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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遞豐收喜悅傳遞豐收喜悅！！莫斯科紅場南瓜成堆莫斯科紅場南瓜成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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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麥丹麥，，丹麥奧胡斯高等研究所丹麥奧胡斯高等研究所( AIAS )( AIAS )和美國伍茲霍爾海洋研究所和美國伍茲霍爾海洋研究所
( WHOI )( WHOI )的研究人員設計了壹種方法的研究人員設計了壹種方法，，只使用無人機拍攝的空中圖像只使用無人機拍攝的空中圖像
就能準確估計鯨魚的體重就能準確估計鯨魚的體重。。

瑞士高山水庫上瑞士高山水庫上
設置漂浮太陽能電池板站設置漂浮太陽能電池板站

瑞士Bourg-Saint-Pierre，工人在高山水庫湖圖勒湖（Lac des Toules）上組裝帶有太
陽能電池板的駁船。當地正在圖勒湖上鋪設漂浮太陽能電池板站，該電池板站由36艘駁船
組成，共將放置2240平方米的太陽能電池，其目標是每年輸送800000千瓦時的電力，這相
當於約220戶家庭的年耗電量。



BB33綜合經濟

Westing 醫療診所
毛誌江醫生 MD PHD. 40 多年臨床經驗

主治 

家庭全科/專治打呼嚕/睡眠健康/心血管健康/精力不濟
亞健康/移民體檢/常規體檢/遠程診斷/遠程視頻會診

Tel:346-777-6688 
地址： 6918 Corporate Dr, A-13,Houston, TX 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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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榜時尚、自稱健康…
警惕電子煙商家套路年輕人群

近來，各類電子煙大量充斥市場，

不少電子煙商家為爭奪年輕人群市場

“套路”不斷，帶來隱患。

電子煙在年輕人日常生活中有多

“流行”？抽電子煙真能既“健身”

又“美容”？電子煙“未成年人禁

令”落實情況如何？新華社記者對此

展開調查。

勸戒還是勸吸？
年輕群體已成電子煙消費主力軍

冰鎮西瓜、清香綠茶、香芋冰淇

淋、白桃烏龍茶……這是專為年輕人定

制的電子煙口味；“霧化棒”“能量

棒”“天使棒”……這是為年輕人取

的電子煙“雅號”；“電子煙花式教

學”視頻，教年輕人把吞雲吐霧當做時

尚炫酷。

記者註意到，電子煙已向年輕人群

加速蔓延。

“社區超市、便利店，到處都能看

到色彩鮮艷、樣式繁多的電子煙，就擺

放在收款二維碼的旁邊，非常顯眼，買

起來非常方便。”北京市民劉女士告訴

記者，她時常能看到壹些年輕人購買電

子煙。

“使用我們產品最多的是原本不抽

煙的年輕女孩。”某電子煙品牌創始人

告訴記者，他經營的電子煙主要消費群

體是90後甚至95後，因為這些年輕人追

求潮酷、敢於嘗試。“了解到我們的產

品，很多不吸煙的女孩都主動嘗試。”

該創始人稱，他的電子煙上市短短壹月

余，已售出8000套，賣斷了貨。記者了

解了多家電子煙“潮牌”，情況大體相

同。

另外，壹些網絡社交平臺、視頻平

臺上，大量充斥著專門年輕人玩電子煙

的視頻，還有不少文章鼓吹電子煙無害

和所謂電子煙時尚，將電子煙稱為“新

年輕壹代不可或缺的時尚配件”。

中國疾控中心數據顯示，與2015年

相比，接受調查的人群中，聽說過、曾

經使用過和現在使用電子煙的比例均有

提高；年輕人使用電子煙比例相對較高

，15-24歲年齡組最高。

“很多年輕人把電子煙作為娛樂休

閑時吸壹吸的玩具，這對健康有害。”

成都市第三人民醫院呼吸科副主任陳鋒

指出，雖然電子煙不含焦油，但尼古丁

依然有害健康，有些電子煙的尼古丁含

量甚至超過傳統卷煙。

電子煙商家爭奪年輕人市場“套
路”多

為爭奪年輕人市場，電子煙商家們

還形成了壹系列“套路”。

——打“三觀牌”，名為鼓吹價值

觀，實為鼓吹電子煙。近日記者發現壹

篇講述電子煙推銷員心路歷程的文章出

現在多個網絡社交平臺、青年群組。該

文除用細膩的文筆講述某電子煙推銷員

的“奮鬥”經歷之外，還著重強調了

“合格的電子煙比卷煙對身體的影響小

，不對周邊的人造成二手煙危害。所以

，電子煙是個‘減害’的產品，是卷煙

最好的替代者”等觀點。

經調查，記者證實該文實際是某電

子煙品牌的推廣“軟文”。有公關人員

同時向多個500人微信群發出文章鏈接

，並配上轉發語和微信紅包，求轉發。

業內人士告訴記者，這也是當前電子煙

品牌推廣的常用方法。

——打“健康牌”，聲稱吸電子煙

能戒煙、能強身、能美容。不少品牌電

子煙不僅回避產品中尼古丁等成分的危

害，還自我標榜“健康”。有的聲稱產

品中含有維生素、膠原蛋白、褪黑素、

乳酸菌等多種有益成分，吸食後不僅不

傷身體，還能夠提高免疫力、美容抗衰

老、提神醒腦、安神助眠、益脾護肺、

消除疲勞、解酒醒酒……

——打“創業牌”，以“創業”為

名鼓動年輕人代理產品，提升人氣。

“交 6000元貨款成為二級經銷商，交

30000元貨款成為壹級經銷商，交15萬

元貨款直接成為聯合創始人。”記者從

多家電子煙品牌處了解到，有企業專門招收

年輕人，特別是年輕女性做代理商，引導他

們通過發布渲染時尚、高檔氣氛的朋友圈等

方式向同齡人推銷電子煙，經營煙友圈。

世界衛生組織向記者表示，青少年

接觸尼古丁可能對大腦發育造成長期不

良後果，可能導致學習障礙和焦慮障礙

等，應“禁止針對非吸煙者、孕婦和青

年營銷和使用電子尼古丁傳送系統；禁

止對電子尼古丁傳送系統進行未經證實

的健康說辭。”

