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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克蘭舉行中世紀格鬥世錦賽烏克蘭舉行中世紀格鬥世錦賽 參賽選手全甲參賽選手全甲““廝殺廝殺””

近日近日，，烏克蘭基輔舉行了為期四天的中世紀格鬥烏克蘭基輔舉行了為期四天的中世紀格鬥（（IMCFIMCF））世界錦標賽世界錦標賽。。來來
自法國自法國、、英國英國、、德國德國、、澳大利亞等國家的澳大利亞等國家的3030支隊伍來到烏克蘭支隊伍來到烏克蘭，，利用中世紀的利用中世紀的
武器進行全甲戰鬥武器進行全甲戰鬥，，這些武器是根據中世紀時期的樣式打造的這些武器是根據中世紀時期的樣式打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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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克蘭基輔民眾壹身復古裝扮烏克蘭基輔民眾壹身復古裝扮，，騎著自行車穿行在街頭騎著自行車穿行在街頭。“。“復古騎復古騎
行行””活動是壹種團體自行車騎行活動活動是壹種團體自行車騎行活動，，騎行者必須穿復古服裝騎行者必須穿復古服裝，，也可以也可以
穿傳統的英國騎行服或粗花呢套裝穿傳統的英國騎行服或粗花呢套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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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眾思壯在北京舉行合眾思壯在北京舉行““創芯無止境創芯無止境””20192019新品發布會新品發布會，，壹名工作壹名工作
人員在會後展示人員在會後展示““天琴二代天琴二代””芯片芯片。。當日當日，，全球首顆全面支持北鬥三號全球首顆全面支持北鬥三號
民用導航信號體制的高精度基帶芯片民用導航信號體制的高精度基帶芯片““天琴二代天琴二代””在北京正式發布在北京正式發布，，搭搭
載這壹當前最強北鬥芯片的新款板卡及相關產品預計將於今年載這壹當前最強北鬥芯片的新款板卡及相關產品預計將於今年88月份上月份上
市市。“。“天琴二代天琴二代””芯片由致力於推動北鬥導航全球布局發展企業之壹的芯片由致力於推動北鬥導航全球布局發展企業之壹的
北京合眾思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投入逾北京合眾思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投入逾50005000萬元人民幣萬元人民幣、、歷時兩年研歷時兩年研
發並擁有完全自主知識產權發並擁有完全自主知識產權，，該芯片已於該芯片已於20192019年年44月實現量產月實現量產，，未來將未來將
助推北鬥三號的產業化應用與落地助推北鬥三號的產業化應用與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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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據媒體報道，騰訊又對其短視

頻業務進行了調整，旗下短視頻產品

yoo視頻已更名為火鍋視頻。其實，騰

訊對短視頻的重視由來已久，早在2013

年就推出了主打8秒短視頻的微視。然

而，縱觀騰訊在短視頻領域的多年布

局，可以用“起個大早、趕個晚集”

