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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聯辦全球首個吐蕃時期藝術珍品大展中美聯辦全球首個吐蕃時期藝術珍品大展

““絲綢之路上的文化交流絲綢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吐蕃時期藝術珍品展吐蕃時期藝術珍品展””在敦煌莫高窟對在敦煌莫高窟對
民眾開放民眾開放，，這是全球首個以吐蕃為主題的文物大展這是全球首個以吐蕃為主題的文物大展，，來自全球來自全球120120余件余件
套精美文物套精美文物，，立體呈現吐蕃時期文化藝術的歷史面貌及其與絲綢之路文立體呈現吐蕃時期文化藝術的歷史面貌及其與絲綢之路文
化的交流互動化的交流互動，，大部分海外展品屬首次在華展出大部分海外展品屬首次在華展出。。

法國水產養殖者下水采貝法國水產養殖者下水采貝 如置身奇幻水中叢林如置身奇幻水中叢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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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夏蒙尼，遊客參觀勃朗峰冰川下的冰洞。據悉，遊客可以沿著這條冰下長廊壹直
走到冰川的心臟地帶。據外媒報道，歐盟“哥白尼氣候變化服務項目”2日公布的數據指
出，剛過去的6月是1880年以來全球最熱的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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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外貿，接下來還會穩

前5個月服務出口增長10.3%、貨物

出口增長6.1%、有進出口實績的企業數

量增長6.6%……今年以來，在全球經貿

風險和不確定性加劇的背景下，中國外

貿依然穩定增長，在諸多方面都有不俗

表現。相關人士指出，盡管面臨壹定壓

力，但中國外貿體量大、韌性強、後勁

足，擴大進口、拓展市場、優化環境等

方面更多新舉措有望加快落地，外貿

“穩”的特質不會改變。

知識密集型服務貿易增長快
“今年以來，外部環境發生深刻變

化，加劇了全球經貿的風險和不確定

性。前不久世貿組織將2019年全球貿易

量增長預期從3.7%下調到2.6%，是3年

來的最低點。在這樣嚴峻復雜的外部環

境挑戰之下，1至5月中國外貿保持了穩

中提質的發展勢頭。”商務部外貿司副

司長朱詠近日談及中國外貿發展形勢時

如是說。

穩中提質，具體表現在哪些方面？
看整體貿易數據。1-5月，中國服務

進出口總額 21893.4 億元，同比增長

3.5%。其中，5 月當月服務出口增長

11%，比前4個月增速進壹步加快，帶動

1-5月服務出口繼續保持兩位數增長。1-5

月，貨物進出口12.1萬億元，增長4.1%；

其中出口增長6.1%，進口增長1.8%。

看經營主體活力。在全球貿易環境

不佳的背景下，今年中國外貿企業數

量不但沒有減少，反而還在增長。1-5

月，有進出口實績的企業33萬家，增

長6.6%。

看市場多元化發展。中國與232個

國家和地區有貿易往來，今年以來中國

在歐盟、日本、巴西、俄羅斯、南非等

主要經濟體的市場份額均有所上升。新

興市場占中國進出口比重從 2000年的

40.1%上升到去年的57.7%。中國與“壹

帶壹路”沿線國家貨物貿易額占同期總

額的比重提升至28.8%。

看高附加值領域。1-5月，中國知識

密集型服務進出口達到7449.6億元，增

長11.0%，高於服務進出口整體增速7.5

個百分點；知識產權使用費、維護和維

修服務出口增速分別高達34.8%、99.2%

。貨物貿易方面，1-5月，新能源汽車出

口額增長78.5%，平均價格增長50.4%。

10招提升通關便利化水平
穩外貿，壹系列政策措施逐步見效，

接下來更多舉措有望加快落地。

海關總署副署長胡偉指出，優化口