落實電子煙監管仍有難處
“電子煙容易以時尚的方式誘導青

少年先接觸電子煙，之後可能就接觸傳

統的煙草。”國家衛健委規劃司司長毛

群安說，許多電子煙產品所含的尼古丁

濃度標識模糊，容易導致使用者吸食過

量，同時電子煙的器具還存在著電池爆

炸、煙液滲透、高溫燙傷等安全風險。

毛群安表示，“鑒於電子煙具有不

安全性，對青少年健康行為習慣的形成

會存在影響，所以必須嚴格加強電子煙

的監管。”

記者了解到，加強監管並減少電子

煙對年輕人不良影響雖已成各方共識，

但要落實仍有壹些難處。

2018年有關部門明確規定我國市場

主體不得向未成年人銷售電子煙。記者

走訪了北京、成都等地壹些出售電子煙

的超市，發現售貨員並不詢問購買者年

齡，也不要求出示身份證購買。還有壹

些設置了自動結賬系統的便利店，購買

電子煙後可自主結賬離店，無任何確證

年齡環節。

經記者調查，除正規渠道外，在壹些

社交媒體上、朋友圈微商處甚至還能輕易

買到非法入境的電子煙產品或耗材。

另外記者在調查過程中發現，缺少

權威、明確、統壹的行業標準和監管部

門也不利於提升監管效能。

當前，壹些地方正著手加強對電子煙的

規範和管理。10月1日起深圳已將電子煙納

入控煙管理。成都擬出臺的控煙新規當中也

明確將“吸電子煙霧”納入受控範圍中。

上海自貿區擴容帶動物流地產租賃旺盛需求
綜合報導 上海自貿區擴容後物流地產租賃需

求顯著增長，在今年前兩個季度的加速增長後，三

季度租金環比上漲1.7%。

據國際知名的房地產投資咨詢服務機構

仲量聯行最新發布的“第三季度上海房地產

市場回顧及展望報告”(以下簡稱報告)，三

季度上海物流地產凈吸納量相較上季度顯著

增強，高達 101624 平方米，第三方物流和制

造業領跑物流市場需求，貢獻了約 60%的租

賃成交面積。

仲量聯行中國工業地產部總監司徒藝（Stu-

artRoss）介紹：上海自貿區在 8 月上旬宣布擴

容後，臨港細分市場在三季度展現強勁的租賃

需求，第三方物流、貿易公司和汽車制造商表

現相當活躍。可租賃面積集中的寶山、奉賢和

青浦等細分市場均錄得大面積租賃。零售商為

即將到來的“雙 11”和其它年終網購熱潮展開

積極的短期擴租，某冷鏈運營商在寶山租賃了

較大的倉儲面積。

報告指出，申城物流地產市場連續兩個季

度無新項目入市，新增供應低靡，使 2019 年成

為近年來新增供應增速最慢的年份。由於此間

工業倉儲用地的供給持續收緊，這壹放緩趨勢

在意料之中。穩健的需求導致市場總體空置率

從 6.8%下降到 5.2%，吸納量主要集中在寶山和

青浦等細分市場。雖然稅收政策執行力度的增

強使青浦新項目的租賃進程放緩，但該區域的

空置率仍有所下降，表明其良好的區位優勢，

持續吸引著租戶的興趣。

近年來，上海物流地產租金漲勢明顯。盡管壹

些開發商向租賃大面積的租戶提供折扣優惠，但前

兩個季度的租金水平仍加速上漲，第三季度租金環

比上漲1.7%，至每平方米每天人民幣1.47元。其

中，臨港細分市場錄得最高環比增幅（環比上漲

6.8%），這主要緣於自貿區擴容使得業主對於市場

預期趨於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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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金融 財富週報
盡覽金融市場動態 探討投資理財策略

上週財經回顧：
上周美國股市在中美貿易談判取得階段性進展的利好消息下收高。中美

貿易戰時好時壞的局面在過去幾個月以來不斷引發市場震盪。上週五中美高
層宣布，經貿磋商取得實質性進展，雙方正在積極協商以達成階段性貿易協
議。這一消息極大提升了市場信心，美股全線大漲。道瓊斯和納斯達克指數
均比上週增長近1%。此外，市場對英國達成脫歐協議的樂觀預期也有所升溫
，全球成熟市場的股票在上周達到四個月以來的最高單週增長幅度。儘管在
剛剛結束的第三季度，全球經濟增長放慢和貿易摩擦升溫導致了市場的持續
波動和投資者對經濟衰退的擔憂， 但市場迄今為止的增幅還是喜人的，標普
500接近歷史最高點，2019年美國投資市場的整體預期還是會有強勁的表現。

市場分析及投資建議：
隨著剛剛結束的第三季度經濟發

展報告陸續出台，分析師認為，美國
經濟增長較前幾年雖有所放緩，但並
無衰退跡象。目前經濟數據並不足以
支持經濟衰退即將到來的論斷，預計
此輪經濟增長周期和牛市的投資環境
仍將持續到2020年。良好的就業市場
現狀（50年來最低的失業率、持續新
增的就業崗位、不斷上漲的工資水平
）和美國聯邦政府促進經濟的積極舉
措（美聯儲降息）是支撐市場持續增
長的重要支柱。貿易摩擦、大選、及
地域政治的不確定性仍將成為市場上
揚的阻力。中美貿易談判取得階段性
進展很鼓舞人心，但由於中美雙方對
於知識產權、技術轉讓等重要問題上
分歧還是很大，貿易談判仍將是個長
期過程，也會成為接下來市場繼續保
持波動狀態的主要原因。分析師預計
，2020年美國GDP漲幅約1.5%-2%左

