：由於腫瘤細胞

增生，上皮明顯增厚，因此向外顯乳
頭狀突起。上皮基底膜完整，常向深
層浸潤生長呈乳頭狀。 結節或菌樣腫
塊，腫塊中央壞死，形成潰瘍，這種
潰瘍的邊緣突起，常外翻，多見於皮
膚癌和胃癌等。

2， 潰瘍性生長：由於癌細胞從
四周向上並向皮下浸潤生長。

3， 膨脹性生長，良性腫瘤是這
種生長方式。腫瘤生長速度慢，向四
周逐漸膨脹，壓迫周圍組織，瘤體呈
球狀形成結節狀。周圍組織受壓，其
中實質細胞萎縮。殘留間質和周圍反
應性增生的結締組織共同形成，腫瘤
的包膜腫瘤組織不侵入臨近組織，且
因有包膜，故境界非常清楚，這種腫
瘤臨床檢查時移動性良好，手術易切
除幹凈，術後不易復發。

4， 浸潤性生長：癌細胞向四周
除呈膨脹性生長外，並能侵入臨近組
織、間隙血管、淋巴管，同時向壁內
浸潤形成腫塊，腫塊沒有包膜或包膜
不完整，也不易手術切除幹凈，還容
易復發。例如纖維瘤、乳腺癌和食管
癌等。

例如：加拿大溫哥華的楊女士，
2010年右乳腺癌淋巴轉移，做了全切
術後，淋巴部分切除，術後化療12次
後，休息半年，6個月後開始咳嗽，痰
中帶血，CT復查肺轉移，再次想繼續
化療，化驗的各種指標都不夠化療的
標準，在走投無路、絕望的時候，一
個朋友告訴她，美國有一個名中醫，
專門研究治療癌症，15年前她的一個
親戚在上海患了肺和肝轉移，醫生告
之只能再生存三個月的時候，一個病
友介紹找王淑霞教授。於是她發動所
有的美國朋友在網上找到了名中醫王
淑霞，口服了6個月的神康01口服液
，現已生存15年之久，至今健在。楊
女士坐飛機迅速找到了王淑霞博士開
始用綜合性自然療法，口服、外用，

很快病情得到了控制。腫瘤逐漸變軟
，開始縮小，沒有再做化療，至今已
生存8年了，病情沒有再發展，已經在
溫哥華房地產公司上班4年多了。楊女
士經常說，是王淑霞博士發明的天然
蛇精神康01膠囊救了她的命！也挽救
了她的家庭！治療中才得知，王淑霞
實際在中國乃至全世界80年代以來治
療癌症就很有知名度了。

（本文由國際癌症康復中心提供
，國際癌癥康復中心由著名資深中醫
腫瘤權威王淑霞醫學博士主診。此專
欄未經國際康復中心同意，不得轉載
。）

國際癌症康復中心招聘助理，有
醫療經驗者優先，綠卡和公民待遇優
，有意者面談。

國際癌症康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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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同鄉會每年一次
的春季燒烤暨母親聚會定於5月25日(
週六)在 George Bush Park 3 號亭舉辦
。歡迎老鄉們踴躍報名，請帶上拿手
的家鄉飯菜。這次的美食有專業烤羊
肉串，胡辣湯，煎餅，湯麵條，餃子
，油條，滷麵，涼皮等。免費參加。
除了美食，還有精彩表演，拔河比賽
，充氣跳跳床，充氣籃球藍供孩子玩
樂。附近也有公園的滑梯可以給小孩

子玩。歡迎老鄉們並邀請親朋好友們
一起來報名參加，也歡迎報名節目表
演及義工幫忙。參加者務請報名，以
便統計準備足夠的飯菜。

時間： 2019 年 5 月 25 日(週六)
11:30-3:00PM

地點：George Bush Park Pavilion
3 (Play ground 附近，3號亭)
16756 Westheimer Parkway Houston,
Texas 77082

行車指南：從 Wes-
theimer(1093) 往西，過 6
號後，Westheimer (1093)
分岔，若順右面的 Wes-
theimer Pkwy走的話，第
一個紅綠燈S Barker Cy-
press(1464) 左拐，不遠處
路左手就可看見；若順左面的 Wes-
theimer(1093)走的話，第一個紅綠燈
S Barker Cypress(1464) 右拐，不遠處

路右手就可看見。若走 Westpark toll
way 的話，過6號第一個出口S Bark-
er Cypress(1464) 右拐，不遠處路右手
就可看見.

