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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服微信三年延长质保

门店地址：
3510 Hwy 6, Sugar Land, 
TX 77478
电话：(281)-201-8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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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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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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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今日美南公眾號直播： 
      觀眾可在「今日美南」
      公眾號上，
       點選「美南視頻」裡的
    「美南國際電視直播」
      就可輕鬆連接至STV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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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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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thern TV-STV15.3 Hou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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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多地大雪紛飛德國多地大雪紛飛 火車被困半路進退不得火車被困半路進退不得

廣西貴港城區發現廣西貴港城區發現
西漢至明清時期古墓葬百余座西漢至明清時期古墓葬百余座

近日近日，，廣西貴港市考古勘探有新發現廣西貴港市考古勘探有新發現，，在中心城區中山路鐵路橋旁在中心城區中山路鐵路橋旁
占地占地4040多畝的地塊中多畝的地塊中，，廣西文物保護與考古研究所發現了從西漢至明廣西文物保護與考古研究所發現了從西漢至明
清時期的古墓葬清時期的古墓葬100100余座余座，，在搶救性發掘的壹座東漢古墓中出土了青銅在搶救性發掘的壹座東漢古墓中出土了青銅
器器、、陶器等陶器等3030多件文物多件文物。。圖為考古勘探現場圖為考古勘探現場。。

德國動物園進行年度盤點德國動物園進行年度盤點
小烏龜乖乖量身高測體重小烏龜乖乖量身高測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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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墉辭職信裏沒說出的話：
世界銀行現在很尷尬

金墉辭職是壹個象征，照出的是國

際經濟秩序在逆全球化浪潮裏備受沖擊

的現實。

世界那麼大，誰都想去看看。還有

三年才任期屆滿的世界銀行行長金墉，7

日突然宣布辭職，讓很多人始料未及。

在辭職信裏，金墉先是贊揚了世界

銀行，然後表達了在極端貧困、氣候變

化、流行病、饑荒和難民等問題上的立

場，接著透露出了些許的小情緒。他說：

“加入私營部門的機會出乎我的意料，

但我的結論是，這是我能夠對氣候變化

和新興市場基礎設施赤字等重大全球問

題產生最大影響的途徑。”