右。而歷史數據顯示，自1970年以來
的50年期間，當GDP增幅1.5%-2.5%
時，標普500的平均年增長率為4.7%
。因此投資者對經濟放緩形勢下市場
的增長潛力還是要保持信心，同時要
認識到牛市後期的增長速度會低於牛
市初期的市場規律，設置合理預期。

儘管影響市場的不確定因素導致
了美國股市今年的震盪不斷，2019年
美國股票市場的投資收益預計仍有強
勁表現，整體會優於債券和現金的投
資回報。然而，投資組合中持有債券
等固定收益類產品，會提升投資收益
的長期性和穩定性，有效抵抗市場波
動風險。投資級別的企業債券及高收
益型企業債券和企業盈利直接相關，
而當前經濟形式和企業盈利良好的情
況下，企業債券違約風險很低，建議
選擇優質企業債券加入投資組合。另
一方面，雖然經過幾輪降息後，美國
當前利率從歷史上看處於低水位，但

與其他發達國家來比還是高不少，更
吸引資金注入。由於此原因，美國國
債在今年受到外資的極大追捧，比去
年同期增長7%。投資組合中建議設置
債券到期日交錯的債券階梯，短中長
期分散配置，企業債及政府債共同持

有，這樣可以在市場波動的投資環境
下達到良好的收益目標。

更多市場動態及投資策略分析，
請聯繫美國愛德華.瓊斯投資公司
（Edward Jones Investments）投資理財
顧問、美國金融監管局（FINRA）註

冊證券經紀人許瑩瑩女士，yingying.
xu@edwardjones.com, 281- 746-1011

休斯頓湖北人盼望已久的同鄉會
已於 2019 年九月在美國德州正式註
冊成立，全名為大休斯敦湖北同鄉會
（簡稱“湖北同鄉會”，英文名稱：
Hubei Associationof Greater Houston
）。

湖北同鄉會是一個非營利組織，
其宗旨在於為全體工作生活在大休斯
敦地區的湖北人提供一個共同的精神
家園，使大家可以聽鄉音鄉情，聊家
鄉美食；並建立一個休戚相關，在職
業和生活上團結互助的團體。同鄉會
對休斯頓湖北人具有重要意義，為慶
祝它的成立，同鄉會理事會決定於
2019 年 11 月 3 日下午 3：30 在 Sugar
Land Memorial Park (15300 University
Blvd, Sugar Land, TX77479)舉行成立
大會暨燒烤聚會，屆時朋友們將可享
受到熱乾麵，藕湯，豆皮，燒賣等各
種地道的湖北風味美食，一解思鄉之

情。歡迎來自湖北的各行
各業的鄉親扶老攜幼，共
同見證同鄉會的成立。

湖北同鄉會理事會為
本次活動及同鄉會後續發
展，向社會公開募集資金
，並製定了具體的回報細
則，包括在同鄉會網站鳴
謝所有贊助的商家與個人
，為贊助的商家在同鄉會
成立慶典上提供機會推介
本公司的產品，以及燒烤
大會免費入場券等。

自信息公佈之日起，湖北同鄉表
現出了極大的熱情，同鄉會已收到眾
多湖北商家及個人的捐款，美味居餐
廳（King Flavor）為本次活動特別贊
助商，其他贊助商及個人包括丹妮/
田方中律師夫婦，1898 Club 和 Joy
Life Floor, 以及會計師房婷婷，會長

黃艷等。請其他有意贊助的商家/個
人聯繫蔣娜（電話：832-275-9786
）。請有意報名參加燒烤聚會的湖北
鄉 親 聯 繫 Cissy Ma( 電 話 ：
832-880-5184)。請登錄同鄉會官網
http://www.haogh.org 獲得更多資訊
以及後續報導。

湖北同鄉會成立大會暨燒烤聚會湖北同鄉會成立大會暨燒烤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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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自力保飯碗 人民吃飽也吃好
糧食安全白皮書：十五年連豐收 自給率超95％ 庫足價穩

白皮書全文約1.2萬字，由前言、正文和
結束語組成；全景式展現70年來、尤

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糧食安全事業發
展取得的歷史性成就、發生的歷史性變革；
全面介紹中國深入實施國家糧食安全戰略，
推動糧食產業高質量發展的理念和實踐；闡
明中國將堅定維護世界糧食安全，推動構建
人類命運共同體。白皮書以中、英、法、
俄、德、西、阿、日等8個語種發表。

白皮書指出，目前，中國穀物自給率超
過95%，為保障國家糧食安全、促進經濟社
會發展和國家長治久安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
礎。此外，近幾年，稻穀和小麥產需有餘，
完全能夠自給，進出口主要是品種調劑，將
中國人的飯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2001年至
2018年年均進口的糧食總量中，大豆佔比為
75.4%，稻穀和小麥兩大口糧品種合計佔比
不足6%。

國家糧食和物資儲備局局長張務鋒14
日在國新辦發佈會上表示，1996年，《中國
的糧食問題》白皮書正面回應了“誰來養活
中國”的疑問。20多年來，中國用生動有力
的實踐，兌現了向世人的承諾。中國有兩個
重要指標雙雙超過6.5億噸：糧食總產量
2015年以來穩定在6.5億噸以上；2018年全
國共有標準糧食倉房倉容6.7億噸。

“正處形勢最好時期”
張務鋒表示，中國當前的糧食安全形

勢是好的，中國的糧食是安全的，老百姓
的飯碗是有保障的。中國是人口大國，從

中長期看糧食的供求還是緊平衡態勢。
“中國正處在歷史上糧食安全形勢最好

的時期。” 張務鋒說，這個“好”主要表
現在三個方面。第一，糧食產量高、庫存充
足。2004年以來，中國糧食生產實現了“十
五連豐”，今年糧食產量有望繼續第五年超
過1.3萬億斤；口糧實現完全自給，穀物自
給率一直保持在95%以上。糧食庫存充足，
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的物質基礎是堅實的。