岸營商環境對支持、促進外貿發展作用

顯著。近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

進壹步推進通關便利化，持續優化口岸

營商環境。海關總署會同10部門深入研

究政策、細化措施，日前聯合印發《關

於加快提升通關便利化水平的通知》，

共提出10項具體措施。

進壹步簡化單證。胡偉表示，目前，

進出口環節需要監管的證件已從86種減

少到46種。今年9月30日前，再將2種

涉食品監管證件退出口岸驗核，進出口

通關環節不再要求企業提供該項證件。

優化流程、提高通關效率。今年8

月31日前，海關總署將啟動實施進口概

要申報、完整申報的“兩步申報”通關

模式改革試點；中國銀保監會、海關總

署將進壹步擴大關稅保證保險試點的保

險公司範圍。

提升口岸信息化水平。海關總署提出

，今年底前，沿海口岸將實現企業在互聯

網上辦理集裝箱設備交接、提箱作業計劃

申報、費用結算等手續；國際貿易“單壹

窗口”對主要業務應用率達到100%。

降低口岸收費。今年9月30日前，

交通運輸部、商務部將對主要國際班輪

運輸公司、國際貨代公司進行引導督

促，切實落實降費措施，增強進出口企

業獲得感。

加強監管創新和服務創新
商務部研究院學術委員會副主任、

區域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張建平對本報記

者分析，在個別國家推行單邊主義措施

及歐洲形勢不確定的背景下，中國外貿

特別是出口面臨著壹定壓力，穩外貿依

舊是主要任務。進壹步推進通關便利化

的同時，還應在落實減稅降費、拓展國

際市場、推動自由貿易試驗區發展等方

面下功夫。

朱詠表示：“我們會以企業為主體，

積極開拓多元化市場，優化國際市場布

局。”她介紹，目前，中國已同25個國

家和地區簽訂了17個自貿協定，還將積

極推進同更多國家商簽高標準自貿協定

和區域貿易協定，指導企業用足用好優

惠政策。

“我們會繼續大力支持企業赴境外

參展辦展，今年新開展了二手車的出口。

同時，將不斷完善外貿的新業態支持政

策體系，認定國家級國際營銷服務公共

平臺，支持加工貿易企業向中西部梯度

轉移，開展加工貿易保稅維修和再制造

等新業態。”朱詠說，中國將主動擴大

進口，除了進壹步自主降低關稅水平，

大幅削減進口環節制度性成本，還將全

力辦好第二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

“我們要再培育壹批國家級進口貿易促

進創新的示範區，加強監管創新和服務

創新。”

在張建平看來，更多穩外貿政策措施

的加快出臺與落地，能讓企業更早、更好享

受到相關便利與實惠，有助於降低企業

壓力、增強企業應對能力，提振信心。

商務部綜合司司長儲士家認為，總

的來看，中國外貿具備持續穩定增長的

基礎和條件。“也就是說過去穩、現在

穩，接下來還會穩。”

拉加德提名歐央行行長 歐元區將延續寬松政策？
現任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將於今年10月卸任

，對於其繼任者的猜測兩年前就已開始。最終，國

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拉加德脫穎而出。

歐洲央行執行委員會成員科爾、芬蘭央行前行

長利卡寧、法國央行行長維勒魯瓦、德國央行行長

魏德曼等接任德拉吉的熱門人選受到“冷落”，而

有著“鐵娘子”稱號的拉加德於近日獲得新任歐洲

央行行長的提名。

受上述提名消息影響，歐元區股市大漲、全球

債市強勁攀升，市場押註拉加德能順利接任歐洲央

行行長，並延續歐元區寬松貨幣政策。

中金公司宏觀分析師張夢雲說，從後續批準流

程看，歐洲央行行長由歐洲理事會提名後，需要向

歐洲議會和歐洲央行理事會咨詢意見，但最終決定

權在歐洲理事會。加上拉加德立場大幅偏離德拉吉

的概率不大，其後續批準流程上阻力相對較小。

若真正能夠執掌歐洲央行，拉加德延續寬松政
策的概率有多大？

“我認為新的歐洲央行行長不會影響貨幣政策

方向。決定貨幣政策的投票群體是比較大的，新的

央行行長不可能憑借壹己之力決定貨幣政策走向。”