來形容。

那麼，為什麼擅長“後發制人”的

騰訊，在短視頻領域遲遲未能掀起大波

瀾呢？在群雄環伺的短視頻戰場，騰訊

還有突圍的機會嗎？

錯失戰略發展重要機遇期
系統梳理騰訊不同時期的短視頻

發展戰略，可以大致將其歸納成 3個

階段：

2013年，開局階段。這壹年，騰訊

開始著手布局短視頻領域，在此階段，

騰訊非常重視短視頻產品微視的發展。

但由於騰訊發力於風口形成之前，未

能洞悉用戶真正需求，在產品形態上

創新不足，導致用戶規模始終無法實

現突破。

2014年到2017年，中間沈默階段。

這壹階段，騰訊在短視頻領域沒有太大

的動作，然而此時卻是國內短視頻行業

“野蠻生長”的關鍵期，抖音、快手、

火山小視頻等壹批短視頻產品在這壹階

段出現並實現快速崛起。可以說，騰訊

在開局不利的情況下，又錯失這壹重要

的機遇期。

2017年至今，產品矩陣形成階段。

據不完全統計，騰訊在最近不到3年的

時間裏陸續推出了14款短視頻APP，通

過產品矩陣在短視頻領域加速、加碼發

力，然而這種在內部產品賽馬機制下出

現的眾多APP，未能扭轉騰訊在短視頻

領域的劣勢。

對短視頻認知存三大誤區
筆者在梳理騰訊短視頻戰略的過程

中，發現騰訊對短視頻產品的認知，主

要基於企業自身優勢，而非從用戶需求

角度。可以說，騰訊整體上對短視頻的

定位是“聊”，強調其社交屬性，而用

戶對短視頻的定位是“看”，註重其內

容屬性。

具體而言，騰訊對短視頻業務的認

知可能存在以下誤區：

壹是錯把社交視頻化當作短視頻發

展的趨勢。社交視頻化只是社交工具的

疊代表現，社交與短視頻業務其實分屬

不同賽道。而這樣的布局，與騰訊的

“社交”基因密不可分。騰訊系的產品

在起步階段，很大壹部分是依靠騰訊社

交關系鏈成長起來的。比如騰訊旗下的

各類遊戲產品，通過好友推薦或邀請

，迅速積累了龐大用戶群。可在短視

頻領域，黏性極強的交際網絡所起的

作用並不明顯。以抖音和快手為例，

它們的生長與其社交屬性強弱的關系

並不大，用戶更關註產品能否提供自

己喜愛的內容。

二是誤認為內部賽馬機制可以彌補

其在內容上的短板。賽馬機制曾為騰訊

“開疆辟土”，其王牌產品微信也是這

機制下的產物。短視頻則是內容平臺類

產品，初期需要依靠UGC(用戶原創內

容)模式進行發展，這與微信、QQ等工

具類產品，有天壤之別。而賽馬機制雖

可強化產品的功能屬性，但短視頻領域

目前競爭的關鍵是內容。

三是錯把產品的內容品質與精致設

計掛鉤。曾有壹種觀點認為目前短視頻

產品的內容呈現普遍不夠精致、草根化

傾向明顯，騰訊應該聚焦高品質短視頻

產品競爭。在筆者看來，這種觀點其實

是壹種誤導，短視頻吸引人的地方正在

於其“粗糙”“真實”等特質。

抓住5G時代視頻發展契機
雖然目前市場上短視頻相關產品種

類繁多，但該領域發展仍處於初級階段

而非飽和後期，國內短視頻市場蛋糕還

未被瓜分殆盡。因此，筆者認為，騰訊

仍有很大的突圍機會。具體而言，筆者

給出了如下建議：

首先，放下在短視頻產品中發展社

交的“執念”，回歸短視頻產品的本質。

在產品設計和推廣上，騰訊既要利用社

交優勢，又要淡化產品社交屬性，把關

註點更多放在提升短視頻的內容上來。

其次，在嚴格內容審核的前提下，

形成UGC內容供給模式，增強對原生態

視頻內容的補貼力度。產品設計要更加

便於用戶分享，要建立更具激勵性和持

續性的視頻分享機制。

伴隨著5G時代的來臨，網速對視頻

播放的制約被進壹步破除，即時分享視

頻行業或迎來大爆發。乘此東風，再借

助以往在互聯網領域的優勢，若能成功

打造出全新的短視頻產品，騰訊將不僅

可在短視頻領域實現突圍，更可搶到5G

時代的入場券。

起個大早的騰訊短視頻
能否趕上最後壹波晚集

中國5G基本達到商用水平
運營商已開始測試5G手機

工信部表示，我國今年將繼續推

動5G技術研發和產業化，加快5G商

用部署。工信部透露，我國5G已經基

本達到商用水平。

我國5G基本達到商用水平
5G發展總體上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壹是標準制定、技術研發和產品