糧價在合理區間波動
第二，市場供應穩、糧食價格穩。多年

來，中國糧食市場供應保持充裕，不脫銷、
不斷檔。既滿足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日常消費
需求，也有效保障了應對自然災害、突發事
件的軍需民食。與近年國際市場糧價幾次
“過山車”式的大幅波動相比，中國糧價總
體保持平穩，在合理區間內小幅波動，這對
促進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和維護社會和諧穩定
發揮了重要作用。

糧食安全保障提高
第三，保障能力強、調控能力強。在

糧食產能穩步提升、糧食連獲豐收的同
時，糧食倉儲物流體系、糧食市場體系、
糧食儲備體系和應急保供體系不斷完善。
宏觀調控手段更為靈活，政策工具箱更加
豐富，推動糧食收儲制度改革、實施政府
儲備吞吐調節、大力發展糧食產業經濟、
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
提高了糧食安全保障水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寶峰 北京報道）14日，國務院新聞辦發佈

《中國的糧食安全》白皮書——這也是繼1996年《中國的糧食問題》

後，中國政府發佈的第二部關於糧食安全問題的白皮書。白皮書指出，中

國人口佔世界的近五分之一，糧食產量約佔世界的四分之一。中國依靠自

身力量端牢自己的飯碗，實現了由“吃不飽”到“吃得飽”，並“吃得

好”的歷史性轉變。目前，中國糧食連年豐收、庫存充裕、供應充足、市

場穩定，糧食安全形勢持續向好。未來，中國有條件、有能力、有信心依

靠自身力量築牢國家糧食安全防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寶峰 北
京報道）美國多年來一直是中國最大
的大豆和其他農產品供應來源地。有
外媒提出，“去年以來，中方把大豆
作為貿易談判的一個籌碼，這麼做是
否會影響中國飼料原料的有效供給？
如果雙方貿易摩擦進一步升級，中方
有沒有把握有足夠的大豆和其他飼料
原料的供應？”對此，國家發展改革
委副秘書長蘇偉14日回應說，中國的
糧食供應是有保障的。

蘇偉表示，一是中國糧食生產能
力還是比較強的，今年夏糧已經獲得
了豐收，秋糧生產形勢也非常好，今
年的糧食產量依然有望超過1.3萬億
斤；二是中國的糧食庫存數量很充
足，質量良好，儲存安全，一旦有需
要，隨時可以動用。“進口一些穀
物，主要是為了調節品種的餘缺。”

蘇偉表示，至於大豆，國家有關部門
也正在實施大豆振興計劃，促進大豆
生產恢復發展。因此就糧食供給而
言，無論是口糧也好，還是飼料糧也
好，市場供應都是有保障的。

深化與“帶路”國糧食經貿合作
白皮書還提出，中國深化與共建

“一帶一路”國家的糧食經貿合作關
係，共同打造國際糧食合作新平台，
促進沿線國家的農業資源要素有序自
由流動、市場深度融合。積極支持糧
食企業“走出去”“引進來”，開展
國際合作，合理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
場、兩種資源。優化糧食進口渠道，
拓展多元化糧食來源市場，促進全球
範圍內糧食資源合理高效配置。

白皮書指出，中國積極踐行自
由貿易理念，認真履行加入世界貿

易組織承諾，主動分享中國的糧食
市場資源，推動世界糧食貿易發
展。不斷深化糧農領域國際合作，
積極參與世界糧食安全治理，為促
進世界糧食事業健康發展、維護世
界糧食安全作出了重要貢獻。

目前，中國已與60多個國家和
國際組織簽署了120多份糧食和農業
多雙邊合作協議、60多份進出口糧食
檢疫議定書，與140多個國家和地區
建立了農業科技交流和經濟合作關
係，與50多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雙邊
農業合作工作組。

白皮書指出，應有關國家緊急糧
食援助請求，中國無償提供力所能及
的多雙邊緊急糧食援助，對緩解有關
國家人道主義危機、促進世界消除飢
餓目標的實現，發揮了積極作用，得
到國際社會和有關國家的高度評價。

糧供有保證 進口僅為調節品種

■■浙江湖州的農場工作人員日前收割水上無土栽培水稻浙江湖州的農場工作人員日前收割水上無土栽培水稻。。 新華社新華社

■■河北省武安市大同鎮馬會村農民河北省武安市大同鎮馬會村農民
在收穫小麥在收穫小麥。。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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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比上周友賽對阿根廷的正選陣
容，德足此役作客愛沙尼亞，主

帥路維作了3個調動，門將紐亞、中場
根度簡和前鋒馬高列奧斯輪換擔正，
近況上佳的基拿比則輪休。守將安利
簡恩開賽14分鐘便因侵犯法蘭利華克
被逐，這亦是德足隊史上開賽出現的
最快紅牌，之前的紀錄是2005年賀夫
對北愛爾蘭一戰第15分鐘被逐。

德足早早便要10人應戰，然而根度
簡換邊後挺身而出，於51及57分鐘連
入兩球，這位英超曼城中場第71分鐘又
奉獻助攻，中場線高波斜傳入禁區，後
備入替的迪姆華拿門前冷靜扣過對手射
成3：0。“我們在領牌後需重新組合，
下半場球員做得很好，”德足教頭路維
表示：“決定性的因素是我們換邊後提
高了節奏和保持冷靜。”

韋拿杜姆起孖 荷蘭力克白俄
同組的荷蘭作客白俄羅斯，有効

力利物浦的中場韋拿杜姆上半場一頭
一腳梅開二度，德拉根下半場追回一
城掀起小高潮，最終荷蘭還是力保2：
1勝果而回。C組6輪過後德國與荷蘭
同積15分，荷蘭以較佳對賽球差力壓