FXTM富拓貨幣策略和市場研究全球主管賈米爾·

艾哈邁德（Jameel Ahmad)）對中新社記者說。

中信證券分析師明明亦認為，無論候選人

是誰，經濟學家對於歐洲央行貨幣政策的預期保

持壹致：由於歐元區經濟增速緩慢，通脹也略顯不

夠，在未來很長時間內，歐洲央行料將維持寬松的

貨幣政策。

“拉加德接任歐央行行長有望延續德拉吉的寬

松立場。”張夢雲指出，從歷史記錄看，拉加德壹

直支持歐洲采取更加積極的刺激政策，且她支持

QE（量化寬松）等非傳統寬松政策，同時她在近

期還繼續呼籲貨幣寬松和長期支持歐洲財政寬松及

歐洲壹體化進程。

延續寬松政策對於歐洲意味著什麽？
“為了托底歐洲經濟。”長江證券研究所首席

宏觀研究員趙偉表示，歐洲央行未來可能加碼貨幣

寬松，或進壹步降息及重啟QE等。

興業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王涵認為，歐洲經濟基

本面仍非常疲軟，有繼續下行的壓力，因此歐洲央

行結束擴張資產負債表後，將不得不繼續貨幣寬松

政策。

明明則指出，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後，歐洲央

行連續多次下調基準利率，直至2016年3月的0%

，此後壹直維持此水平不變，隨後於2018年12月

停止量化寬松政策。

然而在退出量化寬松之後，歐洲央行在利率決

議會議上明確表示，只要有必要，就將對到期債券

進行再投資；再投資將壹直持續到首次加息後

很長壹段時間，且會持續足夠長的時間，以維

持有利的流動性條件和貨幣寬松的充裕程度。

再之後，貨幣市場利率將回到再融資操作利率

，並作為主導利率。

明明認為，以上進程之後，歐洲央行貨幣政策

才算正式步入正常階段，但貨幣收緊進程仍存在風

險，目前歐元區經濟緩慢增長，但英國“脫歐”、

意大利預算問題仍是潛在的經濟風險，縮減資產負

債表進程依舊存在不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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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9日（星期二）神州大地2 ■責任編輯：何佩珊

四川成都大熊貓繁育研究基地
的海歸大熊貓“阿寶”6日產下一對
龍鳳胎，其中雄性大仔初生體重
211.6克，雌性小仔初生體重209
克，是截至目前全球初生體重最重
的人工圈養大熊貓龍鳳胎（雙胞
胎）。

據悉，這對大熊貓幼仔超
過了其“爸爸”迎迎和“姑
姑”妮妮這一對龍鳳胎的初
生體重，跟今年6月11日在

該基地出生的“拇指
姑娘”（初生體
重 42.8 克）相
比，兄妹倆更
是足足重了
5倍。該基
地的專家
表示，通
常情況下，
大熊貓幼仔
出生體重
平 均 約

150克，雙胞胎一般一隻較重，一
隻較輕，雙胞胎幼仔初生體重同時
超200克，實屬罕見。

這對最重龍鳳胎熊貓幼仔的媽
媽也是一隻有故事的熊貓。“阿
寶”於2010年11月3日在美國亞特
蘭大動物園出生，當時《功夫熊
貓》正在熱映，加上亞特蘭大動物
園的飼養員最初誤以為這隻大熊貓
寶寶是雄性，所以特意邀約夢工
廠，借用影片中的主角“阿寶”的
名字為這隻新生熊貓寶寶命名。

2013年，3歲的“阿寶”準備
從亞特蘭大回國，當工作人員為
“阿寶”遞交回國申請時，意外檢
查出這個大家心目中的“功夫熊
貓”其實是個女孩子。這個曾被誤
認為男孩子的“阿寶”，此次是初
為“熊母”。

據統計，成都大熊貓繁育研究
基地自1987年建立以來，經過不斷
科技創新，掌握了世界領先的大熊
貓科研繁育核心技術，並建立起全
球最大的大熊貓人工圈養繁殖種
群。截至8日，該基地共繁育191
胎、298仔，現存200仔，其中包
括海外出生的22胎37仔。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向芸 成都報道

吉林大
學生物考古
學國際創新團
隊發現了迄今為

止人類顱骨人工變
形最早的實物證據。

這項研究對人類頭顱人工
變形這一世界性的文化源流

研究有着重要影響，近日該成
果在人類學著名期刊《美國體質人

類學雜誌》發表。
在人類生命早期，顱骨是柔軟的，通過用

手擠壓嬰兒頭部，可以實現永久性的顱骨重塑。顱骨

人工變形是人類文明的一個重要的文化現象，其起源、發
展與原因還未確定。2011至2015年間，吉林大學考古團
隊主持發掘吉林省大安市的後套木嘎遺址。在發掘後的研
究過程中，團隊發現該遺址新石器時期的四個文化層中有
11例個體具有人工顱骨變形現象，年齡從3歲到40歲左
右，年代從超過12,000年到5,000年之前，延續時間超
7,000年。此次發現的是新石器時代在同一個地點延續時
間最長的顱骨人工變形文化。

