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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科研人員研究埃及果蝠以色列科研人員研究埃及果蝠
小蝙蝠乖乖蹲手掌壹臉呆萌小蝙蝠乖乖蹲手掌壹臉呆萌

傻傻分不清傻傻分不清 克裏米亞舉辦國際雙胞胎日活動克裏米亞舉辦國際雙胞胎日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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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加拉瓜馬薩亞尼加拉瓜馬薩亞，，馬薩亞國家動物園內馬薩亞國家動物園內，，來自墨西哥的兩只來自墨西哥的兩只55個月個月
大的雌雄白虎大的雌雄白虎。。據悉據悉，，尼加拉瓜國家動物園有尼加拉瓜國家動物園有400400只動物共只動物共9090個品種個品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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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8即將到來
大促後的買家賣家權益如何保障

“買18件衣服旅遊後要退貨”，前

段時間，這壹新聞幾次登榜微博熱搜，

甚至壹度占據第壹的位置。

隨後的這段時間，我們也收到了不

少來自商家的爆料，訴說他們遇到的

“冤枉事”。

馬上，史上投入最多、規模最大的

天貓618就要來了，除了優惠外，消費者

同樣在意，在如此大規模的促銷中，是

否能得到跟雙11壹樣的售後服務？

也有人開始關心，買家權益得到保障

了，那麼商家的權益誰來保障？在面對買

家和賣家各執壹詞時，電商平臺會作出怎

樣的判斷？依據什麼做判斷？昨天，記者

聯系了幾位商家，聽聽他們的遭遇，也采

訪了相關平臺負責人，了解平臺是如何對

買家、賣家進行權益保障的。

商家喊冤
“7天無理由退貨”讓“羊毛黨”鉆

了空子
“我試過了不滿意，為什麼不讓退？”

壹位消費者，在某美妝品牌旗艦店購買了4

筆護膚品訂單，共計1873元，購買後反饋

使用贈品中的小樣過敏了，正裝還未使

用，與客服協商壹致退貨。

商家收到貨後，贈品少退了幾個小樣

和壹個禮包，於是提出拒收，發起申訴，

要求平臺介入。“我們也很受傷，已經不

止壹次遇到這樣的‘羊毛黨’了，雖然同

意退貨，但是退回來的東西少了。”

對於大部分消費者來說，“7天無理

由退貨”這個保障很棒。無論是對款式

不滿意，尺碼不對還是上身效果不佳，

都能直接申請退貨。

但對壹些“羊毛黨”來說，正好有

了鉆空子的機會。“都說顧客是上帝，

我們也會盡量滿足顧客合理的要求，太

過分的，我們就只能依靠平臺來處理。”

確實，這件事在客服小二看來，不

是壹個普通的“七天無理由退貨”案例

。此前也出現過類似案例，對高價護膚

品使用“退貨吞贈品”這個手段。而這

樣的消費者，往往會在多個店鋪間操作

獲利。為證實初步判斷，小二專門查詢

了消費者的交易情況和誠信數據指數，

果然，該消費者曾多次在各大知名美妝

品牌旗艦店下單數千元大額訂單，並申

請退貨時被發現漏退贈品，還曾在某旗

艦店下單近萬元並申請退貨。

另壹個故事是，有壹個神秘買家，

在壹家店鋪拍下壹筆訂單為“貨到付款”

