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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中國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美南中國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20192019年年年年
會暨獎學金之夜會暨獎學金之夜 （（下下 ））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

所有得獎學生與主辦單位及嘉賓合影所有得獎學生與主辦單位及嘉賓合影。。

20192019年獎學金得主年獎學金得主。。 各校友會旗隊代表登台大會師各校友會旗隊代表登台大會師。。

會長鍾宜秀會長鍾宜秀（（左左 ））頒獎給頒獎給 「「黃金贊助黃金贊助
」」 ----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由陳家彥處長由陳家彥處長

（（右右 ））代表接受代表接受。。

會長鍾宜秀會長鍾宜秀（（左左））頒獎給頒獎給 「「黃金贊助黃金贊助
」」 ----朱唯幹朱唯幹、、朱琨夫婦朱琨夫婦（（中中、、右右）。）。

理事長葉宏志理事長葉宏志（（左左 ））頒獎給頒獎給 「「張玉張玉
瑩女士紀念獎學金瑩女士紀念獎學金」」 捐款人黃登陸捐款人黃登陸

（（右右）。）。

獎學金召集人鄭大獎學金召集人鄭大
展報告展報告。。

介紹獎學金贊助人登台介紹獎學金贊助人登台。。

會長鍾宜秀會長鍾宜秀（（左左））頒獎給頒獎給 「「黃金贊助黃金贊助
」」 人徐小玲人徐小玲（（右右 ））

(休士頓/ 秦鴻鈞
報導 ）美南國際電視
STV15.3 台，將於七
月二日（下周二）晚
間7:30 播出 「光鹽健
康園地」專訪德州註
冊心理治療師及督導
LPCS 林呂寧華，談
「認識焦慮症及其治

療」，這是現代社會
常見的症狀，如何面
對及有效治療，請下
周二（7月2日）晚間
七 點 半 ， 準 時 收 看
「美 南 國 際 電 視 」

15.3 台的 「光鹽社健
康園地」節目。

「光鹽社健康園地」 7月2日訪林呂寧華
談 「認識焦慮症及其治療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佛光山
中美寺 「中美文化講壇 」於 6 月 25
日下午赴萊斯大學圖書館捐贈 「世界
佛教美術圖說大辭典」中文版及 「星
雲大師全集」贈書儀式，受到萊斯大
學圖書館館館長及藝術史教授黃士珊
等人的熱烈歡迎。佛光山中美寺出席
者包括: 中美寺當家覺法法師, 督導趙
辜懷箴及其夫婿趙元修居士，以及專
程來自佛光山的 「佛光山佛陀紀念館
」館長如常法師，及星雲大師的首席
翻譯妙光法師。

「佛光山佛陀紀念館」館長如常
法師在儀式上致詞表示：贈書是他們
這次來美很重要的節目。謝謝舘長的
支持及趙居士及懷箴的因緣引導我們
來這裡與介紹 「世界佛教美術圖說大
辭典」。

如常法師說： 「世界佛教美術圖
說大辭典」在 2002 年開編，歷時 12
年，過程極艱辛，幾乎每年都想放棄
。它最大的困難，是橫跨面太廣，根
據 「書名」，要把全世界的建築、雕
刻、繪畫、書法、篆刻、工藝涵蓋其
中，再加上（一）佛教分漢傳佛教、
藏傳佛教、南傳佛教。（ 二）懂建
築的人不懂佛教，懂審稿，不懂佛教
；懂佛教，不懂美術。（三）所有語
言的翻譯，編輯部面臨大量資料來源
，光是基礎資料整理，就費了六、七
年時間。這六、七年可能連一本書也
看不到。後來因為星雲大師的堅持，
所以到第八年開始有一些脈絡。他們
共三次，投入人力400多人。而裡面
最重要的，是每一類別 「編審」的教
授，這也是這一套書內最重要的特
色--教授 。比如 「建築類」， 「南
傳」建築， 「漢傳」教授並非熟悉。
因此，他們安排每一位教授寫一 「導
論」，因此，佛教建築前的導論，是
由三位教授共同寫一篇 「導論」。也
包括：繪畫類、石窟類，工藝類，及
人物類（過去從未有人編過）。

該大辭典的 「第二部分」共有九
千多辭條，有一萬張圖片，共400多
萬字組成這本書，它的索引，包括： 總索引、名字、拼音。所有書增加在 「附錄 」內。如常法師
說：星雲大師在2005年時，就知 「圖象世界」即將來臨。因此，2006年開始編，解決很大的困難
，都在 「圖片 」的問題。編輯以 「清晰度、色調」為基準，花了一年的時間，將五萬張圖片，淘
汰四萬張，只留一萬張。如常法師說，這部大辭典，不對外發售，只捐給全世界最頂尖的大學。

如常法師話留伏筆，她說：這兩套書的 「電子版」即將問世。
如常法師並介紹 「星雲大師全集」是佛光山創辦人星雲大師一生的心血，共365本，4000萬

字，堪稱現代版的 「大藏經 」，也是大師弘揚 「人間佛教」的代表。
當天的現場英譯，是負責 「人間佛教研究院」的妙光法師，她也負責 「人間佛教」的出版事

宜。

佛光山中美寺6月25日赴萊斯大學圖書館
捐贈 「世界佛教美術圖說大辭典」 及 「星雲大師全集」

美南台灣旅館公會第廿八屆
年會，北美洲台灣旅館公會聯合
總會第十四屆年會，於昨（6 月
29日）晚，在珍寶海鮮城盛大舉
行。不僅國會議員 Al Green,州議
員武休伯、吳元之，新當選斯坦
褔市議員譚秋晴，Ford Bend 郡所
有公職人員代表及 「台北經文處
」陳家彥處長伉儷都前往現場，
而休士頓市長 Turner 也及時趕至
現場，接受台灣美南旅館公會捐
予休士頓市返校計劃基金$10000
元予低收入戶學生返校用所需。
捐款人包括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恆豐銀行董事長吳文龍（位於Turner市長與國會議員Al
Green之間）捐贈$5000元, 傳為佳話。以及吳國寶、陳美芬、李雄，張榮森，林富桂各$1000
，及旅館公會會長葉德雲、何怡中及會員捐款，總額超過一萬元。

旅館公會捐款休士頓市返校計劃
吳文龍董事長獨捐五千元傳佳話
圖文：秦鴻鈞

圖為佛光山代表在萊斯大學圖書館圖為佛光山代表在萊斯大學圖書館（（右起右起））趙元修居士趙元修居士、、趙辜懷箴督導趙辜懷箴督導，，中中
美寺當家覺法法師美寺當家覺法法師、、萊斯大學藝術史教授黃士珊萊斯大學藝術史教授黃士珊、、如常法師如常法師、、妙光法師等人妙光法師等人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圖為佛光山的代表與萊斯大學的代表合影於萊斯大學圖為佛光山的代表與萊斯大學的代表合影於萊斯大學Fondren LibraryFondren Library圖書館圖書館
贈書儀式上贈書儀式上。（。（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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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山贈書休士頓大學佛光山贈書休士頓大學
推廣佛教藝術與文化推廣佛教藝術與文化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朱經武夫人朱經武夫人，，休士頓大學圖書館館長休士頓大學圖書館館長Lisa A. German,Lisa A. German,朱經武博士朱經武博士，，如如
常法師常法師，，辜懷箴督導辜懷箴督導，，妙光法師妙光法師，，佛光山中美寺監寺覺法法師及僑界佛光山中美寺監寺覺法法師及僑界