研制；

二是頻譜分配、網絡建設和政策

完善；

三是應用推廣。

工信部副部長陳肇雄說，從第壹

個階段看，我國5G目前已經基本達到

商用水平。

目前5G技術和產品日趨成熟，系統

、芯片、終端等產業鏈主要環節已基本達

到商用水平，具備了商用部署的條件。

運營商已經開始測試5G手機

目前，普通用戶絕大多數還沒有

接觸過5G手機等終端設備。工信部新

聞發言人、信息通信發展司司長聞庫

透露，運營商已經開始測試5G手機。

我了解到現在運營企業都從各個

手機廠家拿到了幾款手機在進行測試

，比如功能、應用的測試，這些還在

不斷地推進中。我們也感覺到非常興

奮，但是任何壹個過程都有壹個慢慢

上升的曲線，無論是在手機數量還是

在手機功能穩定性上都有壹個過程。

對於第二個階段，陳肇雄說，目

前國內已經明確了5G中頻段頻率規劃

以及試驗頻率，制定了相關分配方案

，基礎電信企業陸續發布5G部署相關

計劃，積極開展5G試驗，推進網絡建

設。對於第三個階段，基礎電信企業

與有關垂直行業目前正圍繞工業互聯

網、車聯網等重點領域，聯合開展5G

應用探索。

回應谷歌暫停部分對華為業務
5G發展過程中，華為、愛立信、

諾基亞、三星、英特爾、高通等中外

企業開展了良好的交流與合作。但是

眾所周知，華為最近遭到美國禁售，

隨後，谷歌暫停部分對華為業務，如

何看待這些事件？聞庫這樣回應：

第壹，關於華為與外國企業的合

作，我們是堅定不移地支持。

第二，我們希望世界各國能夠提

供壹個公平、合理的環境，支持企業

在當地國以及與其他國家企業合作。

第三，從中國目前的政策來說，

沒有由此事而改變開放政策，中國對

外開放的大門壹直是敞開的。我再補

充壹句，任何企業在中國開展業務，

壹定要遵守中國的法律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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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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峽兩岸》花冤枉錢 美臺軍售不靠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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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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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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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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今日美南公眾號直播： 
      觀眾可在「今日美南」
      公眾號上，
       點選「美南視頻」裡的
    「美南國際電視直播」
      就可輕鬆連接至STV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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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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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thern TV-STV15.3 Hou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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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深報導泉深報導】】美國美國《《科學科學》》雜誌雜誌（（ScienceScience
MagazineMagazine））消息消息，，埃默里大學埃默里大學（（Emory UniverEmory Univer--
sitysity））首次在亞特蘭大憲法報首次在亞特蘭大憲法報（（The Atlanta JourThe Atlanta Jour--
nal-Constitution)nal-Constitution) 批露了開除美籍華人科學家李批露了開除美籍華人科學家李
曉江及李世華的原因曉江及李世華的原因：：未能充分披露外國研究未能充分披露外國研究
資金來源及其在中國研究機構和大學的工作範資金來源及其在中國研究機構和大學的工作範
圍圍。。也就是說也就是說，，埃默里大學對於他們在國外得埃默里大學對於他們在國外得
到了那些資金資助及在國外哪些單位任職不是到了那些資金資助及在國外哪些單位任職不是
很清楚很清楚。。 ScienceScience對於該事件發表了題為對於該事件發表了題為““EmEm--
ory ousts two Chinese-American researchers afterory ousts two Chinese-American researchers after
investigation into foreign tiesinvestigation into foreign ties””的報導文章的報導文章。。
在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在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NIH））對其外國關係對其外國關係
表示擔憂之後表示擔憂之後，，埃默里大學罷免了兩名經驗豐埃默里大學罷免了兩名經驗豐
富的生物醫學研究科學家並關閉了他們的實驗富的生物醫學研究科學家並關閉了他們的實驗
室室。。這兩位研究人員這兩位研究人員““未能充分披露外國研究未能充分披露外國研究
資金來源及其在中國研究機構和大學的工作範資金來源及其在中國研究機構和大學的工作範
圍圍”。”。埃默里大學醫學院院長埃默里大學醫學院院長、、學術委員會主學術委員會主
席席 Vikas P. SukhatmeVikas P. Sukhatme 也通過電子郵件向大學教也通過電子郵件向大學教
職員工披露開除原因職員工披露開除原因。。埃默里大學在埃默里大學在《《亞特蘭亞特蘭
大憲法報大憲法報》》首次發表公開聲明首次發表公開聲明。。
報導指出報導指出，，兩名被開除的人員是遺傳學家李曉兩名被開除的人員是遺傳學家李曉
江和李世華江和李世華。。根據在線發布的傳記資料根據在線發布的傳記資料，，這兩這兩
位已經結婚的研究人員是在美國埃默里工作超位已經結婚的研究人員是在美國埃默里工作超
過過2020年的華裔美國人年的華裔美國人。。他們參與了使用他們參與了使用CRISCRIS--
PRPR基因編輯來創建用於研究人類疾病的基因工基因編輯來創建用於研究人類疾病的基因工
程豬和猴子程豬和猴子。。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院長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院長FrancisFrancis
CollinsCollins在在20172017年年66月的一篇博文中強調了他們月的一篇博文中強調了他們
的工作的工作。。在在20182018年年33月月，，他們在他們在CellCell雜誌以共雜誌以共
同作者發表了一篇論文同作者發表了一篇論文，，該論文描述了一種轉該論文描述了一種轉
基因豬的產生基因豬的產生，，該豬可用於研究亨廷頓病該豬可用於研究亨廷頓病
(Huntington disease, HD)(Huntington disease, HD) 並受到媒體的關注並受到媒體的關注。。
這一舉動標誌著美國研究機構出現第二個公開這一舉動標誌著美國研究機構出現第二個公開
案件案件：：德克薩斯州休斯敦的德克薩斯州休斯敦的MDMD安德森癌症中安德森癌症中
心在接到心在接到NIHNIH的信件後宣布三位科學家犯下了的信件後宣布三位科學家犯下了
可能可能““嚴重嚴重””違反涉及機構規則的行為違反涉及機構規則的行為，，從而從而
驅逐了三名高級研究科學家驅逐了三名高級研究科學家。。
埃默里的聲明說埃默里的聲明說：“：“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發送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發送

