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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玻璃懸橋上演福建玻璃懸橋上演““高空走秀高空走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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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618”電商購物看中國消費新動向

天貓平臺小家電迎來爆發，1分鐘

銷售破億元，4分鐘銷售額超去年壹小

時；京東生鮮半小時銷售約2000噸生鮮

產品，3分鐘賣出86萬只小龍蝦；蘇寧

易購第壹小時訂單量同比增長215%；網

易考拉僅過101分鐘就突破去年首日數

值……

“618”購物活動正如火如荼地進

行，各家電商平臺消費數據再創新高。

這壹與“雙11”並行的網絡購物節，不

僅是觀察中國消費新風向的重要窗口，

更折射出中國經濟蘊藏的充沛活力。

潛力巨大
國貨“逆襲”成“新寵”
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發

布的第43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

計報告》顯示，截至2018年12月，我國

網絡購物用戶規模達6.1億。龐大的網絡

消費群體不僅代表巨大的市場潛力，更

體現了中國消費的內生變化。

今年“618”期間，國貨品牌集體

“逆襲”，迎來爆發式增長，成為消費

者購物車裏的“新寵”。

深圳的趙女士在網上下單了壹部華

為手機，顏色是網紅款“赤茶橘”。

“現在的國貨質量上乘，設計感也越來

越足，性價比很高，我在購物時會更傾

向選擇國產品牌。”她說。

個體消費行為的背後，是億萬中國

消費者的選擇之變。從中國制造到中國

創造、中國設計，國產品牌正得到越來

越多消費者的認可。

統計數據顯示，“618”期間，天貓

平臺“億元俱樂部”的品牌中，國貨品

牌超六成；蘇寧易購智能酷玩類產品銷

量TOP5品牌依次為小度、小米、蘇寧小

Biu、Yeelight、鹿客，全部為國產品牌

。

商務部流通產業促進中心現代服務

業處處長陳麗芬表示，近幾年國貨提質

創新，消費者對國貨的認知度和信任度

不斷提升，加之對本土文化的情感共鳴

，未來消費從“西化”回歸“本土化”

將會成為壹大新趨勢。

線上+線下
“花式服務”瞄準消費新藍海
線上線下深度聯動，今年“618”電

商平臺又有了不少“新玩法”。

蘇寧舉辦“龍蝦啤酒節”等壹系列

線下活動，與線上促銷結合，雙管齊下

激活夏日消費。部分電商平臺將APP與

線下實體店流量打通，消費者線上領取

優惠券，即可在線下門店享受“618”優

惠福利。

相比於實體商品，服務類商品市場

正成為電商平臺瞄準的消費新藍海。

與健康服務類商家合作，京東健康

在“618”期間通過全國5000多家線下

實體店，為消費者提供體檢、齒科、孕

產、按摩等健康醫療服務；蘇寧推出“1

小時服務圈”，專註社區生活即時服務

，主打快遞代收代寄、家電維修清洗兩

大核心業務。

“未來，零售活動將融入生活中。

不同場景的時空間隔被打破，產業的固

定邊界將逐漸消失。”京東零售集團輪

值CEO徐雷說。

中國貿促會研究院國際貿易研究部

主任趙萍表示，市場繁榮與企業不斷加

大創新、線上線下融合步伐加快有直接

關系。電商平臺創新服務內容，會進壹

步激發服務市場的巨大消費潛力。

市場下沈
“小鎮青年”成消費新主力
今年“618”期間，各大電商平臺在

下沈市場“圈粉”無數。從衣食住行到

休閑娛樂，來自三四線城市的“小鎮青

年”，成為消費的新主力軍。

實際上，近幾年電商平臺壹直在嘗

試基於社交的新業務，利用微信等社交

媒體的流量入口，憑借社交裂變快速觸

達消費人群，把市場下沈到三四線城市

和農村。

天貓數據顯示，6月16日全天，三

至五線城市用戶為書籍貢獻的成交量，

比去年增幅超350%。此外，電動牙刷、

體脂秤、車載小冰箱等產品備受“小鎮

青年”歡迎。

京東家電專賣店數據顯示，6月1日

以來，村鎮居民購買的平板電視中，

51%是55英寸及以上的大屏幕電視，全

面屏電視銷售額比去年翻了壹番。

拼多多數據顯示，其3C產品於下沈

市場的訂單量同比增速超過壹二線城市

，更多的實物訂單來自三線城市以下的

消費者，而農產品訂單則更多來自壹二

線城市。

分析人士認為，電商平臺加速向三

四線城市和農村滲透，幫助商家抓住增

量市場，“小鎮青年”的強大購買力，

也展現了當下國內市場蓬勃的消費需求

和強勁的增長動能。

“品質消費”倒逼制造業提質升級
過去不管是“雙11”還是“618”，

人們的熱情更多在“搶爆款”和“淘便

宜”上。如今的消費者在下單時，不再

只盯著價格，而是追求品質優良、性價

比高的“尖貨”。

傳統羽絨服品牌波司登對此深有感

觸。在波司登集團財務總監朱高峰看來

，品牌要起來，必須創新。“隨著羽絨

服時尚性的提升，消費者從單壹的禦寒

訴求轉變為體驗訴求。波司登率先使用

全球頂級優質羽絨，在設計上，與國內

外多位知名設計師合作，整合全球設計

力量，帶給消費者全新體驗。”