德足暫居頭名。北愛爾蘭以3分之差排
名第3，餘下兩輪荷、德兩軍都會遇上
北愛，成為爭奪小組頭兩名直接出線
權的關鍵戰。

俄羅斯 波蘭奪得歐國盃入場券
繼比利時、意大利之後，俄羅

斯、波蘭成了取得明年決賽周資格的
第3、4支球隊，本輪G組波蘭主場淨
勝馬其頓2：0後於榜首多第3的馬其
頓8分，提前兩輪鎖定頭兩名；俄羅斯
於I組作客大破塞浦路斯5：0，穩奪小
組次名。威爾斯僅憑加里夫巴利入波
主場逼和克羅地亞，在E組第4名仍落
後第2的匈牙利4分，出線幾近絕望。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文仙尼帶領意大利取得2020年歐洲
國家盃足球賽的決賽周資格後，14日獲
得意大利足總啟動合約中的條款，文仙
尼的執教任期將會延長至2022年世界盃

之後。
意大利在去年世外賽附加賽出局

因而無緣決賽周，球隊在2018年5月
宣佈易帥，由文仙尼執教重建球隊，
而“藍衣軍團”在歐國盃外圍賽亦重
新展現強隊本色，上一輪比賽宣告提
前穩奪明年歐國盃決賽周入場券。

文仙尼原本的合約條款中有根據
歐國盃外圍賽成績而續約的選擇條
款，而他在成功進軍來屆歐國盃後亦
於14日落實獲得自動延長合約。這位
54歲前國際米蘭、曼城知名冠軍教
頭，現在的任期如無意外，將會至少
一直執教到2022年世界盃之後。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獲意足自動續約 文仙尼執教2022世盃

■■波蘭球員慶祝晉級波蘭球員慶祝晉級。。 路透社路透社

■■荷蘭中場韋拿杜姆荷蘭中場韋拿杜姆((右右))頭槌建功頭槌建功。。
法新社法新社

■■文仙尼文仙尼((中中))日前與天主教教宗方濟各日前與天主教教宗方濟各
見面見面，，並送上球衣作禮物並送上球衣作禮物。。 路透社路透社

■■安利簡恩安利簡恩
(( 中中)) 早 早被早早被
逐逐，，卻未礙卻未礙
德國隊全取德國隊全取33
分分。。 美聯社美聯社

▲▲根度簡兩射根度簡兩射
一傳建功一傳建功。。

美聯社美聯社

平衡木獲一銀一銅受理孫楊興奮劑案件
的張起淮律師確認，國際體
育仲裁法庭（CAS）將於
2019年11月15日在瑞士蒙
特勒舉行聽證會，屆時將允
許媒體及公眾進入聽證現場
旁聽，人數限定在200人以
內。

張起淮在接受採訪時
表示：“公開聽證會就為
了公正和公平，還原事
實！假的真不了，真的也
假不了，一切自有公論。
孫楊會提供大量的事實證
明自己在程序上沒有任何
問題，CAS也同意了孫楊
的請求。在CAS裁決運動
員案件的歷史中，此前只
有過一次公開開庭審理。
孫楊堅決要求公開開庭審
理，表達的既是決心也是
信心。希望能夠通過本次
聽證會，滌除污濁之氣，
全力備戰奧運會。”

2018 年 9月 4日晚，

IDTM公司三名工作人員
至孫楊住處對其進行賽外
反興奮劑檢查，IDTM隨
後給國際泳聯報告說“孫
楊暴力抗檢”，而孫楊表
示“他全力配合檢查，但
檢查過程中檢查人員存在
多項違規操作”。

2018年11月19日，國
際泳聯就此事在瑞士洛桑
舉行聽證會，2019年1月3
日，國際泳聯反興奮劑委
員會作出裁決：IDTM此
次執行的興奮劑檢查無
效；孫楊沒有興奮劑違規
行為。

此後，國際反興奮劑
機構（WADA）不認可國
際泳聯的裁決，將此案上
報給 CAS 要求舉行聽證
會。孫楊及其律師團隊於7
月 19 日發表聲明，要求
CAS舉行聽證會時向公眾
開放，以求公開透明，證
明自己的清白。 ■新華社

德國勝愛沙尼亞3:0

■■孫楊希望孫楊希望
將聽證過程將聽證過程
公開公開。。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國奧隊足球熱身賽戰平沙特

2019體操世錦賽日前進入最後一個比賽日，
劉婷婷和李詩佳當天分別獲得平衡木比賽的亞軍
和季軍，男隊在單槓和雙槓決賽中均無緣獎牌。
中國隊以3銀、2銅收官，位列獎牌榜第八。

平衡木決賽中，首先出場的是今年首次參加
世錦賽的李詩佳，剛開始的技巧串略緊，但是後
面很快找回狀態。她因下法超時被扣掉0.1分，
難度分為6.1，完成分得到8.3，收穫一枚銅牌。

該項目世錦賽衛冕冠軍劉婷婷第五個出場，
除了前手翻前團有個大晃，有個連接斷了之外，
較為乾淨完成動作，得到14.433分，收穫銀牌。
從資格賽到單項決賽都表現出強大實力和穩定性
的美國選手拜爾斯最終以15分奪冠。

劉婷婷回顧比賽時說：“第一串技術動作感
覺有些歪，但想着要控制好站木，後面還是有點
緊，再放開一點應該能更好。跟冠軍拜爾斯相比，
我在心態上還有很大差距。團體沒有比好，只能調
整好自己，保證單項正常發揮，希望東京奧運會我
們還可以重新再來。”

首次參加世錦賽的李詩佳對自己的成績感到
比較滿意：“我覺得自己發揮得還不錯，但是還
有很多瑕疵。第一個出場，本來還在想要領，可
是發現綠燈已經亮了，上木時比較匆忙，第一串
有點小緊張。”李詩佳說。