給許多學術研究型大學的一封信給許多學術研究型大學的一封信””促使它開始促使它開始
““內部調查內部調查”，”，該機構與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該機構與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
分享了該調查的結果分享了該調查的結果。。它說它說，“，“李曉江和李世李曉江和李世
華不再在埃默里工作華不再在埃默里工作”，”，與這兩位研究人員相與這兩位研究人員相
關的埃默里網頁已無法訪問關的埃默里網頁已無法訪問。。他們的一些論文他們的一些論文
註明與中國研究機構有聯繫或資助註明與中國研究機構有聯繫或資助。。

李曉江是李曉江是 19771977 年恢復高考後的第一批大學生之年恢復高考後的第一批大學生之
一一，，他他 19861986 年在蘇州醫科大學取得藥理學碩士年在蘇州醫科大學取得藥理學碩士
學位學位，，次年赴美繼續深造次年赴美繼續深造。。 19911991 年在俄勒岡健年在俄勒岡健
康 與 科 學 大 學康 與 科 學 大 學 （（The Oregon Health SciencesThe Oregon Health Sciences
UniversityUniversity））取得博士學位取得博士學位，，隨後在約翰隨後在約翰••霍普霍普
金斯大學神經科學系完成博士後訓練並留校任金斯大學神經科學系完成博士後訓練並留校任
教教。。 19961996 年加入埃默里大學年加入埃默里大學，，55 年後即取得終年後即取得終
身教職身教職，，20052005 年成為埃默里大學醫學院人類遺年成為埃默里大學醫學院人類遺
傳學系教授傳學系教授，，20072007 年成為傑出教授年成為傑出教授。。
作為一名在遺傳學與神經科學領域內卓有建樹作為一名在遺傳學與神經科學領域內卓有建樹
的資深學者的資深學者，，李曉江帶領團隊通過基因工程技李曉江帶領團隊通過基因工程技
術建立了亨廷頓氏症的豬模型術建立了亨廷頓氏症的豬模型，，這一重大突破這一重大突破
發表在發表在20182018 年年33 月的月的CellCell 上並獲得廣泛報導與上並獲得廣泛報導與
好評好評。。根據根據 NIHNIH 的項目資助記錄的項目資助記錄，，目前李曉江目前李曉江
仍有三個研究項目尚未結題仍有三個研究項目尚未結題，，這些項目的這些項目的 20182018
財年總撥款超過財年總撥款超過 130130 萬美元萬美元。。在負責人遭到埃在負責人遭到埃
默里大學突然解僱後默里大學突然解僱後，，這些項目能否繼續進行這些項目能否繼續進行
令人感到擔憂令人感到擔憂。。
根據李曉江的簡歷根據李曉江的簡歷，，自自 20072007 年起他就開始了與年起他就開始了與
國內高校與科研機構的交流合作國內高校與科研機構的交流合作，，例如在蘇州例如在蘇州
大學和中南大學擔任客座教授大學和中南大學擔任客座教授。。 20082008 年李曉江年李曉江
被評為教育部長江學者被評為教育部長江學者，，20102010 年經中科院遺傳年經中科院遺傳
與發育生物學研究所推薦與發育生物學研究所推薦，，入選第四批千人計入選第四批千人計
劃劃。。根據近期發表的論文記錄根據近期發表的論文記錄，，目前暨南大學目前暨南大學
是李曉江在國內的主要合作單位之一是李曉江在國內的主要合作單位之一。。
李曉江的妻子李世華同樣在埃默里大學人類遺李曉江的妻子李世華同樣在埃默里大學人類遺
傳學系任教傳學系任教。。據報導據報導，，李世華是李曉江的大學李世華是李曉江的大學
同學同學，，19961996 年兩人同時加入埃默里大學年兩人同時加入埃默里大學，，事發事發
前兩人共同管理實驗室前兩人共同管理實驗室。。

埃默里大學批露開除李曉江及李世華的原因埃默里大學批露開除李曉江及李世華的原因：：
未能充分披露外國研究資金來源未能充分披露外國研究資金來源

及其在中國研究機構和大學的工作範圍及其在中國研究機構和大學的工作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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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单位，几个人同在一个办公室办公。其中，有一个老谢，四