波司登只是眾多企業轉型的壹個縮

影。消費者對品質的追求，正在倒逼制

造業不斷提質升級。

網易嚴選、京東京造、蘇寧極物

……消費升級趨勢下，壹批主打“物美

價優模式”的新型電商平臺應運而生。

篩選最優性價比商品，直連工廠和用戶

，讓消費者花更少的錢和時間，過上更

美好的生活。

“消費升級倒逼制造業提質，制造

業提質則會進壹步加速消費升級。通過

消費數據挖掘，可以對傳統制造業進行

反向定制，實現‘按需生產’，推動社

會生產方式向精益化、規模化定制的方

向轉變。”陳麗芬說。

中國金融科技企業為何“搶灘”東南亞？
綜合報導 處於世界前沿的中國金融科技企業

正走向海外，東南亞成為他們不約而同瞄準的目標

。從以BATJ（百度、阿裏巴巴、騰訊、京東）為

代表的互聯網巨頭，到陸金所、宜信、恒昌等金融

科技公司，都將目光鎖定此處。

處於成長期且相對穩定的市場，是中國金融科

技企業“搶灘”東南亞的主要原因之壹。谷歌和淡

馬錫的壹項聯合研究顯示，預計到2025年東南亞互

聯網經濟規模將突破2400億美元。隨著互聯網經濟

發展，金融科技在東南亞市場亦愈加受到關註。

金融城與恒昌近日聯合發布的《東南亞金融科

技的現狀與發展報告》則指出，隨著“壹帶壹路”

建設推進，越來越多中資企業將東南亞地區作為出

海首選地。同時，地緣、人口、經濟發展潛力三大

因素疊加，使東南亞成為中國金融科技企業的必爭

之地。

“中國金融科技企業出海東南亞是互惠互利的

事。”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原所長

張承惠表示，對東南亞各國來說，吸引中國企業既

能提升本國金融科技能力，也能提升其普惠金融服

務水平。對中企來說，利用前期積累的資金、人才

和技術打通“走出去”的渠道，則能獲得更廣闊發

展空間。

值得壹提的是，由於東南亞各國歷史國情、營

商環境和市場競爭等差異較大，各地金融科技水平

參差不齊，該市場在遍地機遇的同時也存在風險。

分析指出，東南亞地區各國金融科技發展分化

明顯：新加坡表現最為亮眼，各領域發展全面領先

；印尼、菲律賓作為新興金融科技市場，人口基數

大、互聯網普及率高，發展潛力十足；越南、柬埔

寨市場尚處於萌芽階段，金融科技業務發展有限，

未來期待資本力量助推初創企業發展。

針對東南亞各國監管文化各異、國際型人才緊

缺、本土化融入不易、數據隱私保護等出海中國企

業面臨的挑戰，前述《報告》提出幾方面建議。

例如，東南亞各國在語言、政策、消費習慣及

經濟發展水平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差異，出海中國

企業應因地制宜制定發展戰略。無論是機構合作還

是市場拓展，都須長期堅持、不斷融入，在業務開

展過程中不能照搬國內經驗。

與此同時，中國企業應在充分了解目的地國家

政策和市場的情況下，積極加入當地行業自律協會

和交流平臺，開展同業交流與合作，做好合規合法

經營，並在團隊搭建和日常經營管理過程中大力招

聘本地員工，從而更快融入當地市場。

“中國企業到東南亞發展金融科技要吸取互金

行業發展教訓，少走彎路。”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

究中心副主任黃卓提醒，相關企業要把握金融業務

風險本質，牢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定位。他還建議

，出海企業應構建金融科技生態圈，重視跨境業務

中不同國家間互聯互通，以及金融科技發展技術標

準制定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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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識伯克利 -中國美食：記古月飄香

這個川菜館具體位於這個川菜館具體位於Bancroft WayBancroft Way和和BowditchBowditch街道交界處街道交界處，，緊鄰加州伯克利大緊鄰加州伯克利大
學學，，以麻辣味的川菜為主以麻辣味的川菜為主，，是伯克利國際華人師生最喜歡的是伯克利國際華人師生最喜歡的，，品嚐中國美食的品嚐中國美食的
中餐館中餐館。。他家的菜分量足他家的菜分量足、、價格實惠價格實惠，，其中缽缽雞其中缽缽雞、、東坡肉東坡肉、、麻辣魚麻辣魚、、牙籤羊牙籤羊
肉肉、、一碗香一碗香、、辣子雞等特受歡迎辣子雞等特受歡迎。。百聞不如一見百聞不如一見、、下面分享幾張他們的招牌特下面分享幾張他們的招牌特
色菜色菜，，以供參考以供參考。。