聯繫方式：yangdeqing1 微信
報 名 請 往 以 下 鏈 接 ： https://

forms.gle/6dakVv2rb8KBZRUg6

2019年5月美南河南同鄉會春季燒烤暨母親節聚會通知
1. 報名條件：青少年選手10
歲至18歲；成人選手70歲以
下。

演唱中文歌曲，美聲、通
俗不限。參賽者不限身份，
但去北京參賽的選手需為華
人或綠卡持有者。少年組評
選出2名，成年組1名去北京
參加總決賽。
2. 初賽時間地點：2019 年 5
月 25 日星期六下午 4 時-7
時 美南國際貿易中心

地 址 ： 11110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達拉斯、奧斯汀、路州
巴吞魯日的初賽在當地舉辦
。
3. 決賽和頒獎：6 月 15 日星
期六下午3時-6時 休斯敦浸
信大學柏林劇場 Belin Chapel

地 址 ： 7502 Fondren
Road, Houston, TX 77074

休斯敦賽區承辦單位: 休
斯敦水立方杯組委會

4. 報名費：
初賽免費
決賽 $20

5. 北京總決賽：青少年組 7
月 20 日至 8 月 4 日，北京集
結時間為7月20日；成人組
7月29日至8月4日，北京集
結時間為7月29

日。
6. 北 京 頒 獎 晚 會 ： 8 月 4
日-8日待定

2019水立方杯唱歌大賽報名表

(休士頓 / 秦鴻鈞報導 ）休士
頓中華老人服務今年第二季度會
員慶生會，於上周六（5 月 18 日
）下午一時半起，在中國城晚晴
公寓大禮堂舉行，共有百餘位長
輩參加。 「老協」會長趙婉兒首
先在會上致歡迎詞，歡迎 「台北
經文處」代表俞欣嫻秘書及僑教
中心陳奕芳主任。她並祝四、五
、六月壽星們生日快樂，壽比南
山！趙會長並介紹該會五月份還
有兩場講座，包括:5月23日（星
期四）上午10 時至11時半舉行的
「身體健康講座」，談 「如何選

擇食物對身體、精神更好」。另
外，在5月30 日上午十時至十一
時半將有 「長期護理」講座，談
「長期護理」保險，如何請人照

護您。另外，今年七月份將有，
「電子琴學習班 」,由音樂系碩士

，音樂學院教授鋼琴、電子琴老
師授課，每班六至八人，七月中
開班。

與會的貴賓， 「台北經文處
」俞欣嫺秘書代表因公務繁忙不
及來至現場的陳處長向各位長輩
致意。而僑教中心主任陳奕芳也
上台致詞，她說今天的司儀（方
海妮）還有 「老協 」的會長都是
她成大的學妹，她盛讚 「老協」
念舊、懷鄉、多元，希大家常保
一顆年輕的心，並祝各位壽星生
日快樂，年年有今朝。

貴賓致詞畢，所有與會貴賓

與四、五、六月壽星到台前唱生
日快樂歌、切蛋糕，並拍攝壽星
團體照，大家合影留念。

會中的重點是休士頓知名心
臟科施惠德醫師作醫學講座,主題
： 「要命的頭痛 」。內容包括：
頭痛有那些種類？嚴重的頭痛疾
病會導致生命的危險嗎？那些頭
痛因素可能潛伏嚴重疾病？