十来岁，说话随便，喜欢逗乐子，人称"活宝".还有一个小郑，三十出

头，俊俏靓丽，雅号"公主".老谢和同事们开起玩笑来实在够呛，尤其

对小郑，那玩笑开起来"荤"得过分，常常想法子变招儿在玩笑中占便

宜，这让小郑哭笑不得。

这天，老谢又拿小郑开涮，引得大家哄堂大笑，小郑终于挂不住

脸，她正要发作时，老谢赶紧嘻嘻一笑说："小郑呀，咱们谁跟谁呀

。不过是玩笑，何必介意！"小郑勉强忍住，嘴上没说什么，只是怪

怪地盯着老谢看。

第二天是星期六，晚上老谢刚上床躺下，就听见楼下有人喊："

老谢，老谢，快下来，有好事哟！""谁呀？"老谢一骨碌起来，忙着穿

衣穿鞋。老婆一看钟，11点多了，便从窗口往下看，只见楼下停着一

辆小车，旁边站着一个窈窕女子，那女子正望着自家窗户。老婆立刻

变了脸，没好气地说："快下去，别让人家等着急。"

老谢飞步下楼，见是小郑，不由奇怪地问："这么晚了有啥事？"

小郑淡淡一笑："朋友聚会刚散场，路过这里给你打个招呼！"说罢送

个飞吻，钻进小车。望着离去的小车，老谢呆了半晌，才摇摇头苦笑

着往回走。

一进屋，老婆坐在床上，气乎乎地吼了起来："深更半夜，有啥

要紧事等不到明天！还来个飞吻，酸死人啦！"

老谢支吾道："没……没啥……只是打个招呼……""哼，糊谁呢？

鬼才信！"

这一夜，老谢好说歹说，风波才告平息。

星期天上午，老谢破天荒地陪老婆逛超市，算是对昨夜的弥补。

夫妻俩正排队结账，就见旁边走来一个俊俏女郎，一脸灿烂地冲着老

谢笑。老谢定睛一看，又是小郑。那小郑不由分说就把老谢拖到一边

，附耳低语说了一阵莫明其妙的悄悄话，然后冲他挤挤眼，甜甜地说

道："记住了，老地方，不见不散哦！"说罢飘然而去。

被晾在一边的老婆，气得脸发青，眼喷火。老谢像傻子一样，愣

了一会，这才回过神来，心中惊呼：大事不好！

晚上，老谢的处境可想而知，夫妇冷战还没结束，电话突然响起

来，老婆抄起话筒："喂，找谁？"谁知对方沉默不语，几秒钟后挂断

了。老婆愤愤地骂了一句："神经病！"哪知话音刚落，电话铃又响起

来，老婆抓起话筒吼道："谁呀？说话！"对方仍未说话，只是有女人

轻微地喘息声，接着又挂断了。老谢见状，讨好地说："别理他，是

骚扰电话。"老婆鼻子一哼，狠狠地剜他两眼，摔门进了卧室。

这会儿老谢紧张了，心头七上八下，正茫然不知所措时，电话铃

又惊心动魄地叫了起来，老谢拎起话筒："哪个？"只听电话那头嗲声

嗲气地说："老谢吗？我是小郑呀，刚才是你老婆吧？好厉害呀！"老

谢随口应道："是呀！"小郑轻轻"哦"了一声，没头没脑地说："那，咱

们说话还方便吗？"接着，她顿了一顿，叹口气又说："唉，肯定不方

便。算了吧，还是见面再说吧。老地方，不见不散！"说罢，"咔嗒"一

声，电话挂断。可是，紧接着又听见隔壁重重的"咔嗒"声，那是卧室

分机挂机的声音。老谢的脑袋"嗡"地大了。

星期一，老谢顶着两个黑眼圈，满脸创伤地走进办公室。小郑看

到，惊讶地叫起来："哟，老谢，瞧你那脸，不小心摔的？"老谢有苦

难言，低声下气地向小郑连连作揖央求道："我的姑奶奶，你大人大

量，就饶了我吧！"小郑嘻嘻一笑，轻描淡写地说："看你说的！咱们

谁跟谁呀！不过是玩笑！"

不过是玩笑
阿P平时嗜酒如命，

这次坐火车去广州出差当

然也不能少了酒，出发前

，他专门到小酒厂装了 5

斤老白干。

上车后，阿P特地找

了个脸朝车头的正座，坐

正座要比坐倒座舒服多了

。阿P坐下后，忙不迭地

从包里拿出酒桶和纸杯，

倒了一杯，美滋滋地喝了

一大口。

这时，过来一个五十

出头的高个子男人，那人

穿着十分讲究，朝阿P点

了点头，坐到了他对面的

座位上。

高个子男人瞟了一眼

桌上的酒桶，笑道："老哥

，爱喝两口？呵呵，你怎

么喝当地产的小烧锅酒？"