伯克利加利福利亞大廳伯克利加利福利亞大廳

一碗香一碗香：：獨特地風格將回鍋獨特地風格將回鍋
肉肉、、辣椒與豆角雞蛋融合一辣椒與豆角雞蛋融合一
起起、、特別美味特別美味。。

麻辣魚麻辣魚：：可以採用鮮可以採用鮮
魚或魚片為食材魚或魚片為食材、、含含
有木耳有木耳、、蔬菜等為素蔬菜等為素
材材，，麻辣味十足麻辣味十足

感恩上帝的安排感恩上帝的安排，，今天榮幸參觀了加州今天榮幸參觀了加州BerkeleyBerkeley大大
學學，，聽朋友推薦專程到在聽朋友推薦專程到在BerkeleyBerkeley大門前的一家非大門前的一家非

常地道的四川餐館常地道的四川餐館：：古古
月飄香來品嚐美食月飄香來品嚐美食
。。

麻辣魚麻辣魚、、辣子雞辣子雞、、宮保雞宮保雞、、清炒豆苗清炒豆苗

果然菜餚美味可口果然菜餚美味可口、、每天客源不斷每天客源不斷，，顧客很顧客很
多是多是BerkleyBerkley在校師生和家長們在校師生和家長們。。我到了這家我到了這家
餐館徬彿到了自己家一樣餐館徬彿到了自己家一樣，，老闆和老闆娘都老闆和老闆娘都
很熱情好客很熱情好客，，服務人員也很周到服務人員也很周到。。對於我這對於我這
個外來遊客提供了很多的關照個外來遊客提供了很多的關照。。若您有機會若您有機會
來高級學府伯克利大學參觀或考察時來高級學府伯克利大學參觀或考察時，，一定一定
要去嘗嘗要去嘗嘗《《古月飄香古月飄香》》的美食的美食，，不僅讓您得不僅讓您得
享美食口福享美食口福、、而且領略異客還鄉的感覺而且領略異客還鄉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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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俊明 廣州

報道）24日，首屆粵港澳大灣區文化藝

術節開幕式晚會舉行，而來自三地的交

響樂團、歌手以及青少年學生也首度在

三地“同框”同演。廣東省文化和旅遊

廳有關負責人表示，僅去年，粵港澳文

化交流總數突破400批7,200多人次。

其中，7月舉行的大灣區小學生詩歌季

將吸引三地近20所學校、共300個家庭

參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俊明 廣
州報道）24日的文藝節開幕式晚會實
現了“多個首次”：廣州主會場晚會
與香港、澳門及各分會場實現多地聯
動；來自廣州、香港、澳門的交響樂
團、歌手以及青少年學生首次在三地
“同框”同演；還有原創主題曲和多
個原創節目首次亮相。晚會總導演王
偉華表示，以嶺南文化為紐帶，把粵
港澳三地同聲同氣、同根同源的灣區
人文內涵充分表達出來，反映灣區民
眾共同開創美好未來的期待和信心。

其中，晚會最大的亮點是從音
樂、演員的選擇和編排上都凸顯粵港
澳特色。來自香港的成龍和歌手容祖
兒共同演唱主題曲《我們相親相
愛》；譚詠麟演唱《獅子山下》和
《朋友》兩首經典粵語歌；曾小敏、
丁凡、歐凱明、吳非凡、王志良、曾
慧等三地粵劇名伶同台演繹經典粵劇
選段。

晚會尾聲還在廣州、香港、澳門三
地上演大型城市廣場多時空交響合唱：
香港著名歌手張明敏攜手澳門歌手夏利
奧、內地歌手金婷婷在廣州大劇院主會
場領唱《我和我的祖國》，三地學生同
台合唱；廣州交響樂團、香港管弦樂
團、澳門樂團將首次嘗試跨時空合作，
在廣州大劇院、香港藝術博物館、澳門
大學音樂廳三地合作演奏。

藝術節期間，大灣區各地的民間
文藝嘉年華廣場活動還將展示香港的
醒獅和澳門土風舞、醉龍、麒麟舞等
嶺南非物質文化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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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屆灣區文藝節首屆灣區文藝節 三地精品紛呈三地精品紛呈
交響樂戲劇詩歌季齊登場 不少作品由粵港澳藝術家聯袂打造

24日開幕式上，廣州主會場晚會與香港、澳
門及各分會場首次實現多地聯動。廣東

省文旅廳有關負責人（下稱負責人）說：“首屆粵
港澳大灣區文藝節由廣東省政府與國家文化和旅遊
部、香港特區政府、澳門特區政府共同主辦，這是
為貫徹落實《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大力
推動‘共建人文灣區’的具體舉措。”