施惠德醫師說： 「痛覺」是
主觀的感覺。但如有一方出了問
題，像糖尿病如果厲害，則不覺
得痛。但如果痛的厲害，則需進
一步作一些檢查。如頭痛的現象
在前面（五官 ）--頸部上半部，
則需要查痛覺神經在那裡？頭痛
通常是腦細胞： 大腦、小腦、腦
幹出了問題，如果眼眶後半段產
生痛覺，多半是青光眼或長了腫
瘤。青光眼，會眼膜在眼眶內壓
力增高，看東西無聚焦。如耳朵
的鼻咽管，內耳壓力增高，如聽
力受損，會有耳鳴現象。

而鼻腔在每年三月，九月，
鼻竇發炎，鼻竇內壓力增高，另
外腦下垂體病變（腫瘤），也會
影響到鼻竇。另外，頭顱內問題
，如腦膜炎，顯影看不出來，脊
髓穿刺可看到腦子本身水腫。另
外，比較特別頭疼原因，如 「偏
頭痛」，比較特別情況，如血管
比較敏感，受刺激後收縮厲害，
影響頭部內神經。其前兆為:( 一
）聽到 （二 ）聞到不同東西（

三 ）閃光（四 ）視覺產生變化。
施醫師說：有時候很痛，一星期
或一、二個月，但不會死人。看
痛在那些部位，多為細菌或其他
東西感染，多在年輕族群發生。
大學生受腦膜細菌感染，腦膜炎
太厲害，會造成死亡。

施醫師說：除細菌外，濾過
性病毒也會引起頭痛。如豬,牛體
內的条蟲，隨肉進入人體內，寄
生蟲壓迫到神經，也會引起頭痛
。其他如鼻咽癌，口腔癌也會引
起頭痛；頸椎突出，腦膜產生腫
瘤,腦部功能受損，都會造成頭痛
。施醫師說： 如果頭痛持續發生
，應先去找神經科醫師看，先將
腫瘤去掉,再找一些良性的原因。

因此，常過敏的人，應把耳
痛的現象解決掉。如下鄂與頭顱
邊持續一直痛，則為內頸動脈問
題，為中風前兆。另外，施醫師
也提到頭痛，因腦內有 「動脈瘤
」。另外壓力，也會把血管撐破
，造成 「腦出血 」。因此，頭痛
不知如何判斷？ 「第一次」不知
原因，應找醫師檢查。而頸動脈
堵塞，多為 「三高」原因，應找
神經內科。

當天，還有餘興節目，分由
陳艾娃演唱廣東歌曲 「小李飛刀
」，陳元華演唱台語歌曲 「再會
呀港都」； 及孫永鳳演唱國語歌
曲 「傳奇」。最後以精彩的抽獎
節目壓軸。

中華老人服務協會第二季度會員慶生會
心臟科施惠德醫師主講心臟科施惠德醫師主講:: 「「要命的頭痛要命的頭痛」」

圖為心臟科施惠德醫師主講圖為心臟科施惠德醫師主講
「「要命的頭痛要命的頭痛」」 。（。（記者秦記者秦

鴻鈞攝鴻鈞攝 ））
圖為老協為四圖為老協為四、、五五、、六月壽星唱生日快樂歌六月壽星唱生日快樂歌。（。（記者記者
秦鴻鈞攝秦鴻鈞攝））

老人服務協會贈送紀念品老人服務協會贈送紀念品，，歡送林副處長榮升南非歡送林副處長榮升南非Cape TownCape Town 總領事總領事。。


	0522WED_B1_Print.pdf (p.1)
	0522WED_B2_Print.pdf (p.2)
	0522WED_B3_Print.pdf (p.3)
	0522WED_B4_Print.pdf (p.4)
	0522WED_B5_Print.pdf (p.5)
	0522WED_B6_Print.pdf (p.6)
	0522WED_B7_Print.pdf (p.7)
	0522WED_B8_Print.pdf (p.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