人士出席人士出席 「「佛光山贈書休士頓大學活動佛光山贈書休士頓大學活動」」 。。

佛光山於佛光山於66月月2626日贈送休士頓大學日贈送休士頓大學 「「世界佛教美術圖說大辭世界佛教美術圖說大辭
典典」」 中文版及英文版中文版及英文版。。如常法師如常法師（（左七左七），），妙光法師妙光法師（（左八左八
），），佛光山中美寺住持覺法法師佛光山中美寺住持覺法法師（（左九左九），），朱經武博士朱經武博士（（右右
五五），），趙辜懷箴督導趙辜懷箴督導（（右三右三），），佛光山趙旭會長佛光山趙旭會長（（左一左一），），

朱經武夫人朱經武夫人（（左四左四））及中外僑界人士與會及中外僑界人士與會。。

朱經武博士朱經武博士（（前右一前右一））出席出席 「「佛光佛光
山贈書休士頓大學活動山贈書休士頓大學活動」」 並提問有並提問有

關的問題關的問題。。

佛光山中美寺趙辜懷箴督導介紹佛光山中美寺趙辜懷箴督導介紹
「「20192019中美文化講壇中美文化講壇」」 ，，歡迎大家踴歡迎大家踴

躍參與躍參與。。

佛光山於佛光山於66月月2626日贈送休士頓大學日贈送休士頓大學
「「世界佛教美術圖說大辭典世界佛教美術圖說大辭典」」 中文版中文版
及英文版以及佛光出版社英文書籍及英文版以及佛光出版社英文書籍。。

休士頓大學圖書館館長休士頓大學圖書館館長Lisa A.Lisa A.
GermanGerman致詞表示感謝之意致詞表示感謝之意。。

妙光法師妙光法師（（一左一一左一），），佛光山中美寺監佛光山中美寺監
寺覺法法師寺覺法法師（（一左二一左二）、）、趙辜懷箴督導趙辜懷箴督導
（（一左三一左三），），如常法師如常法師（（一左四一左四），），如如
悟法師悟法師，，朱經武博士中外僑界人士參加朱經武博士中外僑界人士參加

「「佛光山贈書休士頓大學活動佛光山贈書休士頓大學活動」」 。。

朱經武博士朱經武博士（（一左三一左三））及中外僑界人及中外僑界人
士出席士出席 「「佛光山贈書休士頓大學活動佛光山贈書休士頓大學活動

」」 。。

休士頓大學圖書館館長休士頓大學圖書館館長Lisa A. GermanLisa A. German
（（前左一前左一），），佛光山中美寺住持覺法法師佛光山中美寺住持覺法法師
（（前左二前左二），），趙辜懷箴督導趙辜懷箴督導（（前右三前右三））及及
佛光山中外代表們聆聽如常法師說明佛光山中外代表們聆聽如常法師說明 「「世世
界佛教美術圖說大辭典界佛教美術圖說大辭典」」 十大特色十大特色。。

佛光山佛陀紀念館館長如常法師佛光山佛陀紀念館館長如常法師（（右右
））說明說明 「「世界佛教美術圖說大辭典世界佛教美術圖說大辭典」」
做為學術做為學術、、博物館博物館、、書籍書籍、、旅遊等的旅遊等的
重要參考重要參考。。贈書計畫提供與不同學術贈書計畫提供與不同學術
機構合作的機會機構合作的機會。。人間佛教研究院副人間佛教研究院副
院長妙光法師院長妙光法師（（左左））協助英文翻譯協助英文翻譯。。

佛光山佛陀紀念館館長如常法師佛光山佛陀紀念館館長如常法師（（右右
））於於66月月2626日上午日上午1010時在休士頓大時在休士頓大
學學M.D. AndersonM.D. Anderson圖書館向與會人士圖書館向與會人士
介紹介紹 「「世界佛教美術圖說大辭典世界佛教美術圖說大辭典」」 ，，
人間佛教研究院副院長妙光法師人間佛教研究院副院長妙光法師（（左左

））協助英文翻譯協助英文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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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休斯頓報導) 在美國，民眾
看醫生的種種理由中，首要的原因就
是疼痛，疼痛也是最難醫的。於 6 月
20日上午，聯合健保健康講座邀請德
州第一診療中心的負責人陶慶麟醫師
主講 「痛症纏身? 認識幹細胞疼痛新療
法」，幫助民眾認識各種疼痛，並且
介紹幹細胞新療法，釐清正確的觀念
，幫助更多人提升生活品質。

找出原因，才能對症治療
陶醫師首先分享一個觀念，要治

療一種疾病，一定先要把原因找出來

，然後才能對症治療。例如，許多人
的關節會痛，我們要找出其中的原因
，是因為磨損？是壓力？或者是運轉
不對？姿勢不良？找出原因後再把不
對的地方做調整，並且給予適當治療
，才是有效的療法。

吃藥只是暫時的，並未治到根本
一般西醫是讓病人吃止痛藥，哪

裡痛就吃哪裡的藥，但是藥物只是暫
時的緩解，沒有治到根本，其中的缺
點是長期吃藥會出狀況，以關節疼痛
為例，如果只靠藥物，長期下來骨骼
會慢慢磨損，只會更嚴重，因為原因
沒有被調整到，久了，就會變成退化
性關節炎，到那時就不好治了。到末
期，甚至還需要做手術。因此，吃藥
只是暫時壓下症狀，沒有從根治療，
同時還會阻擋腦和身體之間訊息的傳
遞。

如果身上有疼痛，生活上動作會
變得比較緩慢，活動也會減少，如果
一直不處理，就會惡化。長期服藥，
又會有副作用，反而會影響其他器官
，疼痛也會越來越劇烈。

滾雪球效應
所有的問題都是從小開始的，像

滾雪球一樣，慢慢越來越大，直到無
法挽回。因此，治療身體應該從早期
治療，不僅節省費用，也可以少受痛
苦。如果一直不治療，等到滾雪球滾
大了，問題越來越嚴重，不僅費用多
，同時也會影響身體的其他部分，還
會多受很多苦。

幹細胞療法
身體有200種以上的細胞，都從幹

細胞開始。幹細胞是原始細胞，還沒
有特別功能，是具有再生各種組織器
官的潛在功能的一類細胞，所有細胞
都從這裡展開，也可以稱為主細胞，
亦能夠修復受損的細胞。

使用幹細胞療法之所以優於服藥
或是手術，由於它有以下優點。首先
，幹細胞不是藥，它沒有副作用，不
會阻擋神經傳遞的訊息。第二，它不
是侵入性的手術；第三，它沒有痛苦
的恢復期。第四，幹細胞是從根本上
提供修復與再生功能。

在全球各地，幹細胞治療應用的
範圍已經越來越廣，除了治療疼痛，
很多其他的疾病都可以用幹細胞來治
療，像心臟病、腎臟病、白血病、惡
性淋巴瘤、糖尿病、癌症等等。

陶醫師自己受惠於幹細胞療法

陶醫師舉自己的例子來分享，他
在2016年的時候，因滑雪背部受傷，
因為軟骨受到破壞，而有腿麻、腿痛
的現象，復健了一年還是沒有辦法好
轉。2017 年他接受幹細胞治療之後，
約五、六週的時間，疼痛就遠離了，
身體明顯的改變。

周先生從亞利桑那飛來休斯頓治
療

另外一個例子，是從亞利桑那來
的周先生，他年屆八旬，對幹細胞深
有了解，偶然機會中知道休斯頓的陶
醫師能做幹細胞治療，就飛來休斯頓
，做第一次幹細胞治療就非常滿意。
他一共做了4次的幹細胞治療，在腰部
、背部跟全身都做了，效果非常好，
不僅治癒多年的背痛、腰痛，同時駝
背20多年的身體也能站直了，精神比
以前更旺盛。