出席文藝節開幕晚會的香港特區政府行政長官
代表、香港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表示，文藝節有
來自大灣區各市的藝術家及藝術團體參加，包括香
港知名歌星、香港管弦樂團等參與演出。而自去年
起，香港特區政府便投入超過1億元港幣在5年內
支持藝術家及團體到大灣區演出和交流，促進大灣
區文化藝術的合作與發展。他期待，大灣區不僅成
為全球經濟發展最發達的地區，也是全球文化交流
最繁榮的平台。

三地同打造 活動逾100場
負責人表示，三地文藝家合作日益增多，首屆

文藝節的100多項活動便有不少精品由三地藝術家
共同打造，譬如文藝節主題歌《我們相親相愛》由
內地著名詞作家瞿琮譜詞、張磊作曲，香港歌手成
龍和容祖兒演唱。而粵港澳戲劇交流合作項目——

大型粵語舞台劇《孔子．回首63》正在大灣區內巡
演。

小學生詩歌季 粵語誦《嶺南》
作為首屆大灣區文藝節專項活動，“粵港澳大

灣區小學生詩歌季”將於7月5日在廣州舉行啟動
儀式，屆時三地學生將以歌舞的形式演繹以大灣區
青少年交流交融為主題的優秀詩歌作品，並帶來粵
語朗誦《嶺南》，三地粵劇小傳承人將同台表演。
三地學生及家長將共同走讀廣州、佛山等地，開啟
一段嶺南“詩意”之旅。

據主辦方透露，在廣州，粵港澳三地學生及家
長將參觀永慶坊、粵劇藝術博物館、廣州城市規劃
展覽館等嶺南文化地標，深度走讀廣州，探訪城市
文化記憶；在佛山，他們將有機會前往周星馳電影
《新喜劇之王》拍攝地國藝影視城，參與非遺文化
體驗營等活動。

同時，香港戲劇近年越來越多北上進入內地市
場，而廣東成為首選地。繼廣州大劇院聯手香港演
戲家族首次嘗試聯合製作音樂劇《朝暮有情人》之
後，深圳、香港兩地合作的粵劇《百花亭贈劍》近

期全新亮相，這也是深圳“一帶一路”國際音樂季
首次探索與香港文藝節聯合製作重磅演出。而“粵
港澳青年戲劇交流計劃”覆蓋戲劇創作、製作、演
出以及人才培訓等重要環節，促進三地戲劇藝術發
展。

據廣東省文旅廳數據顯示，去年粵港澳文化交
流總數突破400批7,200多人次。目前，粵港澳青
年文化之旅、粵港澳青少年粵劇藝術夏令營等活動
每年舉行。僅“粵港澳青年文化之旅”便已經吸引
總共超1,000名青年學生參加，共同領略嶺南文化
精髓。

每年辦文藝節 致力音樂電影
負責人透露，今年起，每年都將舉辦一屆大

灣區文化文藝節，在香港、澳門和珠三角9市中選
取1個城市承辦，“一地為主、三地聯動”。據了
解，大灣區此後還將致力文化產業合作，包括在
文化、創意設計以及互聯網文化產業等方面着
力；而目前三地音樂界正加快建設粵港澳大灣區
音樂創新產業基地，並籌建粵港澳大灣區電影聯
盟。

■■2424日晚日晚，，文化藝術節在文化藝術節在
廣州大劇院舉行開幕式廣州大劇院舉行開幕式，，
圖為廣州交響樂團演奏交圖為廣州交響樂團演奏交
響樂響樂《《美麗大灣區美麗大灣區》。》。
香港文匯報記者方俊明香港文匯報記者方俊明 攝攝

■大型粵語舞台劇《孔子·回首63》正在大灣
區內巡演。圖為該劇舞台現場。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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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阿根廷同組的哥倫比亞，於
北京時間24日早上的巴西美洲盃最
後一輪分組賽，以1球淨勝巴拉
圭，分組3戰全勝下，以B組首名
身份殺入8強。

已提前一輪鎖定B組首名的哥
倫比亞，是役由古斯達禾古拿在上
半場30分鐘射入全場唯一入球，順
利以1球淨勝巴拉圭，小組3戰3勝
積9分，強勢闖入8強，將與C組
第2名爭奪準決賽資格。至於巴拉
圭則要觀望在香港時間周二早上登
場的日本對厄瓜多爾戰果，才能知
道能否以分組最佳成績第3名身份
晉級8強。

哥倫比亞教練基羅斯賽後表哥倫比亞教練基羅斯賽後表
示示：“：“我非常滿意球隊是日的表我非常滿意球隊是日的表
現現，，贏得美洲盃冠軍是我們的終極贏得美洲盃冠軍是我們的終極
目標目標。”。”巴拉圭教練貝列素稱巴拉圭教練貝列素稱：：
““球隊今仗於中場有很多傳球失球隊今仗於中場有很多傳球失