本屆斯圖加特體操世錦賽已正式落幕，中國
隊以3銀、2銅收官，名列獎牌榜第八位。美國
隊以5金、2銀、1銅位居榜首。 ■新華社

■■劉婷婷劉婷婷（（左左）、）、李詩佳李詩佳（（右右））與拜爾斯在頒獎儀式上合與拜爾斯在頒獎儀式上合
影影。。 新華社新華社

中國隊體操世錦賽無金收官孫
楊
聽
證
會
確
定
時
間
地
點

■■劉婷婷在平衡木決賽中劉婷婷在平衡木決賽中。。
新華社新華社

簡恩領最快紅牌 根度簡助脫險 只要贏波便可晉級明年
夏天歐洲國家盃決賽周的西
班牙，本來在北京時間13
日凌晨有望提前出線，可惜
球隊竟於補時最後一分鐘被
主隊挪威逼和1：1完場，尚
要多待一輪比賽才能達標。

西班牙隊長沙治奧拉莫
斯，是役168次替國家隊出
場，超越門將卡斯拿斯成為
代表西班牙參賽次數最多的
球員。上半場兩隊互交白卷
後，沙奧尼古斯下半場剛一
開始就為西班牙先開紀錄。
挪威此後發起猛攻，終在補
時階段，西班牙門將阿列沙
巴拿加出擊撞倒艾拉布德拉
維，球證給予挪威12碼。
京治主罰命中，為球隊在第
94分鐘扳平比分。

今場比賽後，西班牙以
19分位列F組首位，但未能
提早宣告出線，只是球隊如
能在本月15日比賽打和瑞
典，還是可以提前確保晉
級。

至於打破卡斯拿斯紀錄
的拉莫斯賽後就表示：“個
人榮譽於我而言只是次要，
我願意用一切紀錄來換取勝
利。當然，能夠成為穿起西
班牙國家隊球衣次數最多的
人是一項榮耀，我仍希望可
以穿上更多次。”此外，日
前有消息指拉莫斯希望替西
班牙出戰明年奧運，對此拉
莫斯未有否認：“現在談這
個為時尚早，只能說這是一
個很好的想法；但我想參加
奧運是每一個運動員的心
願，如果機會放在眼前，相
信不會有人拒絕。”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浩然

拉
莫
斯
超
越
卡
斯
拿
斯
紀
錄

■■拉莫斯拉莫斯（（右右））有意參加奧運有意參加奧運。。路透社路透社

德國隊繼續與荷蘭在2020歐國盃外圍賽小組

賽中叮噹馬頭，兩軍14日凌晨雙雙擊敗弱旅全取

3分。俄羅斯、波蘭則成為取得明年歐國盃決賽周

資格的第3、4支球隊。

經過一場雨戰，坐鎮主場的中國國奧隊
於日前0：0戰平沙特隊。比賽中，國奧隊門
將陳威撲出12碼，力保球門不失。而繼上一
場比賽陳蒲受傷後，本場比賽張玉寧也因傷
下場。

國奧隊執行教練郝偉在賽後記者會表
示，球隊下一步將重點解決進攻問題。

郝偉說，感謝現場球迷冒雨為球隊加

油，也感謝球員們的拚博精神。根據早前三
場熱身賽暴露出來的問題，接下來球隊將有
針對性地進行訓練，練多一點，爭取在細節
上做得更好。郝偉表示，本次重慶國際足球
錦標賽球隊沒有失球，從成績上來說是好
的，球隊防守比較積極，也達到了他的要
求。但在進攻上和他的想像還有一定區別，
可能在戰術或人員設置上有問題，接下來還

需要解決。
本場比賽，國奧隊在前場排出陳彬彬、

胡靖航和張玉寧的進攻組合。下半場張玉寧
因傷離場後，國奧隊前場失去支點，進攻主
要依靠長傳和陳彬彬的邊路突破，門前機會
較少。根據賽後技術統計，全場比賽國奧隊
9次射門，沒有一次射正。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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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一个交
通计划。

500* 英里的出行改善，无论您
是乘车或是驾车

在此了解更多信息：

METRONext.org
*在最終實施之前的近似里程

该项目在前进计划
 (MOVING 
FORWARD 
PLAN) 内

75 英里的新建METRO捷运巴士
服务，像轻轨一样运行，包括至

布什机场的交通延长线

21 个新建或改造的郊区
Park & Ride和转运中心

16 英里的METRO轻轨，以及
前往霍比机场的轨

道交通延长线

110 英里的地区高速网络，
包括双向高乘载

车辆专用道

290 英里的 BOOST 和 
Signature 巴士服务，以及对

于残障和高龄人士无障碍和适用性
服务的改进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石家莊報告
】2019年10月14日，第十屆世界
華文媒體論壇海外華文媒體采風
團部分成員分乘七輛大巴，來到
著名紅色革命聖地西柏坡采風，
感受紅色文化，繼承和發揚革命
前輩的光榮傳統，尋訪踏遍千山
萬水的紅色足跡，重溫紅色的記
憶。
西柏坡位於河北省石家莊市平山

縣中部，曾是中共中央所在地，
黨中央和毛主席在此指揮了震驚
中外的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
役，召開了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

七屆二中全會和全國土地會議。毛主席在
這裡指揮並解放了全中國，故有“新中國
從這裡走來”、“中國命運定於此村”的
美譽。

由於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解放戰爭的初
步勝利，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和中國人民
解放軍總部於1949年3月23日從西柏坡遷
入北平。

當年中共中央機關主要居住在西柏坡
東岸，佔地面積約60餘畝。不論是辦公用
房還是民房，都是因地形而建，分佈顯得
雜亂不規範。中共中央舊址大體上可以概
括為一個中央大院，四個小院。

因1959年當地修建水庫，中共中央原
舊址和周圍幾十個村莊均被淹沒，成了一
片湖泊。現在能看到的是搬遷後按原結構
復原的西柏坡中共中央舊址，是一個濃縮
化了的紅色景點。這裡不僅有毛澤東、劉
少奇、周恩來、朱德、任弼時等領袖的舊
居，還有軍委作戰室、九月會議會址、七
屆二中全會舊址、中央機關小學舊址，以
及許多工作人員和警衛人員宿舍，此外還
有一戶民房。