成功率高達90%
幹細胞治療不需要動手術，成功

率高達 90%。反觀，手術的成功率只
有 46%，約一半而已。就研究上來說
，開刀對身體有破壞性，而且可能會
衍生其他的問題。而幹細胞是無創的
，對身體沒有破壞，也沒有長久的恢
復期，也不需要服用令人上癮的藥物

。
用幹細胞療法要成功，其中有幾

個秘訣。第一個是要用對的幹細胞來
源，第二是不同的幹細胞的用途和有
效性，第三是量要足夠，第四就是正
確的放到所需要的地方。

明辨幹細胞的來源
幹細胞的來源非常重要，必須要

用健康而且活躍的幹細胞，效果才會
好。美國規定一定要採用活的幹細胞
來源，是從自己身體所取出，或者是
由嬰兒臍帶血中所取出的。有些其他
國家會用死的細胞如羊膜或胎盤提煉
的，也有從人類胚胎提取幹細胞，出
問題的多是這一類，這在美國都屬不
合法的來源。

由臍帶血提出的幹細胞是由健康
的嬰兒所捐出來的，活躍性很好，也
無免疫反應，任何人都可以用，其再
生能力強，免疫調節能力高，激發再
生的能力佳，是最好的選擇。美國規
定每一批幹細胞都需要有證明報告，
確定來源可靠與合法。

疼痛直接影響生活品質，活得好
、活的健康更重要，對於有疼痛的人
而言，最好的治療時機就是 「現在」
，投資在健康上比投資在其他地方更
值得，希望大家早些處理疼痛，能夠
快樂健康地享受生活。

詳情可洽德州第一診療中心(Tex-
as Regional Health & Wellness) 電 話
832-998-2416(中文)、281-208-7335(
英文)。www.texasregionalhealth.com。
聯合健保休士頓亞裔資訊中心，地址
是 10613 Bellaire Blvd., Suite A-250(二
樓), Houston。 電 話 ：
1-866-868-8988 (辦公時間: 週一至週
五，上午9時至下午5時30分)。

扭轉疼痛有新招扭轉疼痛有新招 認識幹細胞新療法認識幹細胞新療法
聯合健保健康講座邀陶慶麟醫師分享聯合健保健康講座邀陶慶麟醫師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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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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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Y家庭全科及急症

高 血 壓

糖 尿 病

高 血 脂

常見皮膚病

皮膚活檢

婦 科 病

兒 科 病

老年癡呆

骨質疏鬆

憂 鬱 症

感 冒

咽喉痛

鼻竇炎

腹 瀉

尿 路 炎

關節注射

動物抓咬傷

清創縫合

角膜異物清除

地址:6609 W Sam Houston PKWY S STE 98 Houston, TX 77072 (位於8號公路及百利大道東北角及Shell加油站旁廣場)

Tel:(832)433-7159

本診所自2014年起
週一、二、三、五、六： 8:30am - 5pm
週四、週日 公休 

顧瑛 醫學博士
美國家庭醫學會資格認可醫師
美國老年醫學會資歷任可醫師

主 治 急 症
體檢特價  體檢+化驗:$125
①+女科婦科、宮頸膜片+$45
②+男性前列腺表面抗原+$20

移 民 體 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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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還
有 很 多 人
在 討 論 林

鄭會否腳痛下台問題，這兩天，社會上似乎已沒有太
多叫她下台的聲音，世事的發展有時真是連當局者也
意想不到。

香港政府的立場顯然有變，除了暫緩修例外，還
表示願意聆聽市民的意見。而反對派的言論，亦漸趨
溫和，不再非要林鄭下台不可，而且還表示願意對話
，為香港謀求新的出路。此外，原先包圍警察總部，
誓要警方撤銷暴動定性，釋放被捕義士的年輕人，亦
已自動撤退，似乎今後亦不打算再度為同一個原因而
集結。另一方面，民建聯亦表示，如果特首應反對派
的要求，把暫緩修訂《逃犯條例》正式改為撤回《逃
犯條例》，民建聯的支持者也應該可以理解。總之，
雙方都在退讓，希望可以令事件降溫。

究竟甚麼力量在背後發動，令到原先繃得很緊的
氣氛峰迴路轉？我起初想不明白，直至看到特朗普對
香港反修例遊行的反應，我才意識到，在香港發生的
事情，無可避免會受到更強大的政治磁場所左右，很
有可能，中美兩國領袖為了在G20碰面時有個良好的
和談氣氛，令這次談判不會又再功虧一簣，所以都已
責成他們在香港的代理人，立即令事態降溫。

按特朗普的一貫作風，他向來都是得勢不饒人的
；但他並沒有借今次事件，對北京落井下石。他沒有
像美國民主黨的眾議院領袖佩洛西那樣，力數《逃犯
條例》不妥當的地方，亦沒有威脅要撤銷香港的獨立

關 稅 區
的 地 位
。 他 只
是 輕 描

淡寫地表示，他相信6月9日出來遊行的人有一百萬
，卻沒有直接對遊行人士的訴求予以背書。他對記者
說，有關遊行人士的訴求，最好由遊行人士自己來表
達。最令人詫異的，是他竟認為香港今次的事情，應
與中國一起去解決。

他這個回應，得到中國外交部的讚賞，因為這十
分符合中方的政治正確——香港的問題是中國自己的
內部問題，只能由中國人自己來解決，外國不應說三
道四。

然而，特朗普的回應，卻叫香港的反對派吃了一
記政治悶棍。因為，反對派一向認為北京是不可信的
。按反對派的定位，誰要是透過中聯辦與北京接觸，
誰就被視作背叛，等同出賣港人利益。現在特朗普卻
認為，要解決香港的問題，必須有中國的參與。

這其實是政治常識，明眼人都看得到。香港所處
的位置，必然受制於中國的政治磁場。現實是香港的
一切重大變動，都得人大常委會通過才能生效；但香
港的反對派卻以為，他們喜歡在香港搞甚麼就可以搞
甚麼，從不肯費勁去尋求北京的認同，結果自然一事
無成。今次連特朗普也說香港的事情要中國一起去解
決，不知反對派有何感想？
中美皆想降溫 香港峰迴路轉

不過，特朗普的話，向來不足信。他反口覆舌，
心中只有美國的利益，靠他來照顧香港的利益，只會
是所託非人。現實是外國人最優以為之的是，在香港
為中國添煩添亂，然後藉此作政治籌碼，去與中國討

價還價，換取更多的利益。特朗普今次為香港局勢降
溫，並締造條件令政府與反對派對話，並不是為了香
港好，而是他需要中國在貿易談判上，與他們配合，
所以必須拿出一些東西，來與中國交換罷了。這樣來
看，今次日本大坂的中美G20碰面，會有成果嗎？

因修訂《逃犯條例》而引起的社會撕裂與動盪，
本應被投資市場視作為一種有負面影響的不利因素。
然而在這段期間，即使香港政府部門屢受衝擊，但香
港的股市，卻穩步向好。恒生指數由不足27,000點升
至28,000點樓上。市場的解釋是：習特會在G20會議
期間碰面，而且很有機會達成協議。股市於是把這項
利好因素，提前反映。再者，在香港上市的公司大部
分業務，都不在香港，而是在中國大陸，所以中美會
談的成果所產生的影響，會大過本地政局所產生的影
響。