的訂單，拍了80雙鞋子，地址是到某邊

疆省份但沒有具體地址，旺旺留言無回

復，總金額6380元。商家不想發貨但是

無確切憑證。

客服小二查看了買家的歷史記錄後發

現，該買家大多都是拍下貨到付款的訂單，

且留有QQ號，行為異常，為了解買家的真

實目的，小二用自己的QQ賬號去聯系，加

了好友，買家直接說“給我200我取消訂

單”。當即小二取證認定買家利用貨到付

款訂單敲詐商家，幫助處理了該筆訂單。

消費者就是上帝？
不壹定，得看妳的誠信數據
記者從阿裏巴巴給出的數據看，去

年雙11，阿裏CCO通過雲標簽、規蜜等

商家保障工具，處理上萬筆涉及使用虛

假單號的退貨申請。

也就是說，不誠信的消費者行為，屢見不

鮮。商家只能咬碎了牙往肚裏咽嗎？不是。

記者看到，客服小二在以上兩個案

例中作出的判斷中，都參考了誠信數據

模型。比如第壹個案例中，小二憑借數

據模型的可信度，扣除了該消費者的網

購誠信分，取消了他只有誠信會員才能

享受的“極速退款”、“閃電退貨”等

權益。

那麼，這個誠信數據模型是什麼？

阿裏巴巴集團客戶體驗事業群高級

專家笑寧告訴記者，大約5年前，阿裏內

部的消費者網購誠信數據模型被逐漸建

立，該模型建立時的參考維度數量達到

千級，並根據消費行為的變化而更疊，

比如商家履約方面，需要考量的包括是

否按時發貨、品質是否有問題；消費者

方面，需要考量的是，是否誠心購買，

是否存在薅羊毛的嫌疑，是否騙退款等。

“在線上商業環境裏，人與人的信

任是需要介質來做判斷的，需要通過數

字化方式來刻畫行為。” 笑寧表示，這

個數據模型，就是壹個介質，小二在處

理糾紛時，會根據買賣雙方的行為分，

做壹個大致的判斷。

比如在壹個糾紛中，買家過往的信

用特別好，那麼，當他提出不滿意需要

退款時，我們就會予以退款，不需要舉

證；相反，信用不好的，就需要更多的

舉證。除此之外，買家信用好的，除了

會獲得平臺給的權益外，還能憑良好的

購買記錄，獲得商家給予的權益。

也就是說，妳的每壹次買賣，都被

記錄。阿裏對買家和賣家提供權益保障

時，除依據既定規則和雙方舉證外，還

會看妳們過去的行為。

買家有誠信數據模型
淘寶商家也有“芝麻信用分”
2012年，中國網絡購物市場交易規

模首次突破萬億大關，而網絡購物的服

務保障狀況卻不盡如人意，極大地影響

消費者的網上購物體驗。

淘寶天貓的出現，帶來了壹系列新

的問題的思考，比如：怎樣保障消費者

權益，才能讓大家在平臺上獲得更好的

體驗感？

為了解決退貨退款這壹消費過程

中的用戶痛點，阿裏巴巴平臺率先開

始內測“極速退款”服務保障措施，

當年即為近130萬較高信譽評級的會員

提供“即點即退，瞬間到賬”的保障

權益，大大減少了用戶的退款等待時

長，中國網絡購物的消費體驗也實現

了“極速飛躍”。

根據阿裏客服的數據統計，截至

2019年 2月，極速退款服務已經覆蓋了

4.2億淘寶天貓平臺用戶，涉及近6億訂

單，平臺墊付金額高達1000億。被此項

目權益覆蓋的用戶，90％的退貨申請都能

享受即點即退，錢款0秒到賬，網購幸福

感不再受到等待的“困擾”。

除此之外，針對買家的權益保障還

有閃電退貨、訂單運費險等等。買家的

權益得到了較為全面的保障。

那麼，商家呢？淘寶相關負責人告

訴記者，淘寶對商家的保護也是全面的

，比如超級保障計劃。在這項面向全體

淘寶商家的超級保障計劃中，平臺根據

店鋪合規經營情況，結合經營能力、服

務能力等，推出了商家綜合信用分值

——淘信用。

淘信用可以看作是淘寶天貓商家的

“芝麻信用”，其分值反映賣家在淘寶

網合規經營意願與能力，包含經營歷史

、違規記錄、買家關系、資質承諾等維

度。平臺根據賣家的淘信用分數，提供

相應的經營保障服務。隨著商家淘信用

的分值提升，可以享受到阿裏平臺內覆

蓋商家經營全鏈路的各項權益保障，聚

合規則、產品、工具及服務等全方位的

無憂經營體驗。

淘寶店鋪“柒仔寵物用品”是首

批加入超級保障計劃的商家之壹，由

於註重規範經營，淘信用接近滿分，

能夠享受服務直達、全場景申訴復議

等賣家尊享權益。4月中旬，壹位用戶

以差評威脅，要求店鋪為其已拆包給

貓咪食用了過半的貓糧全部退款，並

在客服拒絕後給商品打了中評。“柒

仔”的運營團隊想到通過雲標簽向平

臺反饋，幾天之後，該惡意評價果然

得到了屏蔽，對店鋪正常運營幾乎沒

有產生幹擾。

經過幾次嘗試，店鋪負責人翁傑冰

對更加系統和規範化的商家保護工具帶

來的便利深有感觸，“商家超級權益給

了商家很大的安全感，在平臺上經營，

少了很多顧慮，多了壹份安心，希望以

後多推出這樣的工具。”

綜合報導 國

際管理咨詢公司

科爾尼在京發布

2019 全球城市指

數報告，該報告包

括《全球城市綜合

排名》和《全球

城市潛力排名》，

這兩份榜單分別

評估了當前世界

頂級城市的表現和

未來城市的發展潛

力。

研究顯示，

中國城市增長勢

頭不減，在綜合

指數排名平均得

分增長速度是北美

城市的三倍，而在

潛力城市排名中，

增長速度是歐洲城

市的3.4倍。

報告稱，隨著整體城市化進

程放緩，城市的發展不能只談增

長，中國城市要想建立持續的競

爭力，應重點推動人口結構健康

發展和市民個人幸福感提升，吸

引更多人才和外商投資。

科爾尼公司全球合夥人、大

中華區政府與經濟發展業務負責

人王宇說：“中國城市在全球城

市指數中的崛起給人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我們對中國城市發展的

分析表明，創造更多宜居、可持

續、生活成本合理的城市將是其

持續增長的關鍵。政府和企業都

將在下壹輪城市的轉型升級中發

揮重要作用。”

在《全球城市綜合排名》榜單

中，北京居第九位，其迅猛勢頭得

益於人力資本、信息交流、文化體

驗、政治事務四大方面的突出進步

和商業活動方面的穩定表現。

蘇州首次進入百強，與全球

頂尖城市的差距快速縮短，其商

業活動的繁榮，尤其是貨運量的

提升功不可沒。長沙排名上升11

位，歸因於商業活動、人力資本

分數的上升。

科爾尼全球城市指數報告首次

發布於2008年，由科爾尼咨詢公司

、國際頂級學者及智庫機構聯合發

起，基於對超過130個城市的事實

和公開數據分析而得出該報告。

全
球
城
市
指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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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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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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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三年前，
休斯頓白血病&淋巴癌機
構舉辦的捐款晚宴年年捐
款數字創下百萬新高，十
分引人注目，同時，參與
捐款最多的捐款人的年齡
也趨向新貴，轉向年齡在
四十歲以下的年輕人。

上週，位於休斯頓高
檔的River Oaks鄉村俱樂
部舉行的 2019 年年度白
血病&淋巴癌捐款晚宴，
再次創下最新記錄，超過
500 人各界名流出席，這
項為期十週的號召全社會
都來關注癌症疾病研究和
治療的活動，最終由 16
位捐款推廣人角逐年度最
佳獎勵，此次活動今年由
Iberiabank 銀行和 HEB 聯
合贊助。