這項研究由吉林大學考古學院教授張全超和美國得
克薩斯A&M大學博士王謙共同牽頭完成。王謙稱，這些
顱骨變形的個體中，有的有較豐富的陪葬裝飾，暗示他們
可能具有較高的社會地位。顱骨人工變形行為的起源可能
與社會經濟發展和社會階層分化也有關。 ■新華社

已盛放的古蓮子位於圓明園荷花基地。
工作人員介紹，2017年，考古人員在

長春園東南隅的如園遺址進行考古挖掘時，
陸續在鏡香池內發現11顆古蓮子。這是圓
明園進行考古發掘工作以來首次發現古蓮子
的存在。去年5月，圓明園將11顆古蓮子送
往中科院植物研究所進行培育。雙方就古蓮
子的檢測、研究、培育等進行商討，最終決
定將其中3顆古蓮子送往北京大學考古文博
院進行年份鑒定，剩餘8顆開展培育實驗。

植物研究所專家介紹，古蓮子比普通蓮
子發芽時間更長、培育難度更大，因其埋藏時
間久遠，加之種子本身的質量因素等各方面問
題，降低了古蓮子的成活率。

經過中科院專家的監測研究和精心培
育，有6顆古蓮子在播種之後成功發芽，並於
去年8月底在實驗花盆內長葉結藕。這6顆

古蓮子在溫室中進行越冬，今年4月移出溫室
種植在荷花基地。

專家稱，古蓮子之所以能存活很久，一方
面是由於它一直被埋在溫度低、濕度小、少微生
物干擾的泥炭土中，不具有生根發芽的條件。另
一方面，古蓮子的外面有一層硬殼，可以完全防
止水分和空氣內滲與外洩。在蓮子裡還有一個
小氣室，裡面大約存貯着0.2立方毫米的空氣
可以維持古蓮子生命。古蓮子含的水分也
極少，只有12%。在這種乾燥、低溫
和密閉的條件下，古蓮子過着長
期的休眠生活，新陳代謝幾
乎停止，因而可以歷經
百年後仍能萌芽、
生根、開
花。

熊貓“阿寶”
誕全球最重龍鳳胎

吉林考古發現最早“整形”顱骨

兩年前圓明園考古出土的古蓮子，經過兩年培育，於7日復活開花。

雖然已有百歲，但盛放的花朵依然嬌艷，吸引了眾多遊客駐足拍照。

■文：《北京晚報》、圖：網上圖片

▶百年古蓮的盛
開吸引了眾多遊
客駐足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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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寶阿寶””初次產子成為初次產子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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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朝元老孫楊再戰“超級套餐”

■■ 傅 園 慧傅 園 慧
（（中中））與父與父
母在訓練後母在訓練後
合影留念合影留念。。

中新社中新社

游泳世錦賽中國隊名單
女子：葉詩文、傅園慧、王簡嘉禾、劉湘、張雨霏、

史婧琳、楊浚瑄、朱夢惠、李冰潔、柳雅欣、
彭旭瑋、索冉、陳潔、艾衍含、王一淳、余依
婷、吳卿風、王靖卓、張可、于靜瑤、朱嘉
銘、董潔、張雨涵

孫楊作為世錦賽七朝元老，報名
參加200、400、800和1,500米

自由泳“超級套餐”，多場次高水
平對抗，對他的體能提出了非常高
的要求。目前孫楊在香港全心備戰
世錦賽。

徐嘉余將力爭衛冕100背
將第五次參加游泳世錦賽的汪

順表示，此前他的最佳戰績是銅
牌。這一次出征光州，“我希望能
給獎牌換個顏色，衝擊一下金
牌”。

以男子100米背泳衛冕冠軍身份
出戰的徐嘉余備受關注。他透露，
自己前段時間的備戰訓練不錯。
“我還是更關心自己的身體，讓身
體更強壯。只要自己能做好，還是

可以衝擊冠軍的。我的目標是‘順
利出征，順利完成比賽’，應該會
有一個好結果。”

2011年上海世錦賽時曾驚艷世
界的倫敦奧運會冠軍葉詩文將參加
200米、400米混合泳和“新主項”
200米蛙泳。“和以前相比，現在我
的心態更放鬆，也更享受比賽。”
年少成名的葉詩文笑着說。