阿 P细品高个子男人

的问话，似乎是瞧不起他

喝小烧锅酒，于是边往纸

杯里加满酒，边吹嘘道："

这酒可是厂里特制的，一

般人根本买不到！"

高个子男人没说什么

，打开提包，拿出一瓶酒

，又拿出个和阿P一样的

纸杯，也倒了满满一杯酒

。

这时，阿P的眼睛直了，原来，高个

子手里拿着的是一瓶茅台酒！阿P长这么

大，还从来没喝过茅台酒呢，他盯着面前

的杯子，口水都快流出来了。他心里在琢

磨：今天无论如何也要尝尝茅台……

火车到梅河口车站了，高个子男人

对阿 P 说："老哥，咱们下去活动活动

，买点下酒菜。"说着，他站起身来，

趁高个子男人一转身的工夫，阿P突然

来了灵感，他把自己的杯子和高个子

的杯子调了个个儿，然后跟着高个子

下了车。

就要喝茅台了，没有好菜怎么行？阿

P一咬牙，买了一只烧鸡。高个子男人则

买了酱牛肉和五香花生米，然后两人一同

上了车。

火车慢慢启动了，阿P酒劲有点上头

，他跌跌撞撞地回到座位上，一心想着

赶紧把茅台酒喝了，别让高个子发现

再换回去。想到这里，阿P端起杯子和

高个子碰了一下，嘴里说："咱哥俩遇

上也是缘分，来，我先干为敬！"说完

，一仰脖喝干了杯子里的酒。喝完，

阿P吧嗒吧嗒嘴，心里琢磨，这茅台怎

么和小烧锅的味儿差不多啊！在他愣

神的时候，高个子男人也一仰脖喝干

了杯中的酒。

阿P正在胡思乱想，突然他发现对方

眼睛直愣愣地盯着自己，过了一会儿，高

个子的眼睛合上了，然后趴在小桌上睡着

了。

阿P这个乐呀，今天算是捡到大便宜

了！他"吧唧"一口菜，"滋溜"一口酒，吃

了个不亦乐乎。

车到终点站，高个子男人还趴在那里

呼呼大睡。阿P扒拉他一下，说道："哎，

兄弟，醒醒，到站了！"没动静，阿P加大

了力度，高个子男人还是没动弹。阿P感

觉不对劲，连扒拉带喊，也没把他喊起来

，倒把乘警喊来了。乘警低头一看，神色

立刻严峻起来，说："这人被

麻醉药麻倒了！"说完，把阿P

和高个子都带下了车。

在车站派出所，阿P就竹

筒倒豆子，把自己如何眼馋茅

台酒，如何调换高个子男人的

酒杯，全说了出来。

民警听完，乐了，说："

人都说，嘴馋能招来麻烦，今

天可是嘴馋救了你的命啊！"

阿 P眼睛瞪得溜圆："怎

么，他要毒死我？"

"我们核实了他的身份，

这人专门在火车上利用麻醉药

作案，把人麻翻后劫走行李钱

物。"

"可是，我明明把我俩的

酒杯换了个……"

"你难道还没明白？你喝

下去的还是你自己带来的小烧

锅啊！"

"是啊！我就感觉没有茅

台味，可是，买完菜我们是一

起回来的，他是怎么又给我换

过来的？"

"这 趟 火 车 到 梅 河 口

后 就 要 改 变 方 向 ， 原 来

的 车 头 变 成 了 车 尾 ， 你

原 来 坐 的 正 座 就 成 了 倒

座 ， 他 就 是 利 用 这 点 ，

专 找 不 常 坐 这 趟 火 车 的

人 下 手 ， 你 不 知 道 车 已

经改变了方向，还坐到正座上，其

实是坐到了他的位置上了！可他万

万没想到你把酒调了包，所以，他

把自己的药酒喝下去了。 "

阿 P 的 脸 " 腾 " 地 红 了 ， 他 支 吾

道 ： " 那 我 就 不 明 白 了 ， 他 知 道 茅

台酒里下了药，喝的时候会不小心

？ "

"什么茅台呀！他真用茅台，别人还

会喝错？他准备了好几种酒，你喝什么酒

他就拿出什么酒。那个茅台酒瓶只是个幌

子，如果你不是个酒鬼，而是喜欢喝茶的

话，他的杯子里就会是和你颜色一样的茶

水啦。"

听警察说完，阿P吓得一激灵，可再

一琢磨，他又乐了：我阿P就是比别人聪

明，没费吹灰之力就为民除了害，回去后

又有的吹了。不过，那个最主要的情节，

偷换酒杯，该咋样一笔带过呢？毕竟这不

是啥光彩的事啊！

喝了一杯茅台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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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樂旅遊推薦歡樂旅遊推薦::黃石公園黃石公園———造物者的樂園—造物者的樂園