當晚，活動聯合主席宣布第十屆募款活動最終創
下了187萬美元的記錄，同時主持人，著名演員Dana
Tyson 宣布，今年活動的最佳女性獎為Iberiabank 銀行
的Stacy Goldstein ，她一共籌集捐款達71萬美元，Sta-
cy表示她參與活動的目的是紀念她病逝於癌症的父親
，

Stacy在講話中表示，看著自己的家人一天天被癌
症折磨衰老，卻又無能為力，實在無法接受這個冷酷
的現實，我今天要做的就是要更多的人都奉獻一份愛
心，讓更多的人有機會接受癌症治療。

Stacy的雇主也給了她很大的幫助和經濟上的支持
，其所在的銀行承擔了所有餐飲和場地的費用。另一
家贊助機構HEB也給予了大力的支持。

年度白血病&淋巴癌捐款晚宴 數字創新高

（綜合報導）美國總統川普對
墨西哥商品加徵關稅，可能會對牛
油果的價格產生影響，牛油果馬上
就可能要成為奢侈品。

川普威脅要求對墨西哥進口商
品徵收高達 25%的關稅，這可能會
進一步收緊供應，並且在今年四月
份川普威脅要關閉美墨邊境，為了

遏制非法移民，已經導致墨西哥牛
油果的價格在一週內飆升44%，

根據報道，墨西哥牛油果目前
的價格已經飆升65%。

根據牛油果協會調查，大約
86％的美國人消費的牛油果是進口
的，其中墨西哥提供了約88％的貨
源。墨西哥牛油果在加州的地位不

容小覷，在每個超市都會供應牛油
果和牛油果醬，包括華人超市。如
果牛油果的價格持續上漲，餐飲業
將會減少牛油果的用量，或者直接
不用牛油果，牛油果價格的飆漲對
牛油果醬也有影響，上週的價格和
這週的價格有明顯的差別。

對墨加稅牛油果快要成為奢侈品

美國啤酒行業將就業不振歸咎於川普政府的關稅。
兩家貿易組織的一份報告顯示，隨着金屬關稅導致鋁罐成本

上升，業內投資下降，美國啤酒行業的就業人數自2016年以來
減少了4萬人。美國啤酒協會和全美啤酒批發商協會兩年一度的

研究發現，2018
年直接、間接和
聯動工作崗位從
2016 年 的 223 萬
減少到219萬。

隨着川普對鋁材進口徵收10%的關稅，將鋁材交付到美國中
西部地區的運輸和物流費用（即“溢價”）提高了一倍以上。摩
森康勝啤酒釀造公司去年估計，川普的關稅會使公司利潤減少4
，000萬美元。

不過，關稅可能不是影響該行業就業情況的唯一因素。根據
飲料市場研究機構IWSR的一根報告，2018年，美國啤酒、葡萄
酒和烈酒消費總量下降0.8%，為連續第三年下降。主要元兇是啤
酒消費量的下滑，隨着更多飲酒者轉向烈酒和葡萄酒，啤酒消費
量下降了1.5%。

Beer Industry的一位發言人週四在聲明中表示，儘管該集團
不能說“100%要歸咎於”啤酒，但證據“支持釀酒企業因鋁成
本上升而減少了投資”。啤酒協會稱，之前的兩年間就業增長了
27%。

美啤酒業:4萬行業就業機會喪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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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人臉識別模擬 助失蹤童回家
尋親家長：盼好心人上傳疑似被拐者照片助比對

全國人大代表、“寶貝回家”創始人張寶艷
與其丈夫秦艷友自2007年創辦“寶貝回

家尋子網”以來，已讓2,951個家庭重獲團圓。
然而，面對海量的尋親線索，傳統的通過

肉眼這一人工方式，已遠遠不能滿足需求。線
索相對多、尋親條件好的被拐和失蹤人口更容
易被找回，那些線索較為單薄的尋親個案，急
需更高效、更智能的方式。隨着AI技術的日益
成熟，這種願景已開始成為現實。

佳都科技在計算機視覺技術方面，形成了
視頻雲+大數據、三景合一、智能人臉識別終
端等一系列AI產品。多方一拍即合，整合資
源、技術等各自優勢，啟動建設“AI回佳”這
一智能尋親平台。

微信公眾號等可搜索進入
“AI回佳”平台主提供了兩大核心技術。

第一個技術是人臉識別技術，識別率高達
99.9%，每秒十萬次的人臉比對。據了解，即
使面對幾乎千人一面的唐氏兒這一群體，該技
術也能精準識別。另外一個技術是人臉模擬算
法，利用AI算法模擬人臉的成長變化，生成小
孩成年後的照片；同時，通過成年人的人臉照
片，也能生成其兒童時期的照片。

“AI回佳”有多個載體，透過微信公眾
號、小程序、網站、App均可搜索進入。香港
文匯報記者進入“AI回佳”微信公眾號，點擊
“AI回佳”，可以看到“找家人”和“隨手
拍”兩個選項。“找家人”選項面向尋親者，
被拐人和家人均可，只要拍照上傳身份證，錄
入聯繫方式，便可進入海量尋親信息進行比
對。“隨手拍”不僅面向尋親者，更向全社會

開放，任何人只要發現疑似被拐者，或者自己
就是被拐者，就可拍照上傳照片，導入後便可
進行人臉識別，且秒級反應。

如果失蹤時間久遠，還可以選擇另一選項
“模擬成長”，分別有“兒童”和“成人”模
式，通過上傳照片，前者可以模擬出多年之後的
失蹤者長相，而後者則可以倒推出多年以前的幼
時模樣。