在這種情況下，股市今後的走勢會十分倚重習特
會面有甚麼成果。基於以下的因素，我的的看法傾向
樂觀：

(一)以中國現時實力，美國已不可能一棍子就把
中國打死。既然沒法速戰速決，那就只能打打談談，
分階段進行。現時，第一輪的交鋒，基本上已經完結
，雙方都已探到對方的虛實，有條件展開談判，並取
得一定的協議。

(二)為了增加自己在談判時的討價還價能力，美
國已不斷加碼向中國施壓，希望逼使中國讓步。但其
中部分加碼，分明是靠嚇，推行起來會有很多負面的
連鎖反應，美國自己也不一定承受得起。以徵收最後
3,000億美元中國貨的關稅為例，我認為是沒有條件
在現階段推出的。原因是第一階段對500億美元首批
中國貨徵收關稅後，後遺症現在才逐漸顯露；而第二

階段的 2,000 億美元的中國貨關稅，最近才提升至
25%，後果如何，暫時仍沒法評估。因此，我不相信
美國在這種情況下，會向最後一批，亦是特朗普原先
也最不想觸動的那批中國貨徵收關稅。如果不是想真
的動手，那就得在限期前談判成功。

(三)特朗普已宣布會謀求連任，為了競選勝出，
特朗普不能只讓美國人民看到，他有勇氣四處挑起事
端，他還要讓美國人民看到，他在挑起事端後，可以
把事情重新布置，而且布置得對美國更為有利。那他
就不能只管點火，還要兼顧談判，並促使談判取得成
效。

(四)以特朗普對近期香港問題的溫和反應來看，
他沒有借題發揮向中方施壓，而是叫香港與中國一道
把問題解決。這種取態與反對派一貫不信任中方，不
想中方插手香港事務的立場不一致。他似乎在協助中
方做善後工作。若不是習特在碰面前已達至某些默契
，特朗普是不會在這個時候 「賣大包」的。所以我相
信今次會面會有成果。

(五)這次會面已有上次臨到最後一刻鬧翻的經驗
，雙方都對分歧的所在有更深刻的認識，不可能再有
上次那樣的誤會與一廂情願。加上在這段期間雙方互
相叫板，把一切難聽的話都已說盡了，現在應轉調說
好話了，否則怎把實事做出來。因此，我認為今次會
面再度鬧翻的機率已經減低。

當然，尚未發生的事總有或然性，中美兩國各有
自己的利益，而且內部皆有反對陣營，即使貴為國家
領導人，亦不是完全可以自把自為。所以雖然雙方都
有達成協議的良好意願，但礙於不同的考慮，這一輪
仍談不攏的機會依然存在。但只要雙方都想談，大家
就不致於鬧僵，有分歧就留待下一輪會談去解決

香港警方6.12鎮壓反送中示威者當日
，在場採訪的澳門記者陳嘉俊，首嚐 「中
椒」之痛，他卸下裝備必須以清水洗面期
間，香港防暴警員，竟然瞄準其雙眼，再
次噴椒，幸有示威者扶他逃跑至急救站，
才不至傷勢加劇， 「點解咁都要再補一槍
？」全身紅腫刺痛的他，因為雙眼受傷 ，
無奈提早乘船回到澳門.落船後 馬上返回
電視台，此時從電視直播中，看到香港警
察催淚彈橫飛，警察特攻隊伍 「速龍」，
追打手無寸鐵示威者的畫面，即時淚崩，
「幫我急救係嗰班示威者，好多只係企喺

度嗌口號，冇可能對佢哋開槍，睇到呢幕
我真係喊……多謝香港市民」。世上沒有
無緣無故的恨，他慨嘆，澳門人大部份只
從電視機看到示威場面， 「喺現場就會明
點解有香港人咁憎警察」。

反送中惡法行動持續，香港各界力斥
警隊6.12濫權濫暴，前警隊一哥曾偉雄形
容當日 「兵荒馬亂」，圖將警隊暴力合理
化；現場記者戴齊頭盔眼罩等裝備，希望

將前線真相呈現，卻被當作暴徒看待。
在澳門大學修讀中文系、20多歲的澳

門記者陳嘉俊,為當日採訪之所見所聞,
特別在網上貼文，寫下6.12在港採訪反
送中示威經歷，令澳門人、香港人、海
外華人，對這次和平遊行示威，演變成
香港警察打人的 「國際事件」的爭議，
了解更多。

為了執行採訪天職,繼6月9日百萬人
大遊行來香港採訪後，6.11晚 上，陳嘉
俊他再到香港，翌日一早戴上頭盔、眼

罩口罩、手持單反相機，記者證掛胸前，
到夏慤道採訪突如其來的佔領馬路行動，
其後再到添華道，直擊警方與示威者對峙
。一直站在最前線的他，與行家聚在一起
，大約晚上11時，雙方衝突，警方出動胡
椒噴劑，面部 「先中一椒」；之後情況稍
稍平靜下來，他除下裝備，用水清洗期間
，身旁行家突然大叫 「快啲走！」

他拿起背囊之際，大量胡椒噴劑已飛
到眼前， 「我冇着反光背心，警方就算識
別唔到，當我示威者，但我真係清洗急救
緊，你係咪要對我再射多次？」他被兜口
兜面噴中後，忍痛轉身逃跑，警察卻繼續
狂噴，令他後頸及背部大範圍受創，最終
在示威者攙扶下,倉皇逃至現場急救站，
「真係要多謝香港市民，無條件幫我清洗

咗好耐，好感動，仲問我食嘢未、畀水我
飲，感受到佢哋好團結」。

由於胡椒噴劑一直流至褲腳、襪甚至
鞋內，他全身紅腫刺痛，當時他亦未料到

其後形勢急轉直下，遂決定下午2時乘船
回澳門休息。他落船後看手機，知道武力
清場已開始， 「好傷感，唔係因為影唔到
放催淚彈場面，係我一路諗，幫我急救係
香港人，係嗰班示威者、義工，衝擊防線
嘅人係有，但後面有好多只係企喺度、飲
緊水，一齊嗌下口號，冇可能對住佢哋開
槍……我開住手機睇到嗰一幕（鎮壓清場
），我真係喊，我從來冇為啲政治事件、
時事事件喊……除咗（2017 年風災）天鴿
嗰陣，有澳門人傷亡喊過」。
阿俊認為： 當時唔係打仗 ，警察又唔係
黑社會，警員受過專業訓練，亦有全身裝
備、盔甲，而示威者中很大部份人，頂多
只拿著雨傘， 「前排係有人掟嘢，你去清
，但如果你真係再去攻擊後面嗰批，真係
好唔對等，個武力完全差好大級數，由任
何人角度睇，呢樣嘢就係唔公平」。他形
容當親身在現場，感覺 「真係似戰地」，
「但依家唔係打仗喎，最多最多係叫做騷

亂，但係你用槍射頭，用催淚彈去打一班
企喺度既人，係咪真係要去到咁高級數武
力？」他看到示威者倒地，被制服後仍被
「速龍小隊」狂打， 「冇可能瞓低咗，你

仲打多幾下，因為你真係警察嚟，你唔係
黑社會，你制服咗，就抬走佢囉」。

2014年傘運時，陳嘉俊仍是大學生，
有來過佔領區，當時他認為不會再發生
9.28施放87枚催淚彈的場面，但估不到5
年後佔領再現，而且警方暴力進一步升級
。他說，大部份澳門人，只從電視機看到
示威場面，如今親歷其境，就明白為何部
份香港人如此痛恨警察，更以 「黑警」稱
之， 「（香港警察）真係將個人仇恨， 放
咗喺執法上面，香港人唔係無緣無故反警