這說得好像有點矛盾。對全球治理

能夠產生最大影響的途徑肯定在世界銀

行，更何況加入私營部門原本不在金墉

的計劃內。

這就叫春秋筆法：看上去沒說為什

麼辭職，但其實都說了。

金墉宣布辭職後，許多人在猜原因。

但把他的辭職信裏的虛飾壹去，就能發現

金墉其實說得挺明白的：世界銀行全球治

理的職能現在不靈了，但問題不在世界銀

行內部，而在於外部的不可抗力，所以他

掛冠而去。

世行的“特裏芬悖論”困擾
1944年二戰大局已定，美英著手籌

劃戰後全球經濟秩序。44國在美國新罕

布什爾州的布雷頓森林召開會議，建立

了以美元為錨的“布雷頓森林體系”。

這個體系有兩個支柱，即國際貨蔽基金

組織和世界銀行。大致職能分工是，國

際貨蔽基金組織提供短期資金借貸，世

界銀行提供中長期信貸。

兩大國際金融機構都有天然的制度

設計缺陷：向全球持續輸出美元，美國

就不能長期保持貿易順差，而需要保持

壹定程度的貿易逆差。但逆差將迫使美

國讓美元貶值以保護國內產業，進而導

致美元無法保持穩定比價。這就是“特

裏芬悖論”。

“特裏芬悖論”導致布雷頓森林體

系在上世紀70年代就崩塌了。但冷戰的

需要要求美國持續對外輸出美元，世界

銀行的職能沒有受太大影響。

隨著冷戰結束，美國不再需要對外

輸出美元以控制世界版圖，兩大國際金

融機構的政治職能就變得有點尷尬了。

美國貿易逆差越來越大，也讓“特裏芬

悖論”更加顯性化。這不是世界銀行能

解抉的問題。

世行比國際貨蔽基金組織處境更尷尬
世界銀行解抉不了的另壹個問題，

是沒有完全的自主權。美國主導下的國

際貨蔽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有固定人

事模式：國際貨蔽基金組織的負責人通

常由歐洲人出任，世界銀行的負責人通

常由美國人出任。

世界銀行行長由美國總統任命，壹

個任期為五年，可以連任。美國還設計

了壹套以投票權控制世界銀行的程序，

重大事項需有85%的投票權支持才能實

施，而美國長期占17%左右的投票權，

因此實際上具有壹票否抉權。

近年來隨著新興經濟體掘起，兩大國

際金融機構都進行了投票權改革，以增加新

興經濟體權重，客觀反映全球經濟秩序的變

化。盡管如此，美國在世界銀行仍占有

15.85%的投票權，還是有壹票否抉的權力。

由於世界銀行是長期借貸，回報周

期長，主要面對的又是極端貧困、氣候

變化、治沙治汗之類未必有回報率的項

目。美國作為第壹大出資方，對此自然

更敏感。除此之外，國際貿易已經取代

了地緣政治，成為全球秩序的主要矛盾，

都想著把美元拿在手裏而不是輸出，世

行的地位因此也就越來越尷尬了。

受外部幹預，世行行長難自在
世行自有壹套成熟的抉策體制，但

上面還有壹把美國的刀。

過去，基於維護兩大國際金融機構

的權威性，美國要主導世行時，還要講

壹點國際慣例。但現在情況不同，來了

個風格粗暴的特朗普。

世行近年發力的多數領域，都和特

朗普的認知有沖突。氣候變化，特朗普

認為這事情不存在；極端貧困，特朗普

說美國優先顧不上其他人；難民問題，

特朗普連移民都不歡迎。

所以，這兩年美國對世行的幹預越

來越不體面。比如公然威脅不再註資，

除非世界銀行按特朗普的意願花錢。

這就是帶劍上殿啊，世行行長怎麼

可能自在？

這幾年金墉壹直呼籲世行成員國增

資幫助發展中國家發展，現在的形勢下，

他的理想註定破滅。金墉辭職是壹個象

征，照出的是國際經濟秩序在逆全球化

浪潮裏備受沖擊的現實。

感受國際消費電子領域新風向——盤點2019年CES四大熱詞
壹年壹度的美國拉斯維加斯消費電子展

（CES）11日落下帷幕。CES歷來被看作國際消費

電子領域的“風向標”，各種黑科技、新應用琳瑯

滿目，令人“腦洞大開”。回顧今年展會，可用四

大熱詞來描述國際消費電子領域的新風向。

熱詞壹：5G
5G（第五代移動通信技術）毫無疑問是本屆

CES上最熱門的話題之壹。根據記者的統計，展會

期間，主辦方舉辦的5G相關論壇近20場，涉及自

動駕駛、邊緣計算、車聯網、虛擬現實遊戲等諸多

領域。

人們普遍期待，2019年5G將從設想變為現實。

從今年CES看，不僅上遊的芯片企業已做好準備，

下遊應用領域也亮點頻現。

美國電話電報公司、韋裏孫通信公司等美國運

營商已推出了5G試點計劃。美國高通公司宣布，

2019年將推出30多款搭載驍龍X50 5G芯片的設備，

並已與20多家企業簽署了5G技術授權方案。中國

聯想集團與美國韋裏孫通信公司將合作推出首款

5G智能手機Moto Z3。

韋裏孫通信公司首席執行官衛翰思用快、穩、

密三個字來形容5G的特點，稱其為壹種“量子躍

遷”，與3G到4G的漸進變化截然不同。可以看到，

5G不僅是技術發展的壹個大方向，也是未來推動

全球經濟發展的壹個重要抓手。

熱詞二：人工智能
這次CES上，幾大品牌的人工智能助手產品爭

奪曝光度，成為展會壹大亮點。

亞馬遜、谷歌、三星的人工智能助手廣泛應用

在智能手機、智慧家庭、自動駕駛等應用中。阿裏

巴巴在寶馬轎車上搭載了最新的智能語音交互系統

“天貓精靈”，通過語音喚醒提供智能服務，還具

有遠程控制家電設備等功能。

人工智能的元素幾乎在各類產品中都能找到蹤

影：可穿戴設備、機器人、自動駕駛、醫療傳感器、

監控器……正如展會主辦方美國消費技術協會主席

加裏· 夏皮羅所言：“人工智能是展會的明星，也

是其他技術的要素。”

熱詞三：數字醫療
今年展會上，“數字健康”和“傳感器與生物

測量”從去年的“健康與生物技術”類中獨立出來。

美國消費技術協會數據顯示，CES上的健康技術參

展商從去年的98家增加到今年的近120家。

值得註意的是，眾多產品加載了人工智能技術，

不再是簡單的測血壓和心跳，智慧化和遠程化成為

主要亮點。

CES現場展示了眾多數字健康產品，包括內置

心電圖儀的手表、血糖監測儀、糖尿病視網膜病變

人工智能篩查軟件、內置傳感器的數字化呼吸治療

儀、遠程患者監測項鏈等。

美國消費者技術協會認為，數字健康技術將為

診治糖尿病等疾病及心理健康等問題提供新的解決

路徑。雖然存在數據隱私保護、醫療健康器械商業

化審批等諸多挑戰，數字醫療前景廣闊。

熱詞四：8K電視
8K電視是指水平分辨率達到8000量級的超高

清電視，其常用的分辨率標準是7680×4320，達到

4K電視的四倍。

高畫質電視壹直是近幾年CES重點展品之壹。

去年展會上，有部分8K電視亮相，但更多只是壹

些原型機或概念性產品。而今年CES上，很多電視

廠商都有了實質性的動作，索尼、LG、三星、

TCL、長虹等品牌都推出了新款8K電視。

盡管8K電視進入市場已提上日程，但也要看

到，其普及還面臨成本高、片源少、帶寬不夠、產

業鏈不成熟等現實障礙，且很多電視臺尚未開通

8K頻道。期待隨著產業化、規模化的發展，許多

問題迎刃而解，8K電視早日走進千家萬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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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為了服務更多的華裔客戶，休
斯頓機場系統的網站目前已經增加了第三中語
言--中文。

根據報導，休斯頓布什國際機場和哈比機
場現在已在其官方網站Fly2Houston.com上推出
簡單的中文版本，將原有的機場航站樓、地圖
、餐廳、移民程序，地面交通和更多的信息內
容從英文翻譯成了中文。

休斯頓機場系統的市場部負責官員 Kath-
leen Boyd表示，在我們的機場可以方便的看到

更多的語言信息，機場官方網站已經投入使用
了了第三種語言。中文語言的投入顯示這是一
個重要的市場，並且增長前景可期。

今年年初，休斯度機場系統的網站已經投
入西班牙語的使用，中文網站隨後也投入運行
。

位於哈比機場的中文網站可以在fly2hous-
ton.com/hou/chinese網站上查詢使用。

位於布什國際機場的中文網站的網址是
Airport at fly2houston.com/iah/chinese.