佳都集團執行總裁李旭表示，通過這種人
工智能人臉識別技術和全民隨手拍的人臉庫對
比，將大大提高尋親的成功率。

新技術給尋親者更多盼頭
啟動儀式上，多名被拐兒童家長慕名趕到

現場。電影《親愛的》裡韓德忠的原型孫海
洋，孩子12年前失蹤，一直未找到。他帶着
孩子小時候的照片來到現場，在工作人員的協
助下，迅速生成了一張兒子現在樣貌的照片。

“我帶着極大期待來到了現場，這項新技
術給我的尋子之路提供了更多的念想和盼
頭。”孫海洋說。

來自汕頭的鄭進偉，尋子之路已有14
年。“為了尋找兒子，我的工廠早就關停
了，全國各地跑，也受過騙。但只要有任何
機會，我都會不遺餘力。對這項人工智能尋
子平台，我抱着很大的期待，希望我的兒子
看到後，或者其他好心人發現他後，能夠在
平台上上傳照片比對。”

鄭進偉和其他尋親者，通過該系統現場生成
了兒女現在的模樣。“希望大家看到疑似被拐和
失蹤者，能夠拍下照片上傳這個平台，讓我們多
一絲希望。”尋女已28年的羅傳輝表示。

張寶艷說，這個平台不僅限於運用於被拐
兒童，事實上，當前，失蹤老人群體數量更
大，同樣適用該平台，相信能夠為尋找被拐和
失蹤人口注入強大能量。

據佳都科技副總裁劉斌介紹，該平台的所
有照片和資料，在系統中都只生成了數據碼，
因此人的信息安全可以得到保障。目前，路面
視頻實時抓取和高精度識別、比對技術已經不
是問題，若時機成熟，系統接入全國公安視頻
系統，尋親將變得更為簡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敖敏輝廣州報道）隨着人工智能技術的日益成熟，AI

尋親正變為現實。廣州人工智能企業佳都科技與羊城晚報、廣州市慈善會、寶

貝回家尋子網跨界合作，3日在廣州啟動“AI回佳”尋親平台。該平台應用AI

引擎，人臉識別率高達99.9%，即使千人一面的唐氏兒也能精準識別比對。同

時，應用全新的人臉模擬算法，模擬人臉的成長變化，從而進行人臉比對。

“AI回佳”
技術特徵

人臉識別技術：
識別率高達

99.9%，每秒十萬
次的人臉比對，提
高尋人效率。

人臉模擬算法：
利用AI算法模擬人臉的
成長變化，生成失蹤兒
童成年後的照片，尋親
者也可將現在的照片生

成幼時照片。

“隨手拍”：
任何人都可以上傳
疑似被拐人員照
片，系統自動對

比。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敖敏輝

■■現場演示現場演示AIAI生成失聯孩子的模擬照片生成失聯孩子的模擬照片。。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攝攝

■■兩位被拐兒童兩位被拐兒童
的父親鄭進偉的父親鄭進偉
（（左左））和羅傳輝和羅傳輝
分別手持分別手持AIAI技術技術
生成的被拐孩子生成的被拐孩子
模擬照片模擬照片。。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敖敏輝敖敏輝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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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由馬德里飛返的利物浦眾球員，很快坐上開篷巴士出
席巡遊活動。穿上印有Champions of Europe隊服的

紅軍球員，沿途向球迷揮手致意，其中巴西外援羅拔圖法明
奴迅速染了一頭紅髮（利物浦代表顏色），成為最搶鏡的球
員；而根據英國傳媒報道，是次巡遊合共吸引了75萬名球
迷參與。

高洛普：歐聯冠軍只是開始
在完成巡遊後，領隊高洛普代表球隊向球迷發言：

“從球迷的眼中，可以看到大家對歐聯是多麼看重，這
個歐聯冠軍對球會實在非常重要。說實在，我也被球迷
的熱情感動得流下淚來，那太令人感動了。”冷靜下來
的高洛普之後表示，期待利物浦王朝正式來臨：“我們
終於贏了首項冠軍，希望這氣勢可以延續下去；球會上
下100%想贏得更多榮譽，而我敢說這只是目前班底的一
個開始，大家足球事業的最好日子會在不久將來才來
到。”

英國傳媒同時表示，利物浦高層目前首要目標，是
與高洛普延長合約。高洛普目前合約至2022年夏天，年
薪為700萬英鎊，而紅軍高層據報會為高洛普加薪至1,
000萬英鎊年薪，以吸引高洛普長期留隊建立王朝。

利物浦主席華拿接受訪問時，就對高洛普的表現讚
不絕口：“當球員們在奪冠後將高洛普拋向空中，明顯
是他們也知道所有利物浦球迷都知道的事情，那就是高
洛普被所有欣賞足球的人們所尊敬。高洛普是一位出色
的領隊；更重要的是，他也是一位謙遜、善良的人。他
今（當）天很開心，因為他知道這個冠軍對我們的支持
者來說意味着什麼。”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浩然

■■球迷夾道歡迎利物浦職球員球迷夾道歡迎利物浦職球員。。 新華社新華社

歐洲足協公佈本屆歐聯最佳陣容，合共有20
名球員入圍，其中冠軍利物浦有6人入選，但當
中卻不包括在決賽替球隊先開紀錄的穆罕默德沙
拿。

今屆歐聯最佳陣容名單由歐洲足協委託的技
術小組成員選出，評審包括英格蘭代表隊領隊修
夫基，以及前西班牙射手魯爾等球圈人士。

入選最佳陣容的利物浦球員為門將艾利臣比
加、守將華基爾雲迪積克、阿歷山大阿諾特、安
德魯羅拔臣、中場韋拿杜姆以及翼鋒沙迪奧文
尼，但在決賽射入12碼先開紀錄的沙拿卻未有