2017年1月，國家發改委發布了《全
國紅色旅遊經典景區名錄》，石家莊平山
縣西柏坡景區入選中國紅色旅遊經典景區
名錄，為我國紅色革命聖地之一，是國家重點
文物保護單位，又是5A級景區。

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0週年，也是中國和很
多國家建交七十週年，世界各地都舉行了一系
列新中國成立70週年和兩國建交慶祝活動。

國慶節之後來自五大洲61個國家和地區的

400多家華文媒體高層人士、中央主要新聞機構
及國內有影響力媒體負責人等共600餘位嘉賓參
加以“牽手世界，見證時代——華文媒體的'中
國故事'”為主題展開對話交流活動，意義重大
而深遠。

雖然國慶小長假已過，但是到西柏坡旅遊

的人熱情不減，今年國慶接待遊客達到17萬人
次。

此次河北省政府對世界華文媒體論壇非常
重視，交警公安大力協助，西柏坡景區特意安
排了救援隊，中新社會務組招聘了129名志願者
進行引導工作。

凝望西柏坡，感慨萬千，新中國從這裡走
來！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們的勇往直前精神
激勵我們海外華人華僑和中國人民萬眾一心，
不驕不躁，艱苦奮鬥，繼往開來。 "兩個務必"
將與時代同行。 “講好中國故事，傳遞中國好
聲音”是我們海外華文媒體的責任和使命。

行走中國－海外華文媒體釆風團探訪革命聖地西柏坡
《
美
南
新
聞
》
系
列
專
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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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古城 中國 澧縣——墨西哥 普埃布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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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2018 -10/13/2019

美中時間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SUN.

7 8 9 10 11 12 13

00:00-00:30 空姐新發現 (重播)

00:30-01:00 養生堂 (重播) 

01:00-01:30

01:30-02:00 中華民族 (重播) 華夏新紀錄 (重播) 中華一絕 (重播) 中國大舞臺 (重播)

02:00-02:30

02:30-03:00

03:00-03:30 中華一絕 (重播)

03:30-04:00 司馬白話  (重播) 美國人走長征路 (重播)

04:00-04:30

04:30-05:00

05:00-05:30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05:30-06:00 中國大舞臺

06:00-06:30 空姐新發現 (重播)

06:30-07:00 司馬白話 (重播)

07:00-07:30

07:30-08:00

08:00-08:30

08:30-09:00

09:00-09:30

09:30-10:00

10:00-10:30

10:30-11:00 洋言洋語 (重播)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記住鄉愁 (重播) 華夏新紀錄  (重播) 中華民族  (重播) 功夫 大鵬秀

11:00-11:30

11:30-12:00

12:00-12:30 這裡是北京  (重播) 這裡是北京

12:30-13:00 大鵬秀 (重播)

13:00-13:30 中國緣 (重播)

13:30-14:00 生活 (重播)

14:00-14:30 空姐新發現

14:30-15:00 記住鄉愁 (重播)

15:00-15:30 洋言洋語 記住鄉愁

15:30-16:00 美國人走長征路 歲月留聲

16:00-16:30

16:30-17:00

17:00-17:30 華夏新紀錄  (重播) 歲月留聲 (重播) 美國人走長征路 (重播) 幸福來敲門  上集 幸福來敲門  下集

17:30-18:00

18:00-18:30

18:30-19:00 今日關注 (重播) 中國大舞臺  (重播)

19:00-19:30 先鋒人物 中國緣 (重播)

19:30-20:00 中國緣 生活 中華一絕

20:00-20:30 生活 (重播) 外國人在中國

20:30-21:00

21:00-21:30

21:30-22:00 中華民族

22:00-22:30 司馬白話 華夏新紀錄

23:00-23:30 功夫 (重播)

23:30-00:00 幸福來敲門  上 (重播) 幸福來敲門  下 (重播)

電視台保留變更節目權利，以實際播出為準。 Updated as: 10/4/2019

武林風 (重播)

22:30-23:00 養生堂五味草堂

現場面對面 城市一對一

現場面對面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直播)

電視劇《中國遠征軍》 第15~19集 (重播)

味道 (重播)

Chinese Class

電影藏密 (重播)

Southern Television 15.3             2019年10月份 電視頻道節目表

中國文藝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行之中國

中國民歌大會 (重播)

王者歸來 (重播)

開門大吉 (重播)

中國文化

城市一對一 (重播) 體育報導 (重播)

中國輿論場

美南大咖談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今日關注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電視劇《頃城之戀》 第17~21集

今日關注 (重播)

今日亞洲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中華醫藥 (重播)

檔案

中國輿論場 (重播)
健康之路

檔案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海峽兩岸

央視國際新聞

中國文藝 (重播)
先鋒人物 (重播)

武林風
電視劇《中國遠征軍》 第15~19集

幸福帳單 (重播)

體育報導 (直播) 中華醫藥

中國文藝

電影藏密 (重播)

美南大咖談 

海峽兩岸 (重播)

開門大吉

電影藏密

電視劇《頃城之戀》 第17~21集 (重播)

檔案 (重播) 華人世界  (重播)

王者歸來

幸福帳單

央視國際新聞

華人世界 

蜜蜂花園

經典電影

中國民歌大會

美南大咖談

意見領袖、時尚先鋒、行業精英、
業界大咖。。。。。。

熱點時事、熱門話題、勵誌故事、
傳奇人生。。。。。。

美南國際電視最新訪談欄目

《美南大咖談》隆重上線！
本期嘉賓：休斯頓TMCO交響樂團
中提琴演奏家劉銳、青年鋼琴家

LULU LIU;
熱點話題：青年鋼琴家LULU LIU的
成長之路、青少年音樂教育等
歡迎點擊以下鏈接收看：

https://youtu.be/TmqpViWMapA

《美南大咖談》報紙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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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十月的休士頓僑社活動熱鬧滾
滾，美南華文作協為配合第十二期南軒集付梓
，訂于十月十九日在僑教中心二０三室舉辦會
員新書發表會，分別由姚嘉為、姚鳳北和石麗
東介紹他們的新作: 「縱橫北美」、 「斑爛歐亞
非」和 「在美華人雙創故事… 科技卷」。去年
十一月姚嘉為身肩海外華文女作家副會長重任
，在台北舉辦第十五屆雙年會暨 「全球華文作
家論壇」，她將在介紹新作之後，報告主辦華
文論壇的心得，歡迎喜愛藝文的朋友踴躍參加