傅園慧父母探班心情佳
愛說愛笑的傅園慧由於父母探

班，訓練後出水心情格外愉快，儘
管背後佈滿拔火罐的印記。23歲的
她說：“我已經從國家游泳隊年紀
最小的女運動員之一變成了年紀最
大的女運動員之一，歲月不饒人。
沒有像第一次參加世錦賽時那樣興

奮、好奇和期待，但為祖國爭光的
榮譽感一點沒有減少。我是老隊
員，希望起到好的帶頭作用。”

去年亞運會打破女子50米背泳
世界紀錄的劉湘本次世錦賽將全力
衝擊50米自由泳。她透露自己一直
在強化體能訓練。“希望以更強大
的體能和更強大的心理去和國外高
手對抗！”

43人的隊伍中，年齡最小的男
選手是2003年出生的洪金權，女選
手則有2005年出生的王一淳和余依
婷。

中國游泳隊將於本月16日出發
光州。游泳世錦賽於本月12日開
幕，28日落幕，其中游泳比賽於21
日開始。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夏微
上海報道）因為本月即將到來的
英超亞洲盃，紐卡素隊長拿修斯的
一個夙願要提前實現了，“我一直
很想去中國。有一天我跟朋友說，
等我退役了我要去中國和亞洲其他
地方看看。沒想到沒過多久我就可
以跟球隊一起去中國，這真是太好
了。”

本月17日，拿修斯所在的紐
卡素將在南京英超亞洲盃的首個
比賽日中對陣狼隊。拿修斯表
示，“前兩個賽季我們都是去愛
爾蘭，在那裡待了好幾個星期。
這次我們要去的是中國，在一個
完全不同的國家、不同的環境裡
比賽，這將是一次美妙的體驗。
我們都很高興能有機會去那裡比
賽。”

7月20日，四隊轉戰上海虹
口足球場後，第一場比賽將在首
輪比賽兩支輸球的隊伍之間進
行。隨後在南京取得勝利的兩支
球隊將進行決賽中爭奪冠軍獎
盃。

值得一提的是，拿修斯對此
次中國之行還有另一個期待，那
就是品嚐中國美食，“大概一個
月我會點一次中餐外賣，我喜歡
點以前經常吃的東西，比如雞肉
炒麵、特色炒飯、煙熏雞肉這
些。另外我很喜歡吃咕嚕雞，排
骨我也經常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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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黎永
淦）港將在意大
利那不勒斯世界
大學生運動會繼
續力爭上游，雖
然獎牌榜尚未開

齋，代表團仍感謝各香港運動員保持
高昂鬥志，期望香港選手在“世大”
餘下賽事能勇創佳績。

其中體操選手吳恩言及泳手黃筠
陶在競爭激烈下都能打入決賽，最終
吳恩言在女子平衡木奪得第6名，黃
筠陶則於女子100米背泳游出1分1秒
45得第7名。4名男、女子網球選手，
則於男、女子單打及雙打均能晉級。
張瑋桓在女單以2：0戰勝印尼球手打
入16強，男單唐家傑則以2：1力克白
俄羅斯球手出線，下一圈力爭8強。
女雙32強賽事，張瑋桓/伍曼瑩以2：

0淘汰韓國組合過關。
港將在乒乓球單打項目則僅有梁

灝程突破小組階段，他以3：0打敗荷
蘭球手後獲首名晉級資格，隊友洪振
軒、潘尚熙及女將陳美珊則先後敗
陣，於分組賽行人止步。男子排球方
面，港隊以13：25、18：25、16：25
直落3局不敵中國台北；另外，成灝
澂於10米氣手槍項目，在38名運動員
中排名第16；跆拳道女將朱洛儀則於

個人品勢項目小組第5名出線，可惜
半準決賽失利，未能爭奪獎牌，最終
在31名參賽者中名列第10名。

至於國家隊方面，乒乓球隊在
男、女團體比賽中均斬獲金牌；中國
跳水“夢之隊”奪兩枚銀牌。截至當
地時間7日，國家隊以11金4銀位居
金牌榜第三位，日本與美國分別以19
金11銀10銅及11金5銀7銅高居榜首
與榜眼。