察、想推翻警權；澳門人唔知，其實真係
執法上，佢哋對某啲市民做咗啲乜嘢，先
會有呢個態度表現出嚟」。

他表示，有不少澳門警察朋友都關注
事件，當中大致分開兩派， 有些覺得警方
執法 「好合理」， 「始終係（警察）行家
」，但亦有部份質疑香港警察執法時是否
放太多 「個人色彩」在內， 「有眼睇，太
有仇恨、太唔專業」。前線記者採訪示威
如置身戰地，隨時 「中椒」（中胡椒噴霧
槍擊）

香港警察民望在紀律部隊中長期包尾
，在澳門情況截然不同。他強調，澳門警
察民望不低，警方公關工作亦做得不錯，
「當然澳門有侮辱公職人員罪行，但係唔

鍾意警察嘅人，相信主要因為抄牌」。根
據澳門警方統計，很多罪案都因為大陸內
地人而起， 「8、9成，警方年度個表，好
大部份都係博彩犯罪；開賭就伴隨住犯罪
，金光大道斬人案、偷籌碼、扒仔黨，都
係內地人」。他指今年初澳門警方開槍制
止內地人在賭場外生事，市民都普遍支持
，並認為澳門人大致都信任警方執法。

至於澳門人如何看待港人反送中運動
，他指出 年輕人會覺得，爭取自己權益無
問題，但中年人、長者似乎普遍認為香尤
其是年輕人， 「唔應該搞事」。不過，他
坦言澳門人即使關心事件，支持示威者，
但抗爭意識不會因此提高， 「相信始終唔
會有香港嘅衝擊畫面出現，要發生香港咁
大件事，唯一我諗到嘅係突然冇得賭錢！
因為澳門經濟好單一，博彩、旅遊，相輔
相成，當社會冇咗賭業，經濟就會跌，就
冇可能穩定，就可能有人會出來反（政府
）」。

如要數澳門近年 「最激」的示威行動
，必定是 2014 年 5 月 「反離補」運動，2
萬人大遊行、7,000人立法會旁集會。他透
露，當時示威者在新馬路與警方對峙，大
叫開路，有人掟水樽， 「爭少少啫（就衝
擊防線），有議員、遊行發起人制止咗，
因為知道一衝就大鑊，一衝個後果都係同
香港依家一樣」。該次行動最終成功迫使
澳門特首崔世安，撤回草案， 「呢次算最
深刻，應該唔會再見到，算跨出一大步，
而當時澳門政府係撤回唔係暫緩」。

反離補後，近年澳門的民怨主要是交
通問題，例如輕軌超支、抄牌掘路，他指
即使之前有反對抄牌加價、抗議動保法倒
退方案，最多只是遊行集會， 「大家出嚟
遊行，秩序好好，遊完就覺得任務完成，
訴求講咗，希望你會聽，但唔會有再一步
，（現時）遊行已經係最遠嘅一步，唔會
再諗激烈啲」。

他認為澳門人爭取權益的意識一向不
高，大家都只想社會安穩， 「香港人就再
邁前一步」。他舉例指，今年8.25澳門特
首選舉，網上開始好多人討論， 「我都冇
份揀嘅，但係講完就算，無得選就算啦，
無乜話要爭取一人一票」，因為似乎對基
本生活都沒甚影響。他相信不少澳門人都
覺得 「搵到份工、三餐搞掂」最重要，不
想付出太多去爭取更多權益， 「咁樣社會
環境下，唔想為爭取權利去再進步」。

反送中惡法運動未完，幾項訴求仍未
得到回應，他強調未來會再來港採訪示威
，仍會站在前線，將真相實況呈現出來，
「下次嚟一定着長袖衫、包埋頸，因為真

係好痛，仲會着番反光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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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記者在6·12 採訪中的遭遇



綜合經濟

BB99時事圖片
星期日 2019年6月30日 Sunday, June 30, 2019

當地時間2019年6月21日，美國佩塔盧馬，世界最醜狗大賽在當地舉行。到今年為止，該大賽已經舉行了31屆，參賽的狗狗多

是主人從救助站領養回來的，評委會按照狗狗的性格、外貌和觀眾投票綜合評分，但最重要的是，狗狗必須是“天然醜”。

瑞典，達拉納大學研發的Eximus IV奪得了瑞典Delsbo電動汽車競賽冠軍並打破了此前的紀錄。節能汽車的新世界紀錄是每人每

公裏0.603瓦時，意味著妳可以用1茶匙汽油所含的能量行駛75公裏，這可能是人類有史以來最節能的交通工具。另外，來自查

默斯理工大學的團隊憑借可在普通鐵軌上運行的低成本磁懸浮系統贏得了HHK創新獎。

當地時間6月23日晚，德國黑森州Ahlbach居民被壹聲巨響驚醒，專家經過調

查稱“幾乎可以肯定”是壹枚重達250公斤、裝有化學雷管的二戰時期炸彈

在當地田野爆炸。警方發言人稱爆炸造成的洞約有4英尺（約合1.22米）深

，直徑約10米。圖為24日拍攝的炸彈炸出的大坑。

当地时间2019年6月23日，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当地抗议活动进入第四

日。当地6月20日曾爆发抗议活动，抗议者反对俄罗斯代表参加东正教国家

议会论坛。

人工智能技術將重塑銀行業

近年來，伴隨著高質量的大數據

積累，得益於強大的計算能力，特別

是深度學習算法上的突破，人工智能

技術全面崛起，催生了金融行業壹系

列產品和業務模式的創新——銀行業

順應人工智能革新潮流的步伐“當仁

不讓”。

近日，上海氪信信息技術有限公司

推出異常交易監測解決方案TAI（Trans-

action AI）。該方案在基於氪信獨創的

同時，聚合了眾多全球尖端AI（人工智

能）科技的復合型技術框架，專為復雜

交易場景量身打造,推動銀行業不斷升級

。而這正是當下AI對銀行業深刻影響的

壹個縮影。

多場景應用AI技術
經濟日報記者了解到，TAI方案率

先采用領域知識圖譜、基於無監督算法

和多級遞進模型的異常檢測以及復雜網

絡分析和圖的半監督傳導模型等技術，

構建交易行為偏離預測、賬戶行為偏離

預警、群體風險識別等模型，有效解決

了傳統金融領域反欺詐系統面臨的全面

性、準確性、單壹性、數據算力以及挖

掘深度等困境。與此同時，該解決方案

還通過為風控專家提供可解釋的機器

學習模型預測結果，實現了AI模型的

白盒化，即不僅能輸入樣本獲得預測

結果，還可以獲得模型的參數、梯度

等信息。

也就是說，TAI利用復合型AI內驅

力，助力商業銀行完成從平面到多維欺

詐風險管理能力的全面升級。截至目前

，TAI全新的技術架構、風控思路及交

互友好的可視化風控管理模式，已在氪

信與多家銀行的資金交易反欺詐項目合

作中得到實際運用。從實踐成果來看，

使用半監督的欺詐賬戶識別模型體系和

資金交易知識圖譜，可將識別群體欺詐

的效能提升40倍。

實際上，除了交易外，風險控制、

零售業務等都是AI助力金融的主要應用

場景。業內普遍認為，銀行業作為高度

數據化的行業，加之業務規則和目標明

晰，是人工智能和雲計算等數據驅動技

術的最好應用場景。“這基於4個理由

。壹是銀行壹直非常重視IT技術的利用

，信息化程度較高，技術環境與條件較

好。二是銀行信息化程度較高，擁有豐

富的數據沈澱。三是傳統金融行業更多

是以人力為主的服務行業，亟待通過人

工智能技術降低成

本。四是銀行具有

壹定資金支持，留

有試錯的空間。”