黃石公園火山總共噴發過3次，平均兩次之間
的間隔是60-80萬年，最近一次是在64萬年前，
有學者就推測，下一次噴發已經臨近。美國人根
本就是踩在一顆超級大的定時炸彈上。這麽刺激
地方，要不要跟著歡樂旅遊一起去探險呢？

作為世界上第一個國家公園的黃石國家公園
，五顏六色的間歇泉是黃石的主要標誌，這裏還
有黃石大峽谷、瀑布、溫泉、蒸汽、熱水潭、泥
地和噴氣孔等自然景觀。野生動物也多種多樣，
有灰熊、狼、美洲野牛和加拿大馬鹿，更包含許

多瀕危或受威脅物種。
黃石公園出鏡率最高的就

屬間歇泉了。它是美國最大，
世界第三大的溫泉，從裏向外
呈現出藍、綠、黃、橙等不同
顏色，被譽為“地球最美麗的
表面”。而且它的顏色會隨著
季節而改變，泉水裡的礦物質
把池子周圍砌出一條條炫彩的
紋理，渲染出一片片濃艷欲滴
的色彩，倒映著藍天白雲，就

像是上帝的顏料盤。
這裡還有壯觀的峽谷風光，若天氣好，除了

深邃的峽谷風光和飛流直下的瀑布之外，您還會
看到一大片彩虹橫跨峽谷。這裡還有世界上最大
的高山湖，以及壯觀的猛獁溫泉，奔流不息的溫

泉隨著階梯奔騰而下，且顏色各異，形成了一個
七彩的大臺階，非常宏偉壯觀。
歡樂旅遊的黃石團有4到11天不等的旅遊團，而且
買二送一，最低$280/人起。這麼優惠的價格，千
萬不要錯過哦！

（本報記者秦鴻鈞）自中美貿
易戰開打，最令人觸目驚心的莫過
於股票族，不到一週，股市蒸發了
千點，令所有投資人膽顫心驚，而
如何在一個動盪的市場中建立一個
穩健的退休計劃？是所有面臨退休
的人最關切的？為了使更多關切投
資的民眾了解其門奧，蕭雲祥這次
將投資座談會移師糖城，就在本周
六（六月一日）下午二時半至四時
， 在 糖 城 Ford Bend 圖 書 館
（14010 University Blvd. Sugar
Land,FortBend County Library Uni-
versity Branch )舉行。因現場座位
有 限 ， 請 事 先 預 約 ！ 電 話 ：
713-988-3888，832-434-7770 。

蕭雲祥先生談如何算是一個完
善的退休計劃？主要是要使一般人
退休後可以吃得好、睡得好、高枕
無憂，因此必須包含幾個重要的安
排：

1，足夠的Cash-flow (現金流
），夠終身使用。

2，萬一有意外發生時，有緊急

活用基金備用。
3, 老邁時有預先安排的長期看

護基金及重大疾病保險，醫療保險
。

4，合理風險管理，具保本的功
能，兼具增值的作用。

5，容易管理，不用擔心，不用
傷腦筋。

6，很低的成本和維持費。
最好在保本，增值的安排外，

加上減稅/緩稅/免稅的功能。
理財代表顏琦表示：在財務規

劃中，人壽保險是您人生中建立的
大樓的基石。您努力工作確保可以
給家庭和心愛之人提供想要的生活
，而人壽保險既是為這份現有的生
活提供保障，當不可預測的事故發
生時，能夠讓您的家庭和事業不會
因為突然的經濟來源損失或額外大
筆開銷而背負重擔。

人壽保險分為兩類，定期人壽
和終身人壽，也與人壽保險的兩大
功能相呼應。人壽保險的一大功能
為保障，也是定期人壽保險唯一提

供的功能，當受保人過世，或者得
到重大疾病及慢性疾病（需長期護
理）時，保險公司會提供一筆免稅
的賠償金給受益人，受益人可以是
您的心愛之人，也可以是您的事業
，而這筆賠償金可以彌補這些事故
所引起的財務損失，無論是支付房
貸也好，還是還清債務，支付孩子
的學費，維持生意的運行等等需要
用錢的地方，這份及時的保障能夠
為您的心愛之人在面對新的人生時
保駕護航。