中國游泳中國游泳

隊隊 88 日公佈了日公佈了

參加韓國光州參加韓國光州

世界游泳錦標世界游泳錦標

賽 的賽 的 4343 人 名人 名

單單，，其中包括其中包括2020名男選手和名男選手和2323名名

女選手女選手。。隊長孫楊隊長孫楊、、前奧運冠軍葉前奧運冠軍葉

詩文詩文、、世界冠軍徐嘉余以及傅園世界冠軍徐嘉余以及傅園

慧慧、、汪順汪順、、劉湘等名將全部在列劉湘等名將全部在列。。

世大運爭上游 吳恩言平衡木第六

■■七朝元老孫楊報名參加七朝元老孫楊報名參加200200、、400400、、800800和和11,,500500米自由泳米自由泳44項比賽項比賽。。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中國女隊獲得乒乓球女團冠軍中國女隊獲得乒乓球女團冠軍。。 新華社新華社 ■■中國男隊奪得乒乓球男團冠軍中國男隊奪得乒乓球男團冠軍。。 新華社新華社

■■徐嘉余將以男子徐嘉余將以男子100100米背泳米背泳
衛冕冠軍身份出戰衛冕冠軍身份出戰。。 中新社中新社

男子：孫楊、徐嘉余、汪順、閆子貝、李朱濠、
王鵬、覃海洋、季新傑、何峻毅、余賀
新、王一哲、曹犄文、李廣源、王立卓、
崔峻銘、商科元、王舟、洪金權、楊金
潼、張睿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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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深報導】非常被看好的美國女子足球隊星期天在法國里
昂女子世界杯決賽中以2-0擊敗荷蘭隊，第四次奪得女子世界杯
，而且首次贏得全部比賽。

美國隊在本屆世界杯比賽中分別擊敗瑞典隊、西班牙隊、法
國隊和英國隊進入決賽，並在星期天的決賽中擊敗歐洲冠軍荷蘭
隊。

足球分析人士說，美國國家女足事先被看好，是因為她們比
荷蘭隊擁有更多的實力球員和更多的經驗。

美國隊主力隊員梅根•拉皮諾埃（Megan Rapinoe）在與英國
隊進行了半決賽中因肌腱輕微拉傷而沒有參加比賽。她在對荷蘭
隊的決賽進行到61分鐘時為美國隊踢進了一個點球。

8分鐘之後，隊友羅斯•拉維爾（Rose Lavelle）為美國隊踢進
了第二個球，取得了比賽的勝利。

美國隊前主力隊員朱莉•福迪（Julie Foudy）賽前表示，美國
隊必須要贏。

福迪說，“她們吃了很多苦。與西班牙隊的比賽是場硬仗；
在巴黎擊敗東道主法國隊，又戰勝了勁旅英國隊。但她們必須奪
得世界杯，確立她們的傳奇，尤其是荷蘭隊沒有太多的球星，休
息時間也沒有美國隊長。”

美國女足奪得世界杯，在國內獲得前所未有的榮耀，可美國
女足卻狀告美國足球聯合會，要求與沒有取得過多少勝利的美國
男足同酬。女足隊員的基本年薪要比男足隊員少大約3萬美元。女
足隊員這次同意在本屆女子世界杯比賽結束後才將此案付諸仲裁
。

美國男足在2014年的世界杯比賽中未能打進16強，卻從美國
足球聯合會得到540萬美元的獎金。美國女足在2015年的女子世
界杯中奪冠，卻只拿到170萬美元的獎金。

不過，在本屆女足世界杯舉行期間，特朗普曾與美國隊明星
球員梅根•拉皮諾埃（Megan Rapinoe）發生了爭執。她之前說過
，為了表示對特朗普的反對，即使美國女足奪冠，她不會接受邀
請前往白宮。

特朗普總統就此回應說，“梅根應該先贏球再說話”。特朗
普同時邀請美國女足不管輸贏都前來白宮做客。

美國女足擊敗荷蘭隊奪得女子世界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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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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城奇事 中国 丰都——墨西哥 瓜納华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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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0日 Wednesday, July 10,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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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汽車新車免費試駕活動現代汽車新車免費試駕活動 送您送您 $$2020超值禮卡超值禮卡

《《周師傅專欄周師傅專欄22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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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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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六期我們列出了60道筆試題，今天我們接著
再列10道試題。