服務更多華裔客戶 休斯頓機場網站中文版投入使用

（本報訊）在打擊學術造假的征
途上，學術規範機構又下一城。

來自美國紐約雪城大學(Syracuse
University)的機器學習研究員丹尼爾
•阿庫納(Daniel Acuna)等在2018年開
發出一套算法，能利用人工智能(AI)
識別學術論文中的圖像造假，對論文
圖片進行查重。

他們分析了生命科學領域來自
4324本期刊的76萬篇開放獲取(Open

Access)論文，並從中提出有效的 263
萬張圖片。其中，約有9%的圖像存在
高度重複。該團隊又在其中選取了約
4000張可疑圖片進行人工覈查。經測
算，在所有論文中，約1.5%存在學術
不端的嫌疑，0.6%確認存在圖像方面
的論文造假。

在學術造假上，圖片是藏污納垢
的死角。 《科學》(Science)雜誌和
《撤稿觀察》(Retraction Watch)2018

年發佈報告稱，
在過去 10 年裏
，學術期刊撤回
的論文數量增加
了 10 倍。這些
論 文 中 ， 約 有
1.7%是因為篡改了論文圖像被撤回。

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生物工程副
教授阿榮•拉傑(Arjun Raj)早在 2012
年就指出，一篇生命科學領域的研究

論文背後的科學成本約為30萬-50萬
美元。 2012年全年，美國研究人員共
發表該領域論文15.2萬篇。如果其中
1.7%因圖片造假需要被撤回，則僅在

2012年，因此造成的損失就接近10億
美元。

根據出版機構的統計，全球科學
產量每9年就會翻番。

美研究員開發新算法打擊學術造假 用AI查重論文圖片

（綜合報導）互聯網博彩行業近日受到了沉重一擊，因為美國司法部開始全面禁止網絡賭博。
據彭博社，美國司法部表示，聯邦法律將禁止所有的網絡賭博，這一表態也改變了其2011年的立場，當時只有體育博

彩是被禁止的，而目前禁止的範圍擴大，這一轉變是由司法部負責起訴非法賭博的刑事部門推動的。
司法部法律顧問辦公室（Office of Legal Counsel）在11月2日發佈了一份23頁的意見書，並於本週一公佈。2011年時

，美國司法部發布了的1961年《電匯法》（Wire Act）只禁止體育賭博的解讀，但在最近的意見書中，美國司法部認為當
年的司法解釋，是對該法律的誤讀。

美國司法部表示，該法的新司法解釋可能將在法庭上接受考驗。彭博社分析稱，新解讀可能影響到自2011年的意見發
佈後開始在網上銷售彩票的州，以及提供在線賭博服務的賭場。

消息出來後，歐美國家的博彩股紛紛大跌。英國上市的888、Paddy Power Betfair、William Hill和GVC的股價均遭受重
創。

美國全面禁止網絡賭博 歐美博彩股暴跌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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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城於曼城於11月轉會市場終於有所動作月轉會市場終於有所動作，，球隊球隊

日前從日職川崎前鋒簽入日前從日職川崎前鋒簽入2121歲中堅板倉滉歲中堅板倉滉，，

並隨即將這位日本並隨即將這位日本UU2323國腳外借至荷甲國腳外借至荷甲

格羅寧根格羅寧根，，以便於將來取得工作證以便於將來取得工作證。。

板倉滉身高板倉滉身高11米米8686，，亦可兼任亦可兼任

防守中場防守中場，，出身川崎前鋒青訓營的出身川崎前鋒青訓營的

他他，，上年上年22月被外借至另一日職球月被外借至另一日職球

會仙台維加泰吸收經驗會仙台維加泰吸收經驗，，合共出場合共出場

2424次射入次射入33球球。。此外此外，，板倉滉亦是板倉滉亦是

日本日本UU2323國腳國腳，，有份出戰去年的有份出戰去年的

UU2323 亞洲盃及雅加達亞運亞洲盃及雅加達亞運

會會。。

然而然而，，板倉滉將不會板倉滉將不會

立即有機會替立即有機會替““藍月亮藍月亮””

上陣上陣，，因未有大國腳經因未有大國腳經

驗驗，，難以申請工作證關難以申請工作證關

係係，，他將先被外借到他將先被外借到

荷甲球會格羅寧根至荷甲球會格羅寧根至

20202020年夏天年夏天。。格羅格羅

寧根技術總監贊斯寧根技術總監贊斯

就表示就表示，，板倉滉可板倉滉可

出任中堅及防中出任中堅及防中

位置位置，，相信可在相信可在

荷甲有很多的出荷甲有很多的出

場時間場時間。。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記者楊浩然楊浩然

藍月亮簽日本中堅板倉滉

英 超

於北京時間周二凌晨上

演獨腳戲，結果曼城憑加比爾

捷西斯個人梅開二度，加上對手

的“烏龍球”，主場以3球淨勝

狼隊，重新把與榜首利物浦的

差距拉回至4分。另方面，今場是曼

城中場大衛施華於英超第267次

出場，令他超越赫特成為隊

史英超出場王。

曼城 是
役以加比爾捷西

斯、史達寧及利萊辛尼合組攻擊鐵三角，剛病癒的
阿古路則與另一主力奇雲迪布尼同樣先列後備。有主場之利

的“藍月亮”全場佔盡上風，開賽僅11分鐘就由捷西斯接應辛尼傳
送先開紀錄。8分鐘後，狼隊更有中堅韋利保利因粗野攔截貝拿度施華被

逐，令客軍完全失去反撲的機會，最終曼城再憑捷西斯於40分鐘射入12碼，
加上客軍中堅高亞迪下半場“擺烏龍”，以3球淨勝而回。

哥帥：繼續壓迫利物浦
今場比賽過後，曼城再次把落後榜首利物浦的距離拉近至4分，領隊哥迪奧拿

對此顯得相當滿意：“我們今場長時間有11打10的優勢，所以在進攻方面本應更具
侵略性，但因為球隊踢了太多比賽，所以未能做到這點。不過，我們的演出仍很
穩定，沒有浪費太多機會，所以能夠繼續對利物浦保持壓力。”
談到2019年已狂轟7球的贏波功臣捷西斯，哥帥亦是讚不絕口：

“每個人都想做到最好，但對前鋒來說入球是最重要的，捷西斯在2019
年已入了7球，這非常之好。”至於捷西斯本人，則強調自己只是做
好本分：“我是一名射手，所以入波很重要，我現在的表現明顯
較之前好，希望能保持下去。”