。
三本新書的簡介如次 : 姚嘉為主編的 「縱

橫北美」一書，是北美華文作家協會網站散文
精選集，分四輯: (一) 話史: 回首來時路，(二)
采風: 城鄉人文風景，(三) 如晤: 與名家面對面
， (四) 融合: 融入他鄉。從歷史、地理、人物和
生活四個面向，縱橫交叉，展示北美華文文學
的風貌特色，呈現北美華人從花果飄零到落地
生根的過程。

「斑爛歐亞非」： 是姚鳳北和妻子在過去

數年前往歐、亞、非三洲遊覽的見聞與心得。
書中首先敘述他們從俄羅斯啟程，次篇為《英
倫三島》，第三篇是《西班牙》，第四篇《巴
爾幹半島》，第五篇《東非島嶼》，第六篇
《東南亞》，第七篇以暢遊《中國》的川西青
藏高原的描述為書寫的終結。

「在美華人雙創故事… 科技卷」：是石麗
東報導美國傑出華人的第四個集子，也是她書
寫科學工作者字數最多的一本，他們的行業涵
蓋 : 航太、高溫超導、生物科技、物理、天文

、醫學、製藥等，其中有廿六人是台灣留學生
、四人是第二代華人ABC、一人來自中美洲、
兩人是二戰結束前後，來到美國進修和移民的
奮鬥故事。

美南作協這次主辦的新書發表會，主題目
包括：海外文學與華文文壇、旅遊記趣和華人
移民故事，內容豐富多元，歡迎踴躍參加 ！ 10
月19日僑教中心203室 2 -4 時。

美南華文作協訂于10月19日舉行新書發表會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由 「世
界廣東同鄉會休士頓分會」主辦的
「國慶醫療健康講座」於周日（10月

13日）下午二時起在僑教中心203室
舉行。由毛志江醫師主講。 「世界廣
東同鄉會休士頓分會」會長江麗君首
先在會上致歡迎詞，並介紹主講人毛
志江醫師為著名黨國元老毛松年先生
的公子。也逐一介紹當天出席的貴賓
，包括： 「台北經文處」處長代表李
步青參事， 「國慶籌備會」主委黃春
蘭， 「僑教中心」副主任楊容清，及
林國煌等廣東同鄉會名人，而毛志江
醫師亦為該會的 「監事長」。

毛志江醫師談 「人體能量」，主要包括：基本代謝率
、能量生理學、如何產生能量、能量傳遞及保存能量幾大
項。談到 「怎樣產生能量」? 包括：氧氣、2，3 DPG, 肺
、粒線體。而粒線體受飲食，遺傳因素和激素運動影響，
粒線體的功能加強，受以下因素的影響：腎上腺素、生長

激素、胰島素、男女性荷爾蒙、葡萄糖、甲狀腺素。而降
低粒線體的健康和效率，則造成生理上的壞的影響七情六
慾、能量激素的缺失、微量元素的缺乏，重金屬的禍害及
微量元素的短缺。而能量是透過淋巴液循環及淋巴管收縮
來傳遞的，而能量的保存，則靠皮膚、皮下脂肪層及血管
收縮來完成。

國慶醫療健康講座周日舉行
毛志江醫師主講 「人體能量」

出席出席 「「國慶醫療健康講座國慶醫療健康講座」」 的貴賓及的貴賓及 「「世界廣東同鄉會休士頓分會世界廣東同鄉會休士頓分會」」 的理的理
事們在會上合影事們在會上合影。（。（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華美易經學社將於本周六（10月
19日）上午十時至中午十二時，在 「美南銀行社區服務中心」
（6901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舉辦一場專題講座，講
題是： 「中醫現代治療新觀念」，由執業多年，學養豐富，對現
代治療更有許多新的觀念與認知的陸嘉立針灸師主講，演講為免
費進場，歡迎各界人士踴躍參加。

陸嘉立針灸師將在這次演講中，與我們分享五個主題，包含
：中醫的五運六氣（算命）；中醫問診的十問明細（一般人如何
用在每天的生活中預防生病）；如何觀察自己的健康狀況（從皮
膚、指甲、舌頭等）；認識蛋白質與氨基酸（如何找出最適合自
己的飲食）；認識一些基本的維他命。

陸嘉立針灸
師，就讀師大生
物 系 、 休 士 頓
St. Thomas，
MBA、 華 美 中
醫學院碩士、加
州五系大學博士
班。曾赴上海、天津、南京、杭州等中醫大學跟診，並師從法
國 Dr.Nogier 學耳針、Dr.Solomon 學耳針與另類療法的結合、丹
麥 Dr.Boel 學 AcuNova（結合中國針灸與現代神經學系統的一種
針灸療法），對治療疑難雜症極有心得。在德州執業至今十五年

。
演講免費入場, 歡迎各界人士踴躍參加
講 座 連 絡 電 話 : 李 兆 瓊 (832) 724-7556、 呂 惠 娥 (409)

370-2075

「華美易經學社」 本周六主辦專題講座
陸嘉立針灸師主講： 「中醫現代治療新觀念」

主辦社團主辦社團 「「世界廣東同鄉會休士頓分會世界廣東同鄉會休士頓分會」」 會長江麗君會長江麗君（（左左））在講座上介紹在講座上介紹
主講人毛志江醫師主講人毛志江醫師（（右右）。（）。（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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