61，問：在無交通信號或標誌管制的十字路口
上駕駛員應註意哪些事項？
答：讓車，誰先到誰先走。

62，問：駕駛自行車應遵守哪些規則？
答：與機動車一樣，但應盡量在道路右側通行。

63，問：哪些情況下，應打開車燈？
答：太陽下山30分鐘後或是能見度低於1000英尺
。

64，問：在多少英尺內遇有來車，應開近光燈
？
答：五百英尺內。

65，問：晚間車輛在公路旁停車時，應開什麽
燈？

答：打開停車燈或車前的近光燈。
66，問：霧天行車時應開什麽燈？

答：霧燈或近光燈。
67，問：何時需出示你的財務證明責任文件？

答：當被要求時或車禍時。
68，問：你如何證明你的財務責任？

答：出示汽車保險證明。
69，問：哪些情況下你可能喪失駕照？

答：醉酒駕車，吸毒，持有假駕照開車等等。
70，除滅音器外，1968年以後出廠的車，還需

具備哪些裝置？
答：需具備排氣裝置防止汙染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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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末假日何處去? 現代汽車邀請您一同來試
駕提升家人相聚時刻品質的SUV 2019 Santa Fe與
北美年度風雲休旅車2019 KONA。為了讓更多華
人民眾體驗、感受現代新車的絕佳性能，先進科
技配備，及舒適的車室空間，現代汽車將於7月
13日(星期六) 和 14日(星期日)早上十點至下午五

點，在位於Houston的惠康超市旁停車場舉行試
駕活動。除了免費試駕現代新車，凡參加還能獲
贈 $20超市購物禮卡和精美購物袋。禮卡數量有
限，送完為止。

活動現場當天，現代汽車還將提供$500新車
折價券，方便意向車主在未來購買或租賃現代汽

車時，享有額外$500的優惠。另外，只要在活動
現場，加入現代汽車臉書粉絲團，就有機會得到
限量好禮。這麼好的活動，千萬不要錯過!

更多車款配備及性能請上現代汽車網站查詢
: www.HyundaiUSA.com/Chinese/

2019現代汽車新車試駕活動

Houston, TX
時間: 7/13 (星期六) ~ 7/14 (星期日) 10:00am-5:

00pm
地點: Welcome Food Centerc惠康超市旁停車場

(9180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現代汽車現代汽車20192019 KonaKona

現代汽車現代汽車20192019 Santa FeSanta Fe

成彥邦醫生旅居休士頓50餘年，為中醫針灸界之先驅。德
州自1993年核發針灸執照，使針灸師得以合法行醫，是伊及其
病患與其他數位針灸同道，合力奮鬥而成。

70年代他們向聯邦法院控訴德州醫務局違憲，禁阻人民選擇
針灸醫療的權利。經一年多的反復辯論，聯邦法官 Gabrielle
McDonald 判決針灸一方勝訴。德州醫務局敗訴後，再經過針灸
界的努力，才不得不籌備針灸署核發執照。

成醫師懸壺濟世之暇，亦著書行文，曾擔任自然療法雜誌海
外編輯，亦曾寫政治笑話專欄，每週一篇，每篇一千多字，達十
二年之久，亦涉獵兒童讀物，與賢內助合作出版青少年書籍二冊

，《愛探險的帝王亞歷山大》以及《擊出魔幻時刻～貝比魯斯》
，並曾發表極短篇小說及兒童短篇故事無數。

成醫師亦係美南作協會員十六年，近十多年因忙於他自己的
發明及疑難雜症的配方之研究，其發明的富鹼寶，已向美、加、
中、日、歐盟三十餘國申請專利，因研發繁忙，無暇再堪當會員
。但對美南作協動態念念不忘，蒙秦鴻鈞會長力邀主講〈從文學
評論角度談三國演義中的華佗醫學〉。

三國演義為我國四大文學經典之一，長久以來無論達官貴人
、平常百姓、販夫走卒人手一冊，讀得津津有味。中外許多軍事
學校，以三國演義的戰略戰術當教材施教，政治學家、經濟學家

也以它作範本來研究，尤其謀略家選舉策劃更不離三國演義的範
疇，人人信服，早作了金科玉律地奉行。

可惜三國演義中的醫學部分，因羅貫中過分渲染，反而遭今
之醫界誤會，認係不科學，受歧視，影響了中醫界之信譽，蒙受
不白之冤。

成醫師不但從文學評論的角度，且從醫學評論的角度來品評
、來剖白。歡迎有興趣人士，無論會員和非會，請於8月17日下
午兩點至四點到僑教中心203室聽演講，相互交流。