施華：望帶來更多貢獻
值得一提的是，曼城中場大衛施華今場是第267次為藍

月亮於英超出場，這令他得以超越已轉投般尼的門將赫
特，成為曼城的英超“出場王”，正因如此，在施華今
場被調離場時，主場伊蒂哈德球場亦掌聲雷動，球迷更
打出“他從西班牙而來，為我們帶來勝利”的標語；
至於施華賽後亦於個人社交媒體賬號表示：“能夠達成
紀錄是巨大的榮耀，希望未來可以為球會帶來更多

貢獻。”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浩然

■■大衛施華成為曼城大衛施華成為曼城
英超出場王英超出場王。。 路透社路透社

■狼隊因保利（左）被逐而無力反撲。 法新社■捷西斯（33號）踏入2019年表現出色。 路透社

短
說

長
話

丁俊暉輕鬆晉桌球大師賽八強
中國選手丁俊暉當地時間14日在英國倫敦

舉行的桌球大師賽首輪比賽中以6：1輕取首次參賽
的英國選手利索斯基，8年來第二次晉級大師賽第
二輪。賽後，丁俊暉表示，今年的發揮不像前幾
年，因為最近練得比較多，練球也很開心。他認為
對手第一次參賽，壓力比自己大，失誤也多，因此
該抓住的機會沒有抓住。 ■新華社

達喀爾拉力賽 韓魏創中國最佳
2019達喀爾拉力賽當地時間14日舉行了第七賽

段比賽，吉利汽車殼牌潤滑油固鉑輪胎車隊的中國
車手韓魏和廖岷以第8名完賽，這是中國車手參加
達喀爾賽以來的最好賽段成績；而二人的總成績也
攀升到第26位。另外，梁鈺祥和領航員寇洪濤第29
位完賽，總成績第33位。電單車組，張敏第56位完
賽，總排行暫列第53位；趙宏毅第63位完賽，總排
行暫列第76位。 ■新華社

世界名將周六戰香港100越野賽
2018 Ultra Trail Mount Fuji 及 Tarawera

100K 冠軍、Red Bull Ultra Running 選手 Dylan
Bowman 本周六將出戰香港100越野賽。首次訪港的
他，對香港的郊野公園讚嘆不絕。他稱，由於今年修
訂了路線，預料今年勝出選手的時間會比上屆慢20
至30分鐘，因為當中多了很多上斜的路段。不過，
由於預料周末的天氣轉為清涼，濕度也不太高，他希
望可以在大約10小時完成賽事。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王薔首成澳網種子 感覺“有些緊”
■■彭帥首輪出彭帥首輪出
局局，，提前告別提前告別
澳網澳網。。美聯社美聯社

■■王薔首以種子球手身王薔首以種子球手身
份出戰澳網份出戰澳網。。 新華社新華社

網球生涯首次作為種子選手參加大滿貫賽的
中國女單“金花”王薔15日在澳洲網球公開賽
（澳網）第一輪過關後坦言，參賽身份變了後
“有些緊”，比賽狀態還沒有調到最佳，但接下
來會盡力調整。

15日上午，在墨爾本33攝氏度左右的高溫
下，21號種子王薔以6：4和6：3擊敗世界排名
第98位的法國選手費羅，晉級第二輪。賽後談
到首次以種子身份打澳網時，王薔說：“說實話
一上來蠻緊的，場上能感覺出來，好像不知道什

麼在束縛着，所以盡量去調整自己，就沒有之前
去衝擊別人那樣放得開。”

她坦言：“我覺得，澳網對我來說挺難的。
經歷過一個冬訓，我屬於慢熱的，不會在前一兩
站特別好，需要慢慢累積，找到比賽感覺後，才
能把訓練的東西都打出來。”

14日，王薔度過了27歲生日，但由於每年1
月都有密集比賽，這位天津姑娘笑着說，其實年
年都一樣，沒有太多時間放鬆。“真的希望生日
在11、12月，可以好好享受一下這一天。但沒

辦法，要接受現實，生日就是在1月，其實當天
就是很平常一天，訓練、中午睡覺、出去逛了
下、晚上吃飯，沒有特別的。”談到本屆賽事的
目標，她表示沒有想太多，就是“順其自然”，
一場場拚下去。

另外，美國球星莎蓮娜威廉絲（細威）15日
以6：0和6：2橫掃世界排名70開外的德國選手
塔．瑪麗亞，以一場乾脆利落的勝利宣告自己在
澳網賽場的強勢回歸。不過另外兩名中國金花彭
帥與鄭賽賽則齊齊首輪出局。 ■新華社

捷
西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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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城於曼城於11月轉會市場終於有所動作月轉會市場終於有所動作，，球隊球隊

日前從日職川崎前鋒簽入日前從日職川崎前鋒簽入2121歲中堅板倉滉歲中堅板倉滉，，

並隨即將這位日本並隨即將這位日本UU2323國腳外借至荷甲國腳外借至荷甲

格羅寧根格羅寧根，，以便於將來取得工作證以便於將來取得工作證。。

板倉滉身高板倉滉身高11米米8686，，亦可兼任亦可兼任

防守中場防守中場，，出身川崎前鋒青訓營的出身川崎前鋒青訓營的

他他，，上年上年22月被外借至另一日職球月被外借至另一日職球

會仙台維加泰吸收經驗會仙台維加泰吸收經驗，，合共出場合共出場

2424次射入次射入33球球。。此外此外，，板倉滉亦是板倉滉亦是

日本日本UU2323國腳國腳，，有份出戰去年的有份出戰去年的

UU2323 亞洲盃及雅加達亞運亞洲盃及雅加達亞運

會會。。

然而然而，，板倉滉將不會板倉滉將不會

立即有機會替立即有機會替““藍月亮藍月亮””