得到評審員的青睞。
較利物浦少一人入圍的是在4強出局的阿積

士，入圍者是守將馬菲斯迪歷特、中場法蘭基迪
莊、翼鋒薛耶治、大衛拿尼斯和前鋒杜辛泰迪
治。至於在決賽飲恨的熱刺，則只有後衛維頓
漢、中場穆沙施素高和翼鋒盧卡斯莫拉入選。

其餘入圍者方面，兩大球王美斯和基斯坦奴
朗拿度均在列；而巴塞門將達史特根、曼城中場奇
雲迪布尼、翼鋒史達寧和里昂中場新星尼當比利皆
獲得評審喜愛。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浩然

剛擊敗熱刺贏得歐聯冠軍的“紅軍”利物浦，在英國時間周日由馬德里返到利物浦，

並立即舉行勝利巡遊，據英國傳媒報道，共有75萬名球迷參與是次活動。另一方面，紅

軍高層已準備向領隊高洛普開出年薪達1,000萬英鎊的“肥約”，希望讓該名德國籍領隊

留在球隊更長時間。

沙拿落選本季歐聯最佳陣容

■高洛普（右）
心情甚佳。

美聯社

■■法明奴一頭紅髮甚為搶鏡法明奴一頭紅髮甚為搶鏡。。 法新社法新社

■本屆歐聯最佳陣容出爐。
歐聯官方Facebook圖片

香港“跳馬王子”石偉雄繼上周勇奪體操
世界挑戰盃克羅地亞站跳馬金牌後，當地時間
周日再在是項盃賽斯洛文尼亞站憑藉穩定的發
揮及高難度動作，力壓群雄再次稱王。

上周，“石仔”在世界挑戰盃克羅地亞站
以全新動作“笠松轉體270度後空翻兩周”歷
史性摘金。來到斯洛文尼亞，信心大增的他續
有出色發揮，初賽以14.825分的成績首名晉級
決賽。決賽階段的較量，他續以高難度動作
“笠松轉體270度後空翻兩周”出戰，最終以
兩跳平均得14.675分的佳績稱王。白俄羅斯及

以色列選手分獲亞、季軍。
賽後，“石仔”興奮地在個人社交網站上報

喜訊：繼克羅地亞站世界（挑戰）盃之後，再次
奪得世界盃冠軍，這站贏得不算輕鬆，出現了一
些小問題。其實在預賽第二跳落地時小腿有輕微
拉傷，這兩天的訓練小腿一直不能發力，所以曾
與教練、治療師商量是繼續參賽還是選擇退出。
但在賽前熱身後我發現小腿情況不差，感覺有
力，但依然痛楚，最終決定咬緊牙根參賽。第一
跳雖然發揮得不如預賽，但還好順利完賽，並再
次奪冠軍。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石偉雄石偉雄再稱王再稱王
世界挑戰盃兩連冠世界挑戰盃兩連冠 在中國國家男子足球隊

（國足）主教練一職空缺了整
整四個月以後，71歲的意大利
名帥納比再度歸來。在接受央
視採訪時，他表示自己並沒有
作出長期的承諾，若球隊沒有
進入世界盃預選賽第二階段，
將會選擇離開。

四個月前，國足在亞洲盃8
強賽中以0：3不敵伊朗隊，隨
後納比宣佈不再擔任球隊主教
練一職。談及回歸的原因，納
比表示：“在家待了三四個月
之後，我意識到大家對我的讚賞和期待是那麼的重
要。我決定要回報大家。從這個進入卡塔爾世界盃的
歷險開始，我決定幫助中國隊嘗試進入世界盃，幫助
改善中國足球的大環境。”

隨着納比重新執掌國足帥印，中國男足正式開啟
衝擊2022年卡塔爾世界盃的征途。世界盃預選賽近
在咫尺，納比透露自己的合同與不同階段的結果有着
密切的關聯。“如果第一個階段就沒有成功的話，就
已經被淘汰，我再待在這裡就沒有意義。”這也正是
他沒有作出長期承諾的原因。

至於能否成功拿到2022年卡塔爾世界盃的入場
券，納比坦言自己心裡沒有底，“我們會盡一切努
力，如果做到了那當然好。如果做不到，我會擁抱所
有中國人，然後回家。”

正如納比所言，自己這一次重返中國目的除了要
率隊衝擊世界盃之外，還要幫助改善中國足球的大環
境，“我們提出了很多想法，這些想法也被接受，變
化確實非常明顯，特別是在青年球隊裡，從U19到
U22，在新的賽制下，很多的青年球員都在成長。”

■中新網

納比談回歸 盼助國足進世界盃

■■納比納比（（右右））回歸國足後回歸國足後，，在廣州現場觀看足協盃在廣州現場觀看足協盃。。 新華社新華社

■■石偉雄石偉雄
（（中中））在在
世界挑戰世界挑戰
盃斯洛文盃斯洛文
尼亞站奪尼亞站奪
冠冠。。
facebookfacebook

圖片圖片

■■石偉雄石偉雄（（右右））賽後與賽後與
教練合影教練合影 facebookfacebook圖片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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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吉倩 編
輯：泉深）如果，在
春雨綿綿的日子，古
琴聲婉轉，手邊正有
這樣幾首《如夢令》
人生若如初見，
一曲離歌猶念。
繚繞亦悠揚，
善解秋波閃現。
驚艷。驚艷。
嫵媚溫柔婉轉。