誤誤，，進攻不夠流暢進攻不夠流暢，，但總括而但總括而
言不算是一場失敗的比賽言不算是一場失敗的比賽，，因因
於我而言失敗是不努力去爭於我而言失敗是不努力去爭
勝勝，，但球隊沒有這樣的問題但球隊沒有這樣的問題，，
希望我們最終可以殺入希望我們最終可以殺入88強強，，
並於往後不斷保持進步並於往後不斷保持進步。”。”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浩然楊浩然

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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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亞

雖然賽前有消息指祖雲達斯球星保羅
戴巴拿將會正選登場，但阿根廷教

練史卡朗尼最終卻以拿達路馬天尼斯、阿古路
和美斯合組攻擊鐵三角。級數較高的阿根廷甫開
賽已佔盡上風，更於初段借卡塔爾後防傳球失
誤，由拿達路馬天尼斯截得皮球並射入。阿根廷之
後未有放慢腳步，只是阿古路、奧達文迪和馬天尼
斯先後失機。到下半場，保羅戴巴拿後備上陣，直至
82分鐘，這位首兩輪後備坐全場的前鋒貢獻助攻，傳
給阿古路射入，協助阿根廷淨勝兩球，B組1勝1和1
負積4分升上小組次名，出線8強，對手為委內瑞拉。
美斯賽後接受訪問時表示：“這種決定生死的比賽很難應付，因為你要背負很大的壓

力，一定要贏才可以。幸而大家沒有被壓力壓垮，最終戰果令我們鬆一口氣，球隊非常需要
一場勝利振奮士氣。從現在開始就進入淘汰賽了，每一場比賽都不能怠慢，阿根廷不能再犯
之前的錯誤。重要的是，我們通過了分組賽的考驗，依然有機會奪冠，而這場比賽也讓隊友
們增添了很多信心。對阿根廷而言，美洲盃現在才是正式開始，事實經歷過3場分組賽
後，隊員之間的默契正在慢慢增加，球隊實力在逐漸恢復過來。今天的勝利絕對有助於
我們應付接下來對委內瑞拉的8強賽。”

卡塔爾輸球出局 主帥謂獲益良多
至於分組賽得1和2負的卡塔爾最終被淘汰出局，但教練山齊士認

為，今次獲邀請參賽對球隊爭取進步有很大幫助：“整體而言我們
的表現已十分不俗，是役面對阿根廷也製造到一些機會。事實
上卡塔爾的球員還是很年輕，因此才會出現如首個失球般的
錯誤，然而，我們總算成功令美斯未能取得入球。今次參
與美洲盃，球員發揮出很好的專業精神，戰鬥至最後一
分鐘，今次參與美洲盃的經驗對球隊十分重要，有助
於未來的成長。希望球員可以從錯誤中學習，並逐

步糾正這些錯誤。”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浩然

阿根廷於北京時間24日早上舉行的巴

西美洲國家盃最後一輪分組賽，順利以兩球淨勝卡塔

爾，成功以B組次名身份獲得一個8強席位，將與委內瑞拉爭

入準決賽。重返國家隊的美斯賽後明顯鬆一口氣，更豪言本屆

美洲盃在這個時候其實才是正式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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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達路馬天尼斯(右)入球瞬間。路透社

■■古斯達禾古斯達禾
古拿古拿((中中))射射
破巴拉圭門破巴拉圭門
將的將的““大細大細
龍門龍門”。”。

美聯社美聯社

■■保羅戴巴拿保羅戴巴拿((右右))吸引對方守衛盯吸引對方守衛盯
防防，，為隊友製造更多空間為隊友製造更多空間。。 路透社路透社

■■阿古路阿古路((站右者站右者))攻入確保勝局的攻入確保勝局的
一球一球，，同美斯擁抱慶祝同美斯擁抱慶祝。。 路透社路透社

2019年3×3籃球世
界盃女籃決賽當地時間
23日在荷蘭阿姆斯特丹
進行，中國3×3女籃以
19：13戰勝匈牙利女籃
成功問鼎冠軍，獲得中
國籃球史上首個世界冠
軍。
近年來，在國際籃

聯推動下，三人籃球運
動在許多國家蓬勃發
展，先後成為夏季青奧
會、亞運會等綜合性運
動會的正式比賽項目，
2017年6月經國際奧委會
批准成為2020年東京奧
運會正式比賽項目。
2019年3×3籃球世

界盃於本月18日起在阿姆斯特丹舉
行，中國3×3女籃派出來自上海女籃
的張芷婷、李穎韻和江蘇女籃的姜佳
音、原山西女籃的吳迪出戰。中國女
將在小組賽先後戰勝土庫曼斯坦、拉
脫維亞、匈牙利和荷蘭，並在淘汰賽
中戰勝羅馬尼亞、澳洲，挺進決賽。
決賽，中國女籃與小組賽對手匈