氪信CEO朱明傑認

為，金融業有能力

、有動力、有條件

通過人工智能來提

高效率，並借此機

會創新業務，從而

實現個性化的普惠

金融。

業 內 人 士 表

示，當前，銀行業

“擁抱”科技企業

開展合作，主要具

有兩大脈絡：壹條

脈絡是“銀行＋互

聯 網 公 司 ” 與

“ 銀 行 ＋ 技 術 服

務公司”。其中，

比較典範的是互聯網公司和以工農中建

四大行為代表的老牌銀行強強聯手。在

另壹脈絡上悄然進行著為銀行帶來穩健

變革的，是各類技術服務公司以項目方

式嵌入銀行的智能化升級體系。

比如，華為等硬件服務機構提供雲

計算平臺，商湯、曠視、依圖等人臉識

別公司為銀行提供遠程核身能力，科大

訊飛等語音公司為銀行提供智能語音產

品，氪信科技等算法和建模公司為銀行

提供智能風控、營銷、客服等業務解決

方案等。

全方位的數字化轉型
值得註意的是，金融科技並非單純

的技術概念，而是金融與科技深度融合

的產物。金融科技對當前銀行業的滲透

和再造是全方位的，廣度和深度前所未

有。

2018年年報中，工商銀行、農業銀

行、中國銀行、建設銀行、交通銀行提

及金融科技的次數分別達15次、21次、

7次、64次、21次。招商銀行還指出:

“唯壹可能從根本上改變和顛覆銀行商

業模式的，是科技。”

壹位業內人士告訴記者，央行的征信

系統已采集了9.9億自然人。然而截至目

前，過去從未申請過貸款或信用卡，與

銀行等傳統金融機構無信貸關系歷史，

征信記錄基本空白的人群接近10億人。

當他們想要辦理信用卡等信貸業務時，

銀行需要通過非金融屬性數據進行分析

判斷。“過去的BI（商業智能）時代，

數據系統面向人的規則建設和處理；而

在AI時代，在線業務漸成主流，數據量

激增，超出了人的經驗範疇和處理能力

邊界。這些非結構化的、非金融的數

據，恰恰是機器擅長處理的領域。”該

業內人士稱。

具體來看，依托機器學習、深度學

習、自然語言處理、知識圖譜等底層

核心技術，智能風控解決方案可提供

預授信行內白名單、貸前準入、貸後

預警、收益評分、信用卡激活促動、

信用卡貸後調額、智能催收等多個場

景的解決方案。

“BI時代，由專家定義規則，通過

機器計算，采用的數據都是低維特征的

。”朱明傑表示，而在AI時代，則可以

結合機器學習、高維AI引擎和專家壹起

挖掘金融場景數據，形成智能金融解決

方案。他指出，2018年11月，氪信就推

出了新壹代金融科技領域的智能引擎

“非或然”，實現了從知識挖掘到知識

內嵌，建模過程軟件化，以及數據閉環

，進壹步提升了效率和安全性。

不僅如此，伴隨銀行越來越“互

聯網化”，手機App 已不僅是物理網

點的補充，也是壹種電子銷售渠道，

它已經成為銀行觸客的門戶。根據銀

行財報，截至 2018年底，工商銀行和

建設銀行的App下載用戶數均已突破3

億，招商銀行和掌上生活兩大App 的

累計用戶數達到 1.48 億，“月活”代

替“開卡數”成為銀行衡量業績的重

要指標。

中國銀行也在近期正式發布了手機

銀行6.0全新版。發布時，中國銀行副行

長鄭國雨表示，中行手機銀行6.0將人工

智能和專家智慧緊密結合，提供覆蓋全

幣種、全市場的“AI+金融”智能投資

理財服務，用戶可隨時隨地享受中銀慧

投、專屬投資顧問等服務。

事實上，將銀行 App 打造成壹

個超級平臺，並通過 App 來重新定

義銀行服務邊界的探索，正是讓 AI

在金融領域的應用回到了熟悉的互

聯網場景。

建立統壹的算法中臺
現階段，AI本質上是機器通過大

量的數據訓練做出智能決策的能力。

這為區別於FICO（美國個人消費信用

評估公司）的新壹代技術公司提供了

發展契機。業內人士表示，這些技術

公司的創始者們，通常是習慣以信息

化方式解決問題的AI專家。在互聯網

企業裏，他們搭建的搜索引擎日數據

處理量在ZB（1ZB是 10萬億億字節）

級別，而金融領域只到 PB級別（1PB

是 1000萬億字節）。也就是說，這些

技術公司對於數據挖掘、用戶分析等

早已駕輕就熟。

那麼，在AI時代，銀行等金融企業

數字化轉型的關鍵是什麼？在專家看來

，關鍵是實現“AI as a service”——AI

即服務。這意味著，致力於向數字化轉

型的金融企業，可以將AI視為壹種服務

能力。而要獲得這種能力，不僅要建立

統壹的數據平臺，還要建立統壹的算法

中臺（用來構建大規模智能服務的基礎

設施），從而將其應用於不同的垂直業

務場景。

需要看到的是，當下部分向數字化

轉型的企業，已經具有打通數據構建統

壹平臺的意識，但對建立統壹的AI算法

中臺重視不足，出現了壹個企業不同部

門同時造輪子（算法）的情況。這樣導

致的結果必然是難以建立統壹的AI平臺

，抑制了技術進步能夠帶來的深遠影響

力，並造成資源浪費。

“‘AI即服務’戰略在具體落地

時，需要協作型組織關系和復合型人

才，建立全生命周期數據管理和新型

開放式數據生態，從而提供有效的AI

平臺支撐。”朱明傑表示，這意味著

AI時代企業數字化轉型中，人人都是

AI 產品經理，需要了解產品，了解

AI的邊界，同時還要具有相關場景領

域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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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首檔“融媒體＂新聞評論節目，給你不一樣的新聞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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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參院通過消極涉華法案 中方：堅決反對

電競人才荒 需近200萬新血
明年市場規模或逾1350億元 霍啟剛：背後是很大產業

電子競技員是指從事不同類型電子
競技項目比賽、陪練、體驗及活

動表演的人員。中國目前電子競技職業
選手約10萬人。

根據中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公
佈的《新職業——電子競技員就業景氣
現狀分析報告》，電子競技員主要從事
五方面工作：參加電子競技項目比賽；
進行專業化的電子競技項目訓練活動；
收集和研究電競戰隊動態、電競遊戲內
容，提供專業的電競數據分析；參與電
競遊戲的設計和策劃，體驗電競遊戲並
提出建議；參與電競活動的表演。

現有業者多低齡低學歷
目前，中國電子競技員的整體從業

規模超過 50萬人，北京、上海、江
蘇、西安、廣州、成都、重慶等地為從
業人員高密度聚集區。

報告引述調研數據說，電子競技員
就業人群年齡普遍偏低，在被調查者中
有80%的從業人員年齡在30歲以下。
被調查者的學歷基本集中在高中或中
專、大專、本科三個層次，其中，高中
或中專學歷佔被調查者總量的46%，其
次是大專學歷佔38%，最後是本科及以
上學歷佔16%。

在市場規模方面，報告說，根據中
國第三方機構的數據統計，2018年中國
電競整體市場規模為940.5億元（人民
幣，下同），預計2020年超過1,350億
元；從電子競技用戶規模方面來看，預
計2020年達到4.3億元，中國電子競技
市場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具影響力和最有
潛力的市場。