長記那年初見，

堪比沉魚落雁。
風過卷珠簾，
飄逸婀娜溫婉。
驚艷。驚艷。
迤邐羅裙款款。

塔木風華戀戀，
無限絕倫明艷。
何幸有伊人，
弄影回風勤練。
驚艷。驚艷。
玉潤悅澤秀雋。

或者，在荷葉田

田的傍晚，三幾好友
相聚，清風徐來吹過
水面，有人為你如此
的淺唱低吟：
瀲灩風情萬種，
一笑一顰傾城。
娟美且聰明，
楚楚邀杯同慶。
如夢。如夢。
恰似露濃花重。
清麗端莊寧靜，
轉瞬凝眸氣定。
俠骨亦柔情，

百轉千迴心境。
如夢。如夢。
何幸同城與共。
美目傳情靈動，
曼妙身姿天成。
儀態恰萬方，
桃李芳香繁盛。
如夢。如夢。
舞雪回風純正。

如此雅緻含蓄的
東方氣韻，溫婉動人
的中華女子，你會不
會猜得出她們來自廣
袤富饒、民風淳樸的
德州大草原，來自德
克薩斯A&M大學？她
們都是媽媽，除了愛
孩子，愛工作，她們
還愛美、愛藝術、愛
跳舞。

從休斯敦出城，
290號高速一路向西，
奧斯汀方向 90 邁，就
到了大學城，德克薩
斯A&M 大學主校園的
所在地。不少的華人
在這里工作生活。如
果你有幸走近各個華
人家庭的女主人們，
你會驚喜地發現，這
些女子們雖然各有各
的特點，卻也有相似
之處。比如，她們大
都獨立堅韌，追求幸
福快樂的生活狀態。

相似的靈魂自帶
香氣，並且互相吸引
。慢慢的，這些愛美
愛跳舞的女子們自發
的聚在了一起，每個
星期六的早上在小學
校的操場上數著拍節
練舞，如今，她們在
四面都是鏡子牆的健
身房跟著教練的口令
揮灑自如，並且這個
舞蹈隊也有了自己的
名字；塔木風華。桃

李不言下自成蹊，一
年年越來越多的活動
邀請她們演出。不僅
跳舞，有時也唱歌。
剛剛過去的2019年塔
木春晚上的歌伴舞，
驚艷四座，給大家帶
來了美的享受。

三首《清平樂》
意在描寫塔木風華舞
蹈隊的幾位女子的精
美容妝和曼妙舞姿，
試圖留住的那一刻美
好瞬間。

之一
天高雲淡
舞動如飛燕
快意健身頻揮汗
馳騁行程過萬

大海沙漠高峰
早春初夏秋風
率性自由奔放
喜樂精彩一生

之二
輕雲出岫
人比黃花瘦
靜謐晨曦湖水皺
心事如織依舊
舞盡水袖盈盈
紅妝雅緻嬌容
年少渾金璞玉
從此意重情濃

之三
襲人花氣
昨夜聽風雨
團扇輕搖悄聲語
花落誰家尋覓
巧笑倩兮揚眉
青春靚麗芳菲
雅緻舞姿優美
笙歌曼舞相隨

酸甜苦辣才是真
正的生活。如果你有
幸結識了這些女子，

並且與她們做朋友，
你一定會像我一樣，
越來越喜歡她們。她
們聰慧大氣，擅長學
習；對人友善，愛人
愛己；進得了廚房，
上得了廳堂；講台上
從容淡定，在戶外游
刃有餘；對家人愛護
，對朋友支持。 ”美
麗的容顏難免千篇一
律，有趣的靈魂絕對

萬里挑一”！用一首
《虞美人》為這篇小
文做個總結吧。

佳人薈萃紅顏醉。
柳色何如媚。
善良俏麗且聰明。
落落大方自在又真誠
。
舞姿曼妙為驚嘆。
談笑添風采。
問君何幸馥才華？

果敢勤學瀟灑走天涯
。

就是這樣的一群
愛美愛跳舞的辣媽，
一群精力旺盛的奇女
子，安居樂業在遙遠
陌生的大學城，展現
我們熟識的中國文化
的美好，傳播東方藝
術的精彩，歡迎來大
學城做客，感受塔木
風華！

歌之舞之 塔木風華
大學城塔木風華辣媽舞蹈隊颯爽英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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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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直接連結美南國際電視直播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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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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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1對1》 清雅瓷城 中國 瓷城——荷蘭 代爾夫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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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05日 Wednesday, June 05,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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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中醫王淑霞醫學博士，出生於醫學世家，12歲開始隨祖父
學習中醫，80年代初畢業於中國黑龍江中醫學院，她是中國著名

針灸專家孫申田的得意門生，她也是自1978年至今中國衛生部註
冊中醫針灸執業醫師。

王淑霞現任美國中醫腫瘤研究院院長，加州中醫藥大學博士
生導師。休斯頓國際腫瘤癌癥康復中心主任。50年來，她一直從
事中醫治療癌癥及疑難病的臨床研究工作。1969年至今她先後研
制發明了馳名中外的蛇精®抗癌註射液，蛇精®01口服膠囊、蛇
精@抗癌幹擾素、“克糖平”等重大項目。她的發明對治療癌癥、
糖尿病所做出了重大貢獻，使無數臨近死亡的晚期癌癥病人絕處
逢生。她對治療癌癥、糖尿病所做出的重大發明多次在日內瓦、
巴黎、美國、新加坡國際發明大會上榮獲發明“金銀大獎”。多
年來她曾為多個國家的首腦、政要診治過疾病。在國際醫學界她
享有很高的知名度。