牙利隊再度相遇。憑藉張芷婷的高度
優勢和吳迪的突破能力，中國女籃以
19：13“雙殺”對手，成功問鼎本屆
3×3籃球世界盃女子組冠軍，取得了

中國籃球史上首個世界冠軍。而根據
國際籃聯頒佈的東京奧運會參賽辦
法，到今年11月，世界排名前三的國
家將直接獲得奧運會門票。此次奪冠
所獲積分也將為中國3×3女籃提前獲
得東京奧運入場券打下堅實基礎。

“非常感謝這個集體，取得冠軍太
不容易。我們每個人都很團結，為了奪
冠，所有人傾盡全力。”張芷婷表示。

男子組方面，美國隊以7戰全勝
的戰績奪得冠軍。中國隊在小組賽4
戰全敗，僅位列第19位。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黎永淦）正
在德國科特布斯出戰短途場地單車
賽的“牛下女車神”李慧詩（Sarah），
北京時間24日凌晨再傳來捷報，一
日雙賽連贏女子凱林賽冠軍及500米
計時賽亞軍，總結2日賽事共獲2金
1銀獎牌，連同早前捷克站包攬雙
金，Sarah 在兩個賽站共獲 4金 1
銀，為衝擊東京奧運獎牌注入強心
針。

身披白色“彩虹戰衣”的Sarah
在德國站首天已於爭先賽封后，翌
日轉戰凱林賽再持續勇態。初賽及
復活賽成功過關斬將後，Sarah與包

括國家隊選手鍾天使及林俊紅等勁
敵會師決賽，最終Sarah不負眾望，
再下一城獲得今站第2金，繼捷克場
地賽後再度成為“雙金得主”。之
後Sarah再於 500米計時賽殺入三
甲，以34.931秒成積壓過35.297秒
的鍾天使，僅次於德國前世青冠軍
Lea Sophie Friedrich屈居亞席。

港隊連續兩站高奏凱歌後，將
繼續留在德國，備戰幾日後的比
賽；大軍稍後返港準備下月初的全
港場地單車錦標賽，相信Sarah及一
眾港將都會亮相香港單車館，在香
港粉絲面前獻技。

中國女籃首奪三人籃球世盃冠軍

■■中國球手姜佳中國球手姜佳
音突破上籃音突破上籃。。

FIBAFIBA圖片圖片

■■中國隊慶祝奪冠中國隊慶祝奪冠。。 法新社法新社

美斯：美洲盃現在才真正開始

■李慧詩
（右）與
對手鬥智
鬥勇。
官網圖片

李慧詩勇態
德國場地賽添金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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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深/圖文】6 月 24 日晚，休斯
敦國際區區長、美南新聞集團董事長、
國際貿易中心主席李蔚華先生在官邸主
持招待會，歡迎埃塞俄比亞駐美大使
Fitsum Arega 訪問休斯敦。德克薩斯州
州議員、休斯敦市市議員、哈瑞斯郡議
員以及休斯敦政商界、金融界、投資界
、地產界等80餘人應邀出席。

李蔚華區長熱烈歡迎埃塞俄比亞駐
美大使 Fitsum Arega到訪休斯敦並致歡
迎辭，他說：“今年是美南新聞集團成
立 40 週年，也是我創業發展的四十週
年，我們過去的 40 年取得了可喜的成
就，我們將繼續同世界各國和各民族通
力合作，向更大、更遠的目標邁進！
” “休斯頓作為一個多元化的城市，
歷年來吸引了不同國家的移民湧入，也
促進了休斯敦對外貿易的迅猛發展。因
此，我們於 2006 成立了跨國界、跨種
族、跨文化、跨地域的國際貿易中心，
希望能與埃塞俄比亞在經濟、文化、教
育、醫療、旅遊等各個方面的全面了解
與合作，並到埃塞俄比亞去投資。”

埃塞俄比亞榮譽總領事、國際貿易
中心共同主席 Hon Gezahgen Kebede介
紹埃塞俄比亞駐美大使 Fitsum Arega。
他指出 Fitsum Arega是埃塞俄比亞的外
交官，現任埃塞俄比亞駐美國大使。
Fitsum Area也是埃塞俄比亞投資委員會
總幹事和埃塞俄比亞總理的參謀長，吸
引外國投資人到埃塞俄比亞投資。他說
美國大使的職位被認為是埃塞俄比亞外
交部門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大使的主要
職責是向美國政府和人民介紹埃塞俄比

亞的政策，並向埃塞俄比亞政府報告美
國的政策和觀點。他是兩國之間的主要
溝通渠道，在條約談判中發揮著重要作
用。

埃塞俄比亞駐美大使 Fitsum Arega
在致辭中說到，他感謝李蔚華區長精心
的組織安排這次招待會，感謝休斯敦政
界各級官員和商界的朋友們的鼎力支持
。他說：“這是我一周訪問的第五個美
國城市，也是本次活動的最後一站。我
喜歡德克薩斯州，也喜歡休斯敦。歡迎
各位前往我們擁有歷史悠久的非洲國家
埃塞俄比亞去投資和旅遊！我們的政府
歡迎美國和埃塞俄比亞之間進行雙邊貿
易來往，開展業務並加強聯繫。”“埃
塞俄比亞有前途的投資領域包括製造業
、電信業、電力和太陽能以及創意藝
術/娛樂業等。” Arega 接著說：“本
次訪問了舊金山、洛杉磯、聖地亞哥、
拉斯維加斯和休斯敦，和民選官員和商
界領袖分享這一投資信息，目的是告知
投資者，尤其是非洲裔美國人，埃塞俄
比亞擁有潛在合作夥伴關係和快速經濟
增長指標，這將有利於個人和公司以及
埃塞俄比亞國家的經濟發展。”