“整個人才市場基本空白”
但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只有不到

15%的電子競技崗位處於人力飽和狀
態，預測未來五年電子競技員人才需求
量近200萬人。“由此可見，電子競技
專業人才十分稀缺，整個人才市場基本
屬於空白狀態。”報告說，電子競技員
具有廣闊前景，市場需求量和從業數量
將呈現井噴式增長，遍佈電子競技產業

鏈的各個環節的核心崗位。
亞洲電子體育聯合會主席霍啟剛表

示，電子競技體育不僅是比賽，背後是
很大的產業，從教練、經理到賽事組織
和運營，年輕人完全可能成為這個產業
中的工作人員，“這就是一份正常的職
業”。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官方28日公佈的一份報告

顯示，中國電子競技專業人才稀缺，整個人才市場基本處於空白狀

態，預測未來五年電子競技員人才需求量近200萬人。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
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28日在例行記者
會上表示，中方對美國國會參院通過包
含消極涉華內容的有關法案表示堅決反
對。

有記者提問，27日美國國會參院
通過了“2020財年國防授權法案”，
其中包含一些涉華條款，例如禁止聯邦
政府資金與中國國有企業合作。中方對
此有何評論？

耿爽回應指出，中方對美國國會
參院通過包含消極涉華內容的有關法案
表示堅決反對。上述法案一旦成法，將
損害中美關係，干擾破壞中美在一些重
要領域的合作。中方已經就此向美方提

出了嚴正交涉。
他說，中方敦促美方摒棄冷戰思

維和零和博弈過時理念，客觀理性看待
中國的發展，把握中美關係大勢，不得
放任包含有消極涉華內容的法案成法，
以免損害中美關係大局。

據中通社報道，這部長達973頁的
國防授權法案以86比8的票數在美國參
議院獲得通過，其中有一系列針對中國
的條款，旨在抗衡中國在全球日益增長
的影響力。條款包括，要求對申請赴美
簽證的學者進行更嚴格的審查；要求國
防部提供詳細報告，以防止向中國、俄
羅斯轉移敏感技術。法案還納入一項修
正案，內容包括禁止美聯邦資金流向中

國國有企業，比如全球最大的鐵路客車
製造商中國中車股份有限公司。

專家：美國會對華趨強硬
這反映出什麼問題？中國社會科

學院美國所戰略研究室主任樊吉社28
日在接受香港中通社採訪時分析指：
“該議案反映了美國國會一部分人的關
切，特朗普上任美國總統以來，中美關
係呈現出複雜變化，而美國國會是其中
一股重要力量。從2017年以來，幾份
國防授權法案都一致顯示出，國會在涉
華問題上積極、主動、強硬，並呈現出
日益嚴厲的態勢。”因而，議案包含很
多對華強硬的內容，並不令人感到特別

意外，因為過去幾年已經出現了類似情
況。

法案對於中國會有何負面影響？
樊吉社指出：“中國中車等企業的正常
經貿活動都將毫無疑問地受到影響。另
外，在中美雙邊大環境不那麼樂觀的情
況下，民間人文交流本應是雙邊關係的
基礎和紐帶，現在也將隨着簽證政策收
緊而受到阻礙，勢必產生負面影響。”

這份國防授權法案要最終成為法
律還需經過多個步驟：法案預計下月必
須經過由民主黨控制的眾議院的表決，
然後參眾兩院會在今年稍晚時候將法案
整合成一個版本，再遞交給總統特朗普
簽署成為法律。

■■電子競技員主要從事比賽電子競技員主要從事比賽、、訓練訓練、、數據分析數據分析、、遊戲策劃遊戲策劃、、參與表演等五方參與表演等五方
面工作面工作，，目前只有不到目前只有不到1515%%的崗位處於人才飽和狀態的崗位處於人才飽和狀態，，預測未來從業人員數預測未來從業人員數
量將大幅增長量將大幅增長。。圖為電競選手在進行團隊賽圖為電競選手在進行團隊賽。。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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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
帥 北京報道）中國國務院扶
貧辦綜合司、民政部辦公廳
日前聯合印發了《關於規範
社會組織參與脫貧攻堅工作
的通知》。

國務院扶貧辦社會扶貧
司司長曲天軍28日解讀稱，
中國嚴禁任何社會組織打着
扶貧的旗號違規從事牟利斂
財活動，社會組織募集的資
金、取得的收益應用於扶貧
並公告公示。

此外，各地民政、扶貧
部門對利用扶貧名義牟利斂
財，挪用、截留扶貧資金或
擅自改變用途的要嚴肅予以
查處。

中共十九大之後，中共
中央把打好脫貧攻堅戰作為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三大攻
堅戰之一。

曲天軍稱，充分發揮政
府和社會兩方面力量作用，
形成全社會廣泛參與脫貧攻
堅格局，是脫貧攻堅的一條
重要經驗。但同時，也存在
一些社會組織打着扶貧旗號
斂財牟利，甚至出現違法行
為。個別違法違規行為利用
了愛心人士的善心、破壞了
扶貧社會組織的群體形象、
挫傷了各界參與扶貧公益項
目的積極性、影響了社會扶
貧工作的良好聲譽。

鑒於以上情況，國務院
扶貧辦和民政部研究認為，
對社會組織參與脫貧攻堅工
作，除了引導動員以外，還

要加強規範約束，對於打着扶貧旗號牟
利斂財的要堅決禁止、對於違反法律法
規的要予以堅決打擊。

在28日民政部舉行的新聞發佈會
上，民政部社會組織管理局副局長黃茹
介紹，截至目前，全國共登記83.07萬個
社會組織，其中社會團體36.74萬個，社
會服務機構45.6萬個，基金會7,266個，
門類種類眾多，業務覆蓋廣泛。

黃茹強調，民政部門積極引導社
會組織參與脫貧攻堅，但也會加大排
查和處置力度，嚴厲查處打着脫貧攻
堅名義進行斂財等活動的非法社會組
織，一經發現堅決取締，涉嫌犯罪的
及時移送公安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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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澳
門足總早前以當地政局不穩威脅職球
員人生安全為理由，宣佈放棄對斯里
蘭卡的世界盃外圍賽首圈次回合賽
事。雖然澳門代表隊球員一度發表聲
明以及去信國際足協（FIFA）希望足
總收回成命，不過未能如願，最終國
際足協裁定棄賽的澳門以0：3落敗兼
罰款1萬瑞士法郎，成為首支於世界
盃出局的球隊。

世界盃外圍賽第一圈首回合，澳
門主場以1：0擊敗斯里蘭卡，本有希
望首度晉身次圈創造歷史，不過由於斯
里蘭卡近期政局不穩並出現恐怖襲擊，

而斯里蘭卡又拒絕改到中立場進行次回
合賽事，最終澳門足總以威脅職球員人
生安全為由決定棄賽。

不過澳門足總的決定引來球圈的
強烈反彈，先有48名代表隊成員發
表聲明希望足總收回成命，並表示如
足總堅持棄權將退出代表隊；兩支澳
門球隊加義及恆勢亦以行動表達不
滿，合演一場出現39個入球的不設
防比賽；但最終澳門足總仍堅持球員
人身安全為最重要，未有如期派隊出
賽。

而國際足協紀律委員會亦對澳門
的棄賽作出裁決，判斯里蘭卡次回合以
3：0勝出，並對澳門足總罰款一萬瑞
士法郎，令澳門成為首支無緣卡塔爾世
界盃決賽周的球隊。

桌球世盃 中國隊提前出線
2019

桌球世界
盃 27 日晚
在江蘇無
錫繼續進
行小組賽

爭奪，中國A隊和B隊雙雙零封對手，
均提前一輪鎖定出線資格。中國A隊和
中國B隊此前都取得三連勝，排在小組
首位。27日下午中國B隊以5：0橫掃
印度隊，取得四連勝，最後一輪，與
同樣已取得出線權的威爾斯隊展開小
組頭名之爭。至於丁俊暉（上圖）領
軍的中國A隊，27日晚的對手是波蘭