首家也是唯一中醫自然療法主攻癌癥的醫療機構，進駐休斯
頓醫學中心，本中心以中醫自然療法治療中晚期來自世界各國的
癌癥患者。

主攻：蛇精®自然療法，宮頸卵巢癌、鼻咽癌、甲狀腺癌、
肝膽癌等惡性腫瘤。腰間盤突出、膝關節疼痛、神經元引起的癱
瘓、傷後疼痛的康復。
祖傳專治：小兒多動癥。

（本文由國際癌癥康復中心提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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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癌癥康復中心招聘助理，有醫療經驗者優先，綠卡和公

民待遇優，有意者面談。
國際癌癥康復中心

預約電話：702-526-6288；咨詢電話：281-818-7928.
地址：7505 Fannin St, ste 120,

Houston, TX77054（德州醫療中心）
門診時間：周一至周五9am—6pm
網址：www.icrc-houst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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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2----名中醫療效就是口碑名中醫療效就是口碑!!

美國國會議員代表給王淑霞醫生頒獎美國國會議員代表給王淑霞醫生頒獎

《《周師傅專欄周師傅專欄19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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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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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期我們列出了10道筆試題，今天我們接著再列

10道試題。
11，車輛裝置排氣設備有什麽作用？

答：減輕空氣汙染。
12，當交警指示你執行通常被認為是違反交通

規則的行為時，你應該怎麽辦？
答：遵從交警的指示。

13，車速為每小時70英裏時，踩剎車後到車輛
完全停止之時車輛將滑行多遠？
答：233英尺。

14，當校車停下，接送學生時，你停車後，何
時才可以再前進？
答：當校車的紅色信號燈熄時或校車司機招手示意
你可以前進時或校車開動前行之後，你才可以前進
。

15，當車速每小時50英裏，駕駛員目測危險到
踩剎車時，車輛將滑行多遠？
答：110英尺。

16，街角停車時，應距人行穿越道多遠？
答：20英尺以外。

17，車輛在市區內的時速限制是多少？
答：限速每小時30英裏。

18，每小時55英裏的限速標誌是否表示在任何
狀況下可以以55英裏的時速行駛？
答：不是，若在雨天、下雪、下冰雹或雨夾雪或路
面擁擠，視線不清時，則不能開到55英裏，須要
減速緩行。

19，在交叉路口、橋梁、鐵道多少英尺以內，
絕不可以在道路左半部行車或超車？
答：100英尺以內。

20，當進入十字路口準備轉彎時，但發覺不在
適當車道內，應如何處置？
答：繼續往前行駛，你應繼續前駛，轉入正確轉彎
車道，開至下一個十字路口才轉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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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師傅周師傅

（休士頓 / 秦鴻鈞報導）明鏡電視華盛頓特派員，美南電
視時政評論員劉屏，不幸於昨天（六月四日） 中午12時46分
，在牧師的禱告中離世。他的遺孀表示：今天剛好是六四事件
30周年紀念日，作為記者，他選在這個日子走。

教會將於6 月14 日為他舉辦追思會，骨灰將灑向大海。
明鏡電視董事長何頻先生表示： 「他是明鏡最優秀的同事

，明鏡同事都沒法接受他的突然離世。過去這幾天，劉屏先生
因病無法出現在節目之中。許多網友詢問，抱歉無法告知實情
。劉屏先生在幾天前還發信給我，說他為明鏡的發展感到欣慰
，為無法參加節目感到遺憾。」

本報系董事長李蔚華先生昨在得知噩耗後，立即向劉屏的
遺孀表示由衷的哀悼：

「靜芳請轉劉嫂夫人 麗芳女士
頃聞劉屏兄不幸去世 我們同感悲慟 劉兄英年早逝 文釆過

人 曾於年前在美南電視評論時政 觀眾無數 至今尚常得觀眾之
讚賞 如今劉兄離去 尚請節哀順變 謹代表美南新聞集團全體同
仁 表示由衷哀悼之意 並請靜芳代表踵門致哀。
李蔚華 朱勤勤 哀啟。
2019 年6月4日 休斯敦」

讓我們一起悼念這位優秀的記者，劉屏。

「「喪訊喪訊」」

（休士頓/ 秦鴻鈞報
導 ）佛光山中美寺昨（六
月四日）舉行記者會，介
紹該寺睽違兩年的 「中美
文化講壇」，將於今年六
月起正式恢復，並一口氣
連續舉行六場大型的演講
及演出活動。佛光山中美
寺新任當家覺法法師及
「中美文化講壇」趙辜懷

箴督導主持這場記者會。
她們首先介紹將於今年舉
行的六場活動，

1. 佛光山 佛陀紀念館
館長 如常法師 談 "從一筆
字到病後字, 看見慈悲的
力量"

6/26 (星期三) 下午 7:
30 於休斯頓佛光山中美
寺 (12550 Jebbia Lane,
Stafford TX 77477) 中文演
講 (現場並提供英語翻譯
直播耳機)
1、
6/26 7:30pm，
如常法師演講
佛陀紀念館館長

大師 70 歲眼疾，
之後開始寫一筆字
• 2016 腦中風之後所
寫的字，成 “病後字”
• 如常法師說： 「大師寫
的書法只有一法，那就是
慈悲的力量。」

• 慈悲是宇宙最大的力量
，可以超越一切障礙，
• 不僅是書法，有淨化社
會的公益使命
• 星雲大師也說過： 「一
個人寧可以什麼都沒有，
但不能沒有慈悲！」
• 一筆字正是星雲大師慈
悲心的展現。
• 建寺、教育、文化、星
雲大師公益信託、好苗子
、真善美獎、等