李蔚華董事長向埃塞俄比亞駐美大
使 Fitsum Arega贈送美南新聞集團成立
40週年紀念絲巾，歡迎大使訪問美南新
聞集團。

招待會期間，李蔚華董事長舉行了
自助餐晚宴，並邀請到鋼琴演奏家、流
行歌手朱瑞薇現場鋼琴彈唱；休斯敦著
名歌星Kijana Wiseman演唱《 Pie Jesu》
將招待會推向高潮。

李蔚華區長主持招待會 歡迎埃塞俄比亞駐美大使Fitsum Arega訪問休斯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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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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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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靚麗瓷都 中國 龍泉——摩洛哥 非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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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日 Wednesday, June 26,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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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梅子）選擇
好的地板，無論是對於身
體健康還是美化家居來說
，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
您不是家居建築行業專業

人士，就很難搞清楚該如
何選擇合適的地板、如何
辨別每種地板的真偽。家
庭裝修中，地板是項大開
支，預算充裕與否、地板

的舒適程度如何、後期如
何保養、是否環保等都是
要綜合考慮的因素。市場
上太多選擇，對於一般人
來說，反而更難選擇。那

麽，我推薦您去又福地板
，這裏各式建材種類齊全
，質量品質全部達到國際
綠色環保標準。廠家直接
發貨，價格實惠。主要經
營 laminate，Engineer木地
板，另外為了方便消費者
一站式購物的需要，還銷
售各式地毯，瓷磚，大理
石，花崗巖地磚，選擇多
樣。而且還承接安裝，工
程質量保證專業，用過的
人都說好。又福地板還是
全美BBB會員，是靠得住的
商家，去年還贏得了美國
木板行業協會的金獎。又
福地板的負責人俞先生有
幾十年從業經驗，2017年3
月還拿到了 NALFA 頒發的
地板檢查員的 license。來
到又福地板，俞先生會根
據您房屋的建築、結構、
朝向、功能、預算等情況
，幫您參謀是用冷色調還
是暖色調，用實木還是合

成或者石材？真正幫客戶
省錢又貼心，讓客人有放
心的感覺。俞先生看著面
相就誠實厚道，態度又親
切，而且還誠心地幫客戶
著想，這樣的商家確實不
多見。
在美國最權威的裝飾裝修
網houzz.com上，又福地板
的點擊率是非常高的，排
名靠前，對於又福地板安
裝的樣板間和裝修方案，
美國主流客人和外州客人
都非常認可，產品行銷全
美各地。
如果您需要裝修您的居屋
，來又福地板，找俞老板
沒錯！
又福地板公司地址：9630

Clarewood Dr. B3,
Houston, TX 77036，

電話：281-501-8330、
832-978-6440

網址：www.yulfgroup.com
。

用又福地板用又福地板，，安心又放心安心又放心！！

《《周師傅專欄周師傅專欄22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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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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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前面三期期我們列出了30道筆試題，今天我們
接著再列10道試題。

31，問：若被要求提出財務責任證明，該項證
明需保留多久？

答：兩年。
32，下坡行車時應用哪檔？

答：低檔。
33，指導初學駕車的教練，應具備哪些條件？

答：須年滿21歲有正式駕照，而且學生必須有
駕駛許可證。
34，十八歲以下者，其有條件的駕照何時期滿？

答：至其18歲生日那天期滿。
35，平行停車時，靠邊的車輪距離路邊水泥墩不得
超過多少英寸？

答：18英寸。
36，跟隨前車行駛時，什麽是決定前後兩車車距的
規則？

答：至少比前車慢2秒。
37，駕駛人變更地址時應向何機構報備？

答：30天內到公共安全局報備。
38，服食大麻和安非他命對開車有什麽影響？

答：減低駕駛人支配力，較易涉及意外事件。
39，酒駕會得到什麽懲罰？

答：最高罰款2000美元和72到 180日的監禁
。駕照吊銷90到365日。
40，紅燈亮了同時綠箭頭也亮了是什麽意思？

答：直接開進綠箭頭所指的方向，不用停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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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訊）為籌募臺大創校百年願景基金，休斯頓臺大校友
會按計劃將於7月20日中午11時在珍寶樓舉辦募款餐會。屆時
臺大校長管中閔將蒞臨演講，闡述他對這個百年願景的執行策略
和募款計劃。因為管校長希望從臺大做起，發揮臺灣學術龍頭的
角色，為臺灣整體高教水平與國家競爭力的提升做出貢獻，所以
募款的對像不僅針對臺大的校友，同時也包括所有關心台灣高等
教育的各界人士。