隊，他們同樣以5：0大勝對手，最後
一輪迎戰泰國隊。

■新華社

廣州馬拉松周日起接受報名
2019廣州馬拉松賽將於6月30日

上午10時至7月30日上午10時接受啟
動報名。今年的“廣馬”定於12月8
日舉行，設全程馬拉松（42.195公里）
和半程馬拉松（21.0975公里）2個項
目，參賽名額30,000人，其中全程馬
拉松 20,000 人，半程馬拉松 10,000
人。比賽路線與去年基本一致，起點
均設在天河體育中心，半程馬拉松終
點設在廣交會展館北廣場，全程馬拉
松終點設在花城廣場。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丁春麗 濟
南報道）8月8日至10日，2019年國際
泳聯游泳世界盃（FINA Swimming
World Cup）將在濟南奧林匹克體育中
心舉行。屆時，來自世界20餘個國家
和地區的數百名國際頂尖游泳運動健
將將齊聚泉城，上演國際泳壇巔峰對
決。

國際泳聯游泳世界盃始於 1989
年，是國際頂級游泳賽事。每年8-11
月份，在全球6-7個城市舉行分站賽，
彙集了世界頂尖游泳運動員。

本屆賽事設男子、女子比賽項
目，包括了背泳、蛙泳、蝶泳、自由
泳、混合泳5種泳姿共34項個人比賽
及接力項目。日前，即將在這次大賽
中亮相的中國游泳名將徐嘉余、傅園
慧和葉詩文等錄製了短視頻，共同表

示了對在濟南參加比賽的期待。
本次賽事預決賽共6個單元的比

賽，共計門票約一萬九千餘張，將拿
出一半以上的觀賽票向社會免費發
放，一線勞動者將作為贈票的首選。
售票時間為7月8日-8月10日，其中預
賽票價分別為 80 元（人民幣，下
同）、50元、30元；決賽票價分別為
120元、80元、40元。

根據國際排聯公佈的女排賽程，
東京奧運會洲際資格賽在2020

年1月6日至12日舉行，屆時將決出亞洲、
歐洲、南美洲、中北美及加勒比海地
區、非洲共五個奧運參賽席位；其後
便是世界聯賽，常規賽共進行五
個星期，由2020年5月19日至
6月18日；總決賽繼續在中
國南京舉行，日期為2020
年7月1日到7月5日。之
後便是2020年7月24日
至8月9日舉行的東京
奧運會以及8月17日
至 8 月 30 日舉行的
2022女排世錦賽洲際
資格賽。
而明年全年的重

中之重自然是7月揭
幕的東京奧運會，令
在此之前舉行的世界
聯賽成為中國女排及
其他列強東奧前最後
及最重要的一次練兵。
至於下月3日至7

日在南京展
開的2019女
排世聯賽總
決賽，東道主
中國女排將在小
組賽先後對陣土耳
其和意大利隊；如果順
利出線，很有可能與波蘭、美國和巴西等強敵在淘汰
賽中狹路相逢。

據《中國體育報》消息，土耳其是東京奧運會女
排資格賽中國隊的同組對手。在此前的世聯賽江門
站，中土兩隊展開了一場鬥智鬥勇的大戰，而中國女
排在並未派出頭號攻手朱婷的情況下依然眾志成城戰
勝這一歐洲新貴，積累了信心。

朱婷或大戰意頭號主攻手
小組另一個對手意大利隊，在東京奧運周期保持

着對中國女排的高勝率：2018年女排世錦賽準決賽，
中國隊與對手苦戰五局後惜敗；今年的世聯賽香港
站，中國隊再次與意大利隊苦戰五局，但最終逆轉獲
勝。在以往的比賽中，意大利女排頭號主攻手埃格努
的扣球、發球給予中國女排很大的壓力，此次南京總
決賽的中意之戰能否上演朱婷與埃格努的針鋒相對，
令不少球迷翹首以盼。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國際排聯於北京時間28日公佈了2020年女排全年賽程，世

界聯賽（世聯賽）總決賽將繼續在南京舉行，日期為7

月初，令是項賽事成為東京奧運會（東

奧）揭幕前最重要的一次練兵。

世 界
女排聯賽總決賽
將於下月3日在南京
打響。隨着比賽臨近，
巴西、意大利等強敵先後
公佈出征陣容。但作為東
道主的中國女排，主教練郎平穩
坐釣魚台，參賽14人名單至今沒有
出爐。

據傳媒消息，在剛剛過去的周四，
郎平帶領朱婷、張常寧、袁心玥、李盈
瑩、丁霞、曾春蕾和王夢潔等7名女排主力
忙裡偷閒，乘船出海遊玩，引來球迷的種種
猜測。

有球迷認為，如今這7人已開始休假模
式，即將開打的總決賽郎平將以替補陣容參戰；
不過，也有不少球迷認為，這是郎平放給外界的
一個信號，未來的總決賽，這7人將是郎平爭冠
的最重要的依靠，郎平極有可能會再度使用去年
世錦賽的原班人馬參賽，力爭奪得闊別16年的
世聯賽總冠軍。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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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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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

澳門拒派隊赴斯里蘭卡 遭FIFA處罰 游泳世界盃八月濟南揭幕

長話短說

■■朱婷極可能在下月與朱婷極可能在下月與
意大利女排頭號主攻手意大利女排頭號主攻手
埃格努針鋒相對埃格努針鋒相對。。

■■澳門足總以當地局勢不穩為理由澳門足總以當地局勢不穩為理由，，放棄作客斯里蘭卡的世外賽放棄作客斯里蘭卡的世外賽。。 澳門足總圖片澳門足總圖片

■■國際泳聯游泳世界盃將於國際泳聯游泳世界盃將於88月月88日在日在
濟南揭幕濟南揭幕。。 香港文匯報山東傳真香港文匯報山東傳真

■■中國女排積極備戰下月中國女排積極備戰下月
的世聯賽的世聯賽。。 FIVBFIVB圖片圖片

■■女排姑娘難得輕鬆女排姑娘難得輕鬆，，日日
前坐遊艇出海前坐遊艇出海。。 微博圖片微博圖片

■■4848名澳門代表隊成員曾發聲明名澳門代表隊成員曾發聲明，，希希
望如期參加世外賽望如期參加世外賽。。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2020世
聯賽總決賽續在南京舉行



廣 告 BB1212

4號出口

星期四
9：00AM

星期日
10：30AM

44號出口
送$10元或$12餐券

請注意：
新開11:00AM班車 送$5元或$10餐券

25號出口
送$5元或$10餐券

每週七天 天天開車
9：00AM, 11:00AM,
1:00PM, 4:00PM,
6:30PM, 8:30PM
11：00pm

訂座
電話 所有賭場需2 1歲以上者才可以上車，需持有帶照片的身份證

二家賭場任選，兩小時一班車

星期一 ～ 星期日
8：30AM, 6:00PM,
8：00PM, 10:30PM

T07_GREATLAND COACH八達旅遊567C_16

713-777-9988

上車地點：FOODTOWN / PARKWAY　CENTER（富達廣場）八號公路邊 WalMart 旁邊 8800 W Sam Houston Pkwys Suite141

離休斯頓最近的賭場
只需要1小時

每週七天
9:00(直班）

車費$15享用$25

星期日 2019年6月30日 Sunday, June 30,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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