2. 佛光山 星雲大師之
首席翻譯 妙光法師 英話
演 講 "We Are All Bud-
dhas - My Journey of
Self-Discovery" . 暑 假 期

間, 此 英 文 專 題,
特別鼓勵年輕人參
加.
2、 6/27 11am，
妙光法師演講
妙光法師人間佛
教的翻譯使者
11 歲移民澳洲於
是妙光法師從參加
兒童班到加入佛光
青年團
她的願景就是將來
把人間佛教弘揚到
全世界時，
必定不能忘記星雲
大師背後的初衷；

也希望能在未來的十年之
內，把大師的著作都翻譯
成西方人士
看得懂的書籍，進而讓他
們親自品味、體現人間佛
教。

6/27 ( 星 期 四) 上 午
10:30 於休斯頓大學 A.D.
Bruce Religion Center
(3800 Cullen Blvd, Hous-
ton TX 77004)

佛光山 佛陀紀念館位
於台灣高雄市，去參觀過
的朋友, 一定印象深刻. 它
是一座融和古今中外, 傳
統與現代結合的建築. 其
主體本館外, 更有 「前八
塔,後大佛,南靈山,北祇園
」的宏偉格局. 此次兩位
來自該地的大師到訪, 談
佛學哲理, 是非常值得把
握的機會. 如需更多相關
資訊, 請直接與 休斯頓 佛
光 山 中 美 寺 洽 詢 (Tel
281-495-3100)

另外， 「中美文化講
壇」在今年另還有以下四
場活動：九月台北新劇團
京劇演出
李寶春團長領銜演出
9/14/19 星期六晚上7:30
三個折子：秦香蓮、擋馬
、路遙知馬力。

9/15/19 星
期日下午 3:
00
全本：寶蓮
神燈。

10/27/19 星期日下午2:00
白先勇
「紅樓夢後四十回的悲劇

力量—-寶玉出家與黛玉
之死」
11/17/19 星期日下午2:00

柏克萊大學亞洲研究
所前任所長葉文心教授演
講
3、 辜公亮文教基金會新
劇團京劇演出

Hobby center、 Zilkha
Hall

戲票：$50、$30
收入全數捐給McDon-

ald House，協助癌症兒童
a. 9/14 秦香蓮，擋馬，美
猴王
b. 9/15 全本寶蓮神燈

李寶春是台北新劇團
的首席演員，也是三代梨
園世家。父親李少春在梅
蘭芳時期就已經家喻戶曉
。李寶春傳承了父親李少
春，京劇李派藝術的創始
人，的絕活兒，可以演：
工武生、老生、文武老生
等角色， 在京劇演員裡，
絕對是非常非常難得的人
才。

台北新劇團是由一群
熱愛京劇的年輕演員組成

，在台灣、中國、歐洲、
美洲都享有盛名。此次新
劇團全團包括文武場，都
齊聚在休士頓演出，真的
是非常難得的機會，也身
兼傳播中華傳統文化重要
的任務。

紅樓夢後四十回爭議
最大， 胡適之認為不是曹
雪芹寫的，是程、高二人
編的。

白先勇認為，是曹雪
芹自己寫的，不然風格不
可能如此相似，而程、高
二人是結集修補。

故而這個演講，由一
生研究紅樓夢的白先勇親
自演說，內容肯定精彩。

黛玉的死、寶玉的出
家，給紅樓夢做了一個最
好的結尾。

紅樓夢是比美於西方
的莎士比亞。

5. 11/17 葉文心演講
前 任 Institute of East Asia
study at UC Berkeley.
現任 UC Berkeley 歷史系
教授
“近代史上的桃花扇“

世紀百年內文藝思潮
的演變，深刻地影響了對
歷史悲劇《桃花扇》的評
價。

民 初 梁 啟 超 從 振 興
“國民精神”的思想認識
出發，打出了《桃花扇》

的民族主義旗幟。對桃花
扇的研究，“史識”多，
但“藝識”少。

新中國成立後，學者
們運用歷史唯物論來評價
《桃花扇》，肯定了作者
孔尚任的愛國主義思想，
評析了《桃》劇。文革時
期，孔尚任和《桃花扇》
遭到了批判，被徹底否定
。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
以來，學術思想活躍，孔
尚任《桃花扇》的研究得
以回到正常的學術軌道上
，湧現了一批新成果 。

葉教授是研究中國近
代史的佼佼者，她對桃花
扇從南朝到現代

另外，她們也介紹佛
光山中美寺將於兩場演講
的前一天，即 6 月 25 日
（星期二） 下午三時，前
往萊斯大學的Fondren Li-
brary ,捐贈世界佛教美術
圖説大辭典中文版及 「星
雲大師全集」，及 6 月 26
日上午十時，將赴休士頓
大學Rockwell Pavilion, M.
D.Anderson Library (4800
Calhoun Rd. Houston ,TX
77004 )捐贈 「世界佛教美
術圖說大辭典」（中文版
）及（英文版）及佛光出
版社英文書籍。

佛光山中美寺昨舉行記者會
介紹 「2019中美文化講壇」 六場活動及二場捐書會

中美寺代表出席記者會中美寺代表出席記者會（（右起右起））趙辜懷箴督導趙辜懷箴督導，，如悟法師如悟法師
、、中美寺當家覺法法師中美寺當家覺法法師,, 秘書長黃春燕秘書長黃春燕，，佛光會總幹事佛光會總幹事
FrankFrank 劉劉。（。（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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