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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米櫥櫃湯米櫥櫃(LC CABINET & FLOORING LLC)(LC CABINET & FLOORING LLC)
免費免費 33DD 設計設計﹑﹑免費上門估價質優價廉免費上門估價質優價廉
巨大的展示廳巨大的展示廳﹐﹐各種櫥櫃各種櫥櫃﹑﹑地板和配件等幾百個品種地板和配件等幾百個品種
電話電話﹕﹕281281--809809--87888788
地址地址﹕﹕1256912569 Westheimer Rd, Houston, TXWestheimer Rd, Houston, TX 7707777077
www.lccabinetandflooring.comwww.lccabinetandfloor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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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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爾民眾觀看精彩鬥牛賽尼泊爾民眾觀看精彩鬥牛賽

棲息地被隔斷棲息地被隔斷 印度大象被迫橫穿鐵軌印度大象被迫橫穿鐵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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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工智能研究“相對孤立”
熱浪之下暗流勇動

綜合報導 過去這壹年，人工智能註

意力熱度不減，科研大浪繼續席卷全

球，身處浪潮之中的中國科學院自動化

研究所研究員孫哲南卻發現壹個問題：

在這壹領域，目前權威的全球學術會議

或學術組織，主要由歐美主導，中國雖

然國際化融合趨勢越來越明顯，但與國

際頂尖學術機構和科技巨頭之間的交流

互動仍顯匱乏，學術原創力和國際影響

力存在明顯短板。

這個判斷，和前不久出爐的愛思唯

爾《人工智能：知識的創造、轉移與應

用》(以下稱報告)基本壹致。作為擁有

包括《柳葉刀》《細胞》等知名學術期

刊的科技和醫學信息分析提供商，愛思

唯爾在該報告中提出，2017年中國在人

工智能領域出版的文章數量超過美國，

位列全球第壹，如果保持當前勢頭，中

國有望在4年內趕超“整個歐洲”，成

為全球人工智能研究成果最多的地區。

但報告同時提及，盡管中國科研成

果增長迅速，在該領域的引用影響力仍

然較低，這表明中國的研究“似乎更具

區域性，而非全球性”。

愛思唯爾分析服務高級副總裁瑪麗

亞· 德· 克萊恩說，國際性流動與合作的

模式表明，中國在人工智能領域的研究

工作“相對孤立”，引文影響力較低，

國際合作水平和研究人員的流動性也較

低。比如，中國圍繞人工智能研究開展

的國際合作成果，不足整個國家人工智

能研究產出的1/4。

“這個問題很值得重視！”孫哲

南告訴記者，中國人工智能要想走得

更遠，必須要加大力度進壹步融入

國際主流學術圈、產業生態和社會

媒體。

人工智能在全球範圍內究竟有多

“熱”？報告提到，在過去5年即2013~

2017年，全球人工智能研究以每年接近

13%的速度快速增長，而在 2008 年至

2012年的5年間增速僅有不到5%。相比

之下，過去5年全球範圍內所有學科領

域的科研產出每年的增長僅為0.8%。

這其中，很大壹部分來自中國對全

球人工智能研究產出的貢獻。報告稱，

和其他國家壹樣，中國的人工智能研究

並不局限於研究論文，其產出包含多種

形式，其中會議論文占中國整體人工智

能科研產出的44%。

克萊恩說，在政策的扶持下，中國

的人工智能發展迅猛，有望在全球範圍

引領人工智能浪潮，其在人工智能領域

的人才引進同樣表明，中國的研究環境

越來越有吸引力。

相應地，歐洲是人工智能科研產

出規模最大、最多樣化的地區，與歐

洲以外的國際合作比例及增長速度也

很高。然而報告同時提到，近年來，

歐洲面臨著頂尖人工智能人才流失的

嚴峻問題。

與歐洲不同，美國產業界對本土乃

至全球的人工智能人才都有強大的吸引

力。

報告稱，美國企業吸引了眾多人工

智能人才，科研實力雄厚，這歸