人壽保險的另一大功能為免稅
增值。這項功能也只有終身人壽可
提供。定期人壽到期後即會失效，
而終身人壽則可維持到您過世為止
，只要您繼續付保險費、自掏腰包
或者由壽險內的現金值支付都可以
，而何為壽險內的現金值呢？這就
是終身人壽的增值功能，終身人壽
最新的產品為指數型人壽保險，您
付的本金扣除保險費用後,多出的本
金會隨著指數的表現而成長，這筆
一直成長的本金及為您壽險內的小

金庫，可供選擇的指數包括SP500,
DOW JONES, NASDAQ 等耳熟能
詳的大盤指數，我們不能預測股市
未來的走向，但可以參考歷史，根
據這些指數過去的表現，長期回報
率平均值大約在7%左右，除了增值
之外，您的本金同時有保本鎖利的
功能。保本即為本金不會變少，鎖
利即為之前轉的利潤不會跑掉。當
指數表現為負時，您的本金最多就
不會有增長，但不會變少，除了增
值，保本鎖利外，您的小金庫還可
以隨時使用，完全免稅，指數型壽
險的這些功能適合幫助自己和孩子
養成儲蓄的習慣，當然，其費用相
對應定期險也會高很多，該選哪類
人壽，還要取決於每人不同的財務
情況及規劃。在財務規劃及資產配
置中，需考慮的要素方方面面，六
月一日將跟您分享一下人壽保險的
大概用途，希對您有幫助。理財代
表顏琦電話：713-261-8794

蕭雲祥投資顧問六月一日下午在糖城舉行蕭雲祥投資顧問六月一日下午在糖城舉行
投資理財座談會投資理財座談會，，談談 「「如何在一個動盪的如何在一個動盪的

市場中建立一個穩健的退休計劃市場中建立一個穩健的退休計劃 」」

著名投資顧問蕭雲祥先生著名投資顧問蕭雲祥先生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中華公所首次在市政廳舉行圖片展中華公所首次在市政廳舉行圖片展
及表揚傑出的亞裔人士及表揚傑出的亞裔人士

方宏泰方宏泰、、韓裔人口普察專員韓裔人口普察專員、、前市議員關振鵬前市議員關振鵬
、、陳苑儀與會同歡陳苑儀與會同歡

中華公所共同主席鄭雅文在休士頓市政廳舉行中華公所共同主席鄭雅文在休士頓市政廳舉行
華人口述歷史華人口述歷史，，顯示華人已在休士頓占有一席顯示華人已在休士頓占有一席

之地之地。。

陳苑儀陳苑儀、、關紫紅關紫紅、、、、劉志恆出席圖片展劉志恆出席圖片展 及表揚及表揚
傑出的亞裔人士傑出的亞裔人士

55月月1414日下午甘幼蘋日下午甘幼蘋、、周明潔在休士頓周明潔在休士頓
市市政廳出席表揚傑出的亞裔人士市市政廳出席表揚傑出的亞裔人士

即將榮調駐開普敦辦事處處長的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即將榮調駐開普敦辦事處處長的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副處長林映佐致詞副處長林映佐致詞，，前華人移民在美國的奮鬥才造就我們在前華人移民在美國的奮鬥才造就我們在
美國的歷史地位美國的歷史地位，，先人犧牲奉獻先人犧牲奉獻，，造就了我們的這一代造就了我們的這一代，，也也

為我們的下一代提供了一個更公平的競爭環境為我們的下一代提供了一個更公平的競爭環境

龍岡親義公所關振業會長及中華公所共同主席龍岡親義公所關振業會長及中華公所共同主席
鄭雅文頒發獎狀表揚前市議員關振鵬鄭雅文頒發獎狀表揚前市議員關振鵬

前市議員關振鵬前市議員關振鵬（（右一右一））代表休士頓市代表休士頓市
長長Sylvester TunerSylvester Tuner頒發賀狀表揚余厚義頒發賀狀表揚余厚義

（（左一左一））卓越的貢獻卓越的貢獻。。

所有獲獎的傑出亞裔人士上台接受賀狀所有獲獎的傑出亞裔人士上台接受賀狀，，獲得與會來賓熱烈掌聲獲得與會來賓熱烈掌聲。。余余
厚義厚義（（左四左四））等獲獎人士等獲獎人士，，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副處長林映佐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副處長林映佐（（左一左一
）、）、陸忠陸忠、、中華公所共同主席鄭雅文中華公所共同主席鄭雅文（（右四右四）、）、前市議員關振鵬前市議員關振鵬（（右右
三三）、）、僑教中心主任陳奕芳僑教中心主任陳奕芳（（右二右二））見證見證。。

敖錦賜夫人敖錦賜夫人、、關伯母與有榮焉看到前市議員關關伯母與有榮焉看到前市議員關
振鵬接受表揚振鵬接受表揚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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