美南華文作協八月十七日文學演講會
成彥邦主講〈從文學評論角度談三國演義中的華佗醫學〉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當休斯頓在最近幾天經歷令人窒息的
熱浪時，華盛頓相反的在很短的時間內，遭遇意外的大雨和突如
其來的洪水破壞和衝擊。據美國媒體報導，早前，華盛頓裡根國
家機場（Reagan National Airport）降雨量達到每小時 3.3 英寸
（約合83.82毫米）。因暴雨襲擊，首都華盛頓當地時間7月8日
，美國國家氣象局（National Weather Service）對首都華盛頓及

周邊地區發布該地史上首個洪水緊急預警。
據《華盛頓郵報》報導，這相當於一個小時內承受一個月的

降雨量。這種強降雨在任何一年的出現機率都不到1% 。這也是
華盛頓地區第一次發布洪水緊急預警，這種警報始於2011年，
為最嚴重的“威脅生命”和“特別危險”的事件而設置。

據《紐約時報》報導，當天早晨的暴雨在華盛頓引發了混亂
：地鐵站變成了淋浴房，洪水在郊區氾濫。
相關部門稱已經展開了數十次救援行動。大
雨還嚴重破壞了華盛頓的公共交通網絡。雨
水從自動扶梯和電梯上傾瀉進地鐵站，地鐵
車站屋頂被沖破，雨水落在軌道上，形成驚
人的瀑布。美國鐵路公司（Amtrak）表示，

其在華盛頓及周邊地區的服務已於週一短暫暫停，預計火車恢復
運營後將出現延誤。

費爾法克斯縣（Fairfax County）消防和救援部門表示，他們
已經在7月8日早上對55個快速水上救援呼叫進行了相應，包括
從一個拖車住宅區疏散多名居民。還有數千人沒有電力供應，但
目前還沒有人員傷亡的報導。

與華盛頓特區接壤的弗吉尼亞州和馬里蘭州的郊區受災最為
嚴重，當地居民拍攝的新聞鏡頭和社交媒體視頻顯示，洪水從原
本整潔的社區和公園傾瀉而下。美國國家氣象局稱，週一（8日
）夜間危險應該就會過去，週二（9日）和周三（10日）將是晴
天。

首都華盛頓受暴雨襲擊 史上首次發布洪水緊急預警
雨水傾瀉進地鐵站 沖破地鐵站屋頂 形成驚人的瀑布

（（本報訊本報訊））恆豐銀行每年舉辦房屋貸款講座恆豐銀行每年舉辦房屋貸款講座..，，我我
們將於八月三日星期六上午十點半至們將於八月三日星期六上午十點半至 十二點半在十二十二點半在十二
樓舉辦房屋貸款的專題講座樓舉辦房屋貸款的專題講座。。
貸款有関特別注意事項貸款有関特別注意事項：：
11.. 新移民新移民，，特殊身份特殊身份(H(H11B,LB,L11,E,E11......以及政治庀護以及政治庀護))及外及外
國人的貸款條件國人的貸款條件。。
22.. 自住和投資房屋貸款自住和投資房屋貸款（（買房或降息買房或降息//抵押重新貸款抵押重新貸款））
33.. 如何申請到最低利息及最好的貸款如何申請到最低利息及最好的貸款。。
44.. 如何提供貸必要文件才可以順利的申請到房屋貸如何提供貸必要文件才可以順利的申請到房屋貸。。
55.. 新的年度新的年度，，新的市場新的市場，，新的政策新的政策，，因個人的需求而因個人的需求而

有不同的貸款方有不同的貸款方 式式。。
購房貸款和重新貸款由該行資深貸款專員高德潤為大購房貸款和重新貸款由該行資深貸款專員高德潤為大
家講解說明家講解說明，，高德潤女高德潤女 士有豐富的貸款經驗服務熱誠士有豐富的貸款經驗服務熱誠
又有耐心又有耐心，，深受大家好評深受大家好評
地址地址：：99999999 Bellaire Blvd.Houston TBellaire Blvd.Houston TX,X,7703677036，，JenniferJennifer
Liu Tel:Liu Tel:713713--596596--28122812
歡迎舊雨新知歡迎舊雨新知，，踴躍參加踴躍參加，，無需報名無需報名，，無需費用無需費用，，將將
會提供現場問答會提供現場問答，，會後備會後備 有茶點招待及主講人備有抽有茶點招待及主講人備有抽
獎助興獎助興。。
現場並開放給大家提問現場並開放給大家提問，，機會難得請勿錯過機會難得請勿錯過!!

恆豐銀行舉辦房地產貸款和重新貸款等專題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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