跟管校長一起來的還有副校長周家蓓，財務長廖珮真和校友
中心執行長劉寧。

報名將於7月13日截止，欲者從速。有興趣報名者請電郵
ntuaah2alumni@gmail.com ; 或電詢 羅茜莉(832-655-7598)。

餐會上將有拍賣，包括清酒，校長簽名的T恤和校長、副校
長唱歌；另外還有餐會場外的義賣。

在管校長演講後，將會有和聽眾問答的機會，歡迎有問題者

在7月5日以前電郵ntuaah2alumni@gmail.com 。因時間限制，我
們在現場將不再接受提問。

募款工作除了上述餐會以外，特別歡迎有志者慷慨大額捐款
，凡認捐一萬元以上者將可參加管校長於7月21日晚邀請的小型
餐會，並在7月20日的大型餐會上有免費的一桌（10人）。到目
前為止，此大額捐款的總數已超過23萬元。請有志者盡快與海
報上所列聯絡人接洽。敬請參閱此次募款餐會的宣傳海報。

臺大創校百年願景基金募款餐會籌備工作順利進行

（休士頓 / 秦鴻鈞報導 ）文化中心於上周五上午舉行
文化中心 「文心雙語幼兒園」戶外操場剪綵開幕儀式暨新建
年長中心茶館盛大開幕儀式。儀式上除了文化中心小朋友精
彩的歌舞演出，對文化中心最大的贊助者趙辜懷箴女士也應
邀在茶館開幕式上演說：品味人生（人生如茶）。

趙辜懷箴說：既然人生如茶，必須從水，茶的選擇，茶
的烘焙談起，這說明了人生圓滿有各種條件，有如 「如何品
茶」， 「品」代表大眾，由大家來評價價值。如：品茶、品
人、品味，需靠時間、耐性、文藝享受。談到人生，最重要
是：（ 一）把握當下。認真的活每一天，認真的把每一分
鐘都做好，不留遺憾。希望大家連犯錯的機會也沒有，有如
「一壺好茶 」。

談到中國字，辜懷箴說：美國名作家曼紐爾·科門羅夫
說：我每學一個漢字，就覺得自己更加了解一種偉大的哲學
。每個中國字，幾乎皆代表此古老民族之智慧哲理。如：
「茶」字是人加草加木，即人在草與木之間。如 「臭 」字

，是自加大加一點； 「看」字是手加目； 「利」字是禾加刀
； 「舒 」字是舍（捨）加予（給）； 「忠」字是中加心；
「患」字是二中加心； 「忌」字是己加心； 「忍」字是刀加

心； 「怯」字是心加去； 「恆」字,是心加月加天地； 「忐
忑」是心加上加下。其他如 「修行」是修正你的行為；知
覺/ 覺知（表、相）其他如： 「天」為一大； 「地」乃土也
； 「白水」為泉； 「止戈 」為武；不正就 「歪」；人為即
「偽」。

辜懷箴也提到中國人的智慧，如 「大智若愚」，吃虧就
是佔便宜；她從 「散步」提到生命的啓示。她從上帝叫蝸牛
牽她去散步，才有時間審視我們平常忽略的大自然之美。遇
到曾經恨過的人時，要微笑向他打招呼，因為他讓你更加堅
強。遇到曾經背判你的人時，要跟他好好聊一聊，因為若不
是他，今天你不會懂這世界。遇到可相信的朋友時，要好好
和他相處下去，，因為在人的一生中，可遇到知己真的不易
。

文化中心新建年長中心茶館開幕式
趙辜懷箴演講：品味人生（人生如茶）

圖為文化中心的小朋友在新建年長中心茶館開幕式上表演歌舞圖為文化中心的小朋友在新建年長中心茶館開幕式上表演歌舞。（。（記記
者秦鴻鈞攝者秦鴻鈞攝 ））

圖為趙辜懷箴女士在文化中心新建年長中心圖為趙辜懷箴女士在文化中心新建年長中心
茶館盛大開幕式上演說茶館盛大開幕式上演說：： 「「品味人生品味人生」」 （（人人
生如茶生如茶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圖為旅居上海的作家張滌生圖為旅居上海的作家張滌生（（右一右一 ））夫婦夫婦，，殷葦婷殷葦婷（（左二左二 ））夫婦昨到夫婦昨到
美南電視錄影美南電視錄影，，與本報系董事長李蔚華與本報系董事長李蔚華（（左三左三 ），），社長朱勤勤社長朱勤勤（（右三右三
））夫婦合影夫婦合影。（。（右二右二））為陪同前來的好友孫雪蓮為陪同前來的好友孫雪蓮。。

圖為張滌生圖為張滌生、、殷葦婷在美南電視上殷葦婷在美南電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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