上陣上陣，，因未有大國腳經因未有大國腳經

驗驗，，難以申請工作證關難以申請工作證關

係係，，他將先被外借到他將先被外借到

荷甲球會格羅寧根至荷甲球會格羅寧根至

20202020年夏天年夏天。。格羅格羅

寧根技術總監贊斯寧根技術總監贊斯

就表示就表示，，板倉滉可板倉滉可

出任中堅及防中出任中堅及防中

位置位置，，相信可在相信可在

荷甲有很多的出荷甲有很多的出

場時間場時間。。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記者楊浩然楊浩然

藍月亮簽日本中堅板倉滉

英 超

於北京時間周二凌晨上

演獨腳戲，結果曼城憑加比爾

捷西斯個人梅開二度，加上對手

的“烏龍球”，主場以3球淨勝

狼隊，重新把與榜首利物浦的

差距拉回至4分。另方面，今場是曼

城中場大衛施華於英超第267次

出場，令他超越赫特成為隊

史英超出場王。

曼城 是
役以加比爾捷西

斯、史達寧及利萊辛尼合組攻擊鐵三角，剛病癒的
阿古路則與另一主力奇雲迪布尼同樣先列後備。有主場之利

的“藍月亮”全場佔盡上風，開賽僅11分鐘就由捷西斯接應辛尼傳
送先開紀錄。8分鐘後，狼隊更有中堅韋利保利因粗野攔截貝拿度施華被

逐，令客軍完全失去反撲的機會，最終曼城再憑捷西斯於40分鐘射入12碼，
加上客軍中堅高亞迪下半場“擺烏龍”，以3球淨勝而回。

哥帥：繼續壓迫利物浦
今場比賽過後，曼城再次把落後榜首利物浦的距離拉近至4分，領隊哥迪奧拿

對此顯得相當滿意：“我們今場長時間有11打10的優勢，所以在進攻方面本應更具
侵略性，但因為球隊踢了太多比賽，所以未能做到這點。不過，我們的演出仍很
穩定，沒有浪費太多機會，所以能夠繼續對利物浦保持壓力。”
談到2019年已狂轟7球的贏波功臣捷西斯，哥帥亦是讚不絕口：

“每個人都想做到最好，但對前鋒來說入球是最重要的，捷西斯在2019
年已入了7球，這非常之好。”至於捷西斯本人，則強調自己只是做
好本分：“我是一名射手，所以入波很重要，我現在的表現明顯
較之前好，希望能保持下去。”

施華：望帶來更多貢獻
值得一提的是，曼城中場大衛施華今場是第267次為藍

月亮於英超出場，這令他得以超越已轉投般尼的門將赫
特，成為曼城的英超“出場王”，正因如此，在施華今
場被調離場時，主場伊蒂哈德球場亦掌聲雷動，球迷更
打出“他從西班牙而來，為我們帶來勝利”的標語；
至於施華賽後亦於個人社交媒體賬號表示：“能夠達成
紀錄是巨大的榮耀，希望未來可以為球會帶來更多

貢獻。”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浩然

■■大衛施華成為曼城大衛施華成為曼城
英超出場王英超出場王。。 路透社路透社

■狼隊因保利（左）被逐而無力反撲。 法新社■捷西斯（33號）踏入2019年表現出色。 路透社

短
說

長
話

丁俊暉輕鬆晉桌球大師賽八強
中國選手丁俊暉當地時間14日在英國倫敦

舉行的桌球大師賽首輪比賽中以6：1輕取首次參賽
的英國選手利索斯基，8年來第二次晉級大師賽第
二輪。賽後，丁俊暉表示，今年的發揮不像前幾
年，因為最近練得比較多，練球也很開心。他認為
對手第一次參賽，壓力比自己大，失誤也多，因此
該抓住的機會沒有抓住。 ■新華社

達喀爾拉力賽 韓魏創中國最佳
2019達喀爾拉力賽當地時間14日舉行了第七賽

段比賽，吉利汽車殼牌潤滑油固鉑輪胎車隊的中國
車手韓魏和廖岷以第8名完賽，這是中國車手參加
達喀爾賽以來的最好賽段成績；而二人的總成績也
攀升到第26位。另外，梁鈺祥和領航員寇洪濤第29
位完賽，總成績第33位。電單車組，張敏第56位完
賽，總排行暫列第53位；趙宏毅第63位完賽，總排
行暫列第76位。 ■新華社

世界名將周六戰香港100越野賽
2018 Ultra Trail Mount Fuji 及 Tarawera

100K 冠軍、Red Bull Ultra Running 選手 Dylan
Bowman 本周六將出戰香港100越野賽。首次訪港的
他，對香港的郊野公園讚嘆不絕。他稱，由於今年修
訂了路線，預料今年勝出選手的時間會比上屆慢20
至30分鐘，因為當中多了很多上斜的路段。不過，
由於預料周末的天氣轉為清涼，濕度也不太高，他希
望可以在大約10小時完成賽事。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王薔首成澳網種子 感覺“有些緊”
■■彭帥首輪出彭帥首輪出
局局，，提前告別提前告別
澳網澳網。。美聯社美聯社

■■王薔首以種子球手身王薔首以種子球手身
份出戰澳網份出戰澳網。。 新華社新華社

網球生涯首次作為種子選手參加大滿貫賽的
中國女單“金花”王薔15日在澳洲網球公開賽
（澳網）第一輪過關後坦言，參賽身份變了後
“有些緊”，比賽狀態還沒有調到最佳，但接下
來會盡力調整。

15日上午，在墨爾本33攝氏度左右的高溫
下，21號種子王薔以6：4和6：3擊敗世界排名
第98位的法國選手費羅，晉級第二輪。賽後談
到首次以種子身份打澳網時，王薔說：“說實話
一上來蠻緊的，場上能感覺出來，好像不知道什

麼在束縛着，所以盡量去調整自己，就沒有之前
去衝擊別人那樣放得開。”

她坦言：“我覺得，澳網對我來說挺難的。
經歷過一個冬訓，我屬於慢熱的，不會在前一兩
站特別好，需要慢慢累積，找到比賽感覺後，才
能把訓練的東西都打出來。”

14日，王薔度過了27歲生日，但由於每年1
月都有密集比賽，這位天津姑娘笑着說，其實年
年都一樣，沒有太多時間放鬆。“真的希望生日
在11、12月，可以好好享受一下這一天。但沒

辦法，要接受現實，生日就是在1月，其實當天
就是很平常一天，訓練、中午睡覺、出去逛了
下、晚上吃飯，沒有特別的。”談到本屆賽事的
目標，她表示沒有想太多，就是“順其自然”，
一場場拚下去。

另外，美國球星莎蓮娜威廉絲（細威）15日
以6：0和6：2橫掃世界排名70開外的德國選手
塔．瑪麗亞，以一場乾脆利落的勝利宣告自己在
澳網賽場的強勢回歸。不過另外兩名中國金花彭
帥與鄭賽賽則齊齊首輪出局。 ■新華社

捷
西
斯
梅
開
二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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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 乡 广 东
主办 : 广东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

广东省侨办颁授首个“粤菜师傅海外交流基地”
       近日，广东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侨办主任

庞国梅在广州会见了美国休斯顿中国人活动中心

董事、德州广东总会主席陈灼刚先生一行，并向

休斯顿中国人活动中心颁发了“粤菜师傅海外交

流基地”牌匾。这是《广东省“粤菜师傅”工程

实施方案》颁布以来，广东省侨办推动成立的全

球首个“粤菜师傅海外交流基地”。

      实施“粤菜师傅”工程是广东推进乡村振兴

战略的重要内容和举措。2018 年 9 月 4 日，广东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公布了《广东省“粤菜

师傅”工程实施方案》，明确将大规模开展粤菜

师傅职业技能教育培训，创新“粤菜师傅 + 旅游”

等模式，在顺德菜、客家菜、潮州菜、粤西菜等

粤菜系列基础上深挖岭南传统粤菜美食内涵，全

省到 2022 年预计建设 100 条乡村旅游美食精品

线路，开展粤菜师傅培训 5 万人次以上，直接带

动 30 万人实现就业创业，将“粤菜师傅”打造

成弘扬岭南饮食文化的国际名片。

        庞国梅向陈灼刚先生一行介绍了“粤菜师傅”

工程有关情况。她说，“粤菜师傅”工程提出以来，

广东省侨办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结合落实国

务院侨办海外惠侨工程之“中餐繁荣计划”，深

挖利用广东饮食文化资源和海外侨胞中餐资源，

开展了一系列工作，积极助力推进“粤菜师傅”

工程，服务海外侨胞餐饮事业发展，推动粤菜师

傅和粤菜文化“走出去”。建立“粤菜师傅海外

交流基地”是其中一项重要举措，希望美国休斯

顿中国人活动中心以“粤菜师傅海外交流基地”

为载体，积极开展粤菜师傅培训交流活动，在服

务当地侨胞事业发展的同时，擦亮“粤菜”这张

广东国际名片。

       陈灼刚代表美国休斯顿中国人活动中心对广

东省侨办向该中心颁发“粤菜师傅海外交流基地”

牌匾表示感谢。他说，能够成为全球首个“粤菜

师傅海外交流基地”，中心上下深感使命光荣、

责任重大，十分感谢广东省侨办对海外侨胞事业

发展的关心支持和对美国休斯顿中国人活动中心

的信任。他将会与同事们一起努力，与广东省侨

助推乡村振兴战略  助力“粤菜师傅”

广东“粤菜师傅”工程
重点实施三大“行动计划”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公布《广东

省“粤菜师傅”工程实施方案》，将实施“粤

菜师傅”工程作为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工作全

局的一项重要举措，着力促进城乡劳动者技

能就业、技能致富，全面提升就业创业水平，

助推乡村振兴发展。

       根据该《方案》，广东将重点实施三大“行

动计划”。通过实施“粤菜师傅”培育行动计划，

鼓励建设粤菜师傅培训基地。支持设立以粤

菜师傅培养为主的各类职业院校等。到 2022

年，全省建设 30 个粤菜烹饪技能人才省级重

点和特色专业。同时，开展地方特色粤菜烹

饪技能标准开发和粤菜师傅评价认定。

        通过实施“粤菜师傅”就业创业行动计划，

创新“粤菜师傅 + 旅游”就业创业模式，挖掘、

推广乡村本土特色菜式、特色宴，打造一批乡

村粤菜美食旅游景点和乡村粤菜美食旅游精品

线路。到 2022 年，全省打造 1000 个乡村粤菜

美食旅游点，建设100条乡村旅游美食精品线路。

       通过实施“粤菜师傅”职业发展行动计划，

打造“粤菜师傅”文化品牌。各地、各饮食行

业协会和餐饮企业积极开展粤菜师傅职业技能

竞赛活动。支持相关行业协会开展名厨师、名

粤菜、名餐店等评选活动。鼓励各类酒店、餐

饮企业建立和推行粤菜师傅首席技师制度。

      广东省人社厅相关负责人表示，“粤菜师

傅”工程的培养对象是开放的，技工院校、

职业院校、社会培训机构和企业等都可以参

与。既可以是农民，也可以是城镇劳动者。

广东培养的“粤菜师傅”不仅可在农村就业，

也可到城镇，甚至海外就业创业。通过实施

“粤菜师傅”工程，推进广东乡村振兴发展，

推动“粤菜师傅”打造成弘扬岭南饮食文化

的国际名片。 ( 南方日报记者 苏力 )

链接

▲庞国梅 ( 右）向休斯顿中国人活动中心颁

授“粤菜师傅海外交流基地”牌匾。

办等有关方面多渠道多形式开展合作，充分发挥

交流基地作用支持推动当地粤菜水平提升和中餐

业繁荣发展，打好“粤菜”名片，弘扬粤菜文化，

利用中华美食文化、岭南美食文化的影响力促进

中美人文交流与友好往来。 ( 严力为 )

        2018年最后一天，

17000 名 来 自 19 个 国

家和地区的追风勇士

来到美丽的万绿河源，

参加 2018 河源万绿湖

国际马拉松赛。选手

们尽览河源客家古邑

的魅力风采，尽享辞

旧迎新欢乐奔跑的乐

趣。（河源乡情报）

 picture
说侨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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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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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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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畔水城 中國 東平——意大利 科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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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6日 Wednesday, January 16,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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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深/圖文】1月11日星期五，周潔曉慧舞蹈學校（J&H）經過精
心安排和策劃，帶領舞蹈孩童們走進聖安東尼奧市中心的會議中心，全
力衝刺“美國達人秀” （America's Got Talent, AGT）試鏡海選。不管最
終結果怎樣，小小年紀和舞蹈孩童們就有機會參加 “美國達人秀” 海
選的經歷，不管本次的海選能否入選，孩子們都是贏家。

J&H從周三晚決定參加海選到週五清早4:00準備出發，只有30小時
，時間相當緊迫，只能安排孩子們在中午突擊排練。排練期間孩童們累
到兩眼發直，經過短暫的休息，吃兩塊雞排後補充能量，孩子們又神采
奕奕，精神煥發，越跳越有勁，還換上“行雲流水” 的服裝參加了現場
的花絮錄製。

周潔曉慧舞蹈學校的學生和家長都是招之即來，來之能戰；家長們
也疲憊地席地而坐，滿足孩童們的達人秀心意。

孩童們在AGT試鏡期間全神貫注，一絲不苟，盡情發揮。返家途中
全部乖乖倒下酣睡。家長們超棒！孩童們超級敬業！這是全體舞蹈孩童
們和家長們的驕傲，也是J&H的驕傲！周潔曉慧舞蹈學校為有這些優秀
舞蹈孩童們能參加AGT感到自豪！

周潔曉慧舞蹈學校舞蹈孩童們全力衝刺 “美國達人秀”

【泉深編譯/來源各大媒體】1月10日，特朗普總統（Don-
ald Trump）抵達得克薩斯州對邊境訪問時表示不排除會啟動國
家緊急法，以此繞開國會來為修築移民牆籌集資金。特朗普總統
1月11日星期五稱美國南部邊境的局勢為 “入侵”，如果特朗
普宣布全國緊急狀態，就可以未經國會批准而動用資金。但是民
主黨人可能會立即提出法律挑戰。民主黨人說，邊境並沒有緊急
狀態，總統這樣做是超越了憲法所賦予他的權力。

特朗普後來 “鬆口”，他說：“我們目前沒有考慮全國緊
急狀態”。此刻不會為了得到建造邊境牆的經費並結束政府關門
局面而宣布進入全國緊急狀態。

特朗普總統由於要求國會撥款大約50億美元在邊界建立永
久屏障而與眾議院民主黨人陷入對峙。他在最新的這番評論中說
，他寧願看到美國國會投票授權撥款。

特朗普要求出資在美國-墨西哥邊界建牆，為此與國會民主

黨人在開支法案上僵持不下。從12月22日起，美國政府部分
業務因資金授權到期而陷入停擺狀態。
這場對峙造成的政府部分關門局面目前已持續了22天，超

過了美國歷史上政府關閉時間最長的記錄。
大約四分之一的聯邦政府受到資金中斷的影響，包括國土安

全部和國務院。據估計有80萬聯邦員工目前沒有領到工資。
特朗普把政府關門和建牆資金僵局歸咎於民主黨人，特別是

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和參議院少數黨領袖舒默。
他說，他們對國家安全視而不見，也不願意妥協。
佩洛西和舒默說，特朗普總統偏執於建牆，而且認為是他製

造了危機，部分原因是為了轉移全國民眾對他面臨的其它問題的
注意力。

佩洛西和舒默建議讓政府重新開門，同時另行談判建牆問題
。

如果美國進入國家緊急狀態 總統有權動用救災資金建牆 但特朗普“鬆口”

完整修車廠徐云經理專欄:
冬天汽車暖風使用技巧

現代汽車賣出現代汽車賣出20192019年第一台年第一台
NEXONEXO氫燃料電池休旅車氫燃料電池休旅車

現代汽車於2018年 12月28日將其
第一台NEXO氫燃料電池休旅車賣給了
一位前科學家。這位前科學家希望能將
NEXO的零排放優勢帶進他環保的生活
方式中。

來自於加州文圖拉的現代汽車顧客
Todd Hochrad在位於凡奈斯的Keyes現
代汽車經銷商購買了全新的NEXO，成
為美國市場第一位購買這款休旅車的顧
客。NEXO是美國市場內唯一一款大規
模生產的氫燃料電池休旅車，行車距離
高達380哩。

NEXO是現代汽車旗下環保汽車系
列中的旗艦高科技車款，代表實現現代
汽車及其在業界中最多元化休旅車陣容

的持續承諾與動力。
Hochrad先生不是典型的汽車買家

，但他是那種想駕駛氫氣驅動零排放車
款的顧客。Hochrad先生在超過15年前
就購買了他的第一台油電混合車，多年
來也曾開過全電車。他的全新NEXO的
行駛距離會是他第一台全電車的五倍。

NEXO36 個月的租賃價格為每月
$399 (Blue型號)或是$449 (Limited型號)
，購買價格則為$58,300。第一年的維
修免費，而且客戶有資格獲得加州的稅
收抵免(根據個人稅收情況)，最高可達
$5,000。全新現代NEXO休旅車的買家
也會獲得最高價值$13,000的氫燃料卡
，可在購車後三年內使用。

NEXO：不僅僅是道路上最乾淨且
行駛距離最遠的零排放休旅車

NEXO不僅非常乾淨、只排放水，
而且還備有許多高科技功能。NEXO為
駕駛人提供了許多先進駕駛輔助系統，
包含避免前方防碰撞輔助、車道跟隨輔
助、駕駛人注意力警示、遠光燈輔助，
以及遠程智能停車輔助。遠程智能停車
輔助能讓NEXO在無論是否有駕駛人的
情況下自動停車。此外，現代的盲點監
視器是業界首創之舉，當駕駛人打方向

燈換道時，中央儀表板上會顯示出
NEXO的車身，讓駕駛人能看到一般後
照鏡看不到的部分。

行駛距離
NEXO的 Blue型號能行駛大約380

哩，比氫燃料電池驅動的Tucson還要多
出 115 哩。Limited 型號則能行駛大約
354哩。NEXO Blue型號的MPGe大約為
65(城市)、58(高速公路)，以及61(平均)
，Limited型號的MPGe則大約為59(城
市)、54(高速公路)，以及 57(平均)。
NEXO的充電可在短短五分鐘內完成，
與一般汽油驅動休旅車的行駛距離和加
油時間相似。

NEXO不僅僅是氫氣驅動而已
NEXO在結構上使用許多生態材料

，包括大豆油基聚氨酯塗料、以竹子為
基礎的生化針織品，以及從甘蔗中提取
的生化塑料和生化地毯。NEXO在其47
個不同的部件上採用了生化材料，藉此
在製造過程當中減少了26磅的二氧化
碳排放量。

NEXO vs. Tucson氫燃料電池車
現代汽車的NEXO氫燃料電池車不

僅採用獨一無二的專用汽車結構，以及
其他任何車款無法相比的設計，並且與

前一代的Tucson氫燃料電池車相比，
NEXO得到了極大的改進。NEXO車速更
快、空間更大，以及效率更高，此外在
行駛距離上還多出了40%。

最後。。。
自從現代汽車在四年半前推出了

Tucson氫燃料電池車之後，車主們在美

國道路上已經累積了將近六百九十萬的
哩程數。達成這個哩程數所需的充電次
數與時間就跟汽油車一樣便利。而且，
現代NEXO最近榮獲著名的Wards十大
引擎獎，進一步突顯NEXO作為高科技
與人性化車款的地位。

•• 位 於 加 州 凡 奈 斯位 於 加 州 凡 奈 斯 (Van Nuys)(Van Nuys) 的的 KeyesKeyes 現 代 汽 車 經 銷 商 賣 出 了 美 國 市 場 第 一 台現 代 汽 車 經 銷 商 賣 出 了 美 國 市 場 第 一 台 NEXONEXO

•• 來 自 於 加 州 文 圖 拉來 自 於 加 州 文 圖 拉 (Ventura)(Ventura) 的 前 科 學 家 和 化 學 家 藉 由 零 排 放 的 科 技 旗 艦 休 旅 車的 前 科 學 家 和 化 學 家 藉 由 零 排 放 的 科 技 旗 艦 休 旅 車 NEXONEXO 來 增 強 環 保 的 生 活 方 式來 增 強 環 保 的 生 活 方 式

在嚴寒的冬季，許多車主都習慣在
上車後開啟暖風暖暖手腳，營造一個溫
暖舒適的駕乘環境。

但是，與夏天使用空調冷風不同，
使用暖風，在部分車主看來，不是感覺
效果不佳就是帶來太多副作用，“溫度
一直升不起來”、“更耗電”、“口乾
舌燥、感到全身不舒服”的例子屢見不
鮮。因此在這裡給廣大車友介紹一些暖
風使用技巧，相信你看了肯定會受益匪
淺滴！

分享1： 冬天汽車空調暖風技巧你
知道多少

關鍵詞：外循環、、內循環、防干

燥、霧氣
不要以為只有夏天才會使用到汽車

空調，其實冬天也一樣，汽車空調使用
的頻率一樣很高。冷冷的冬天，很多人
一進車就有開暖氣的習慣；遇到下雨天
，車窗玻璃起霧，最簡單的方法也是開
空調消除。如何正確地使用空調，其實
其中還有諸多訣竅。

如何快速提升車內溫度？
冬季，很多車主因為怕冷，車輛一

啟動就把空調開到暖氣，其實，因為冬
天發動機剛剛啟動，水箱的溫度還很低
，打開空調不僅不可能快速提升車內溫
度，反而增加了發動機負擔，耽誤了發

動機溫度正常提升。正確的做法是，先
啟動發動機預熱，等發動機溫度指針到
中間位置後，先打開暖風空調，同時把
空氣循環設置為外循環，讓車內的冷空
氣排除車外，等待２－３分鐘後，將空
氣循環設置為內循環即可。
如何巧用汽車空調除霧？

冬季遇到下雨時，由於空氣濕度高
，車內外溫差大，車內很容易產生霧氣
，除霧最好的方式就是利用空調，可如
果空調使用不當，不僅除不了霧，反而
還製造霧氣。

很多車主都知道按下車窗除霧按鈕
，冷風就會自動吹向擋風玻璃，可以很

快消除車窗上的霧氣。但有時，車主會
發現霧氣剛除了不久，一會兒就又生起
了，面對這種反复無常的起霧，車主應
該如何應對呢？這時車主可以採取開暖
風除霧的方式，把空調溫度調節按鈕轉
到暖風方向，空調方向按鈕轉到玻璃出
風口，這時熱風就會直接吹向前擋玻璃
，這種除霧的方法不會像前一種方法那
樣快，一般會持續１－２分鐘左右，但
是卻不會反復起霧，因為熱風將玻璃上
的濕氣都吹乾了。

車內開暖氣如何防干燥？
冬季，氣候本身就變得乾燥，再加

上開暖氣，讓車內空氣更乾燥，對於愛
美的女士來講，皮膚乾燥成為一大問題
，而且乾燥的空氣還容易產生車內靜電
，讓人很難受。

對此，專業人士建議，開車內暖氣
首先不能將出風口對准人吹，這樣更容
易讓皮膚乾燥；其次，建議半開窗，讓
空氣有一定流通；車內可以使用車載保

濕機，用土方法也可在車內放一塊濕毛
巾鋪在儀表板上；另外平時要多喝水，
少用化妝品等。

完整修車廠 Complete Auto Center
Tel:281-564-6541

Address:4605 Cook Road, Houston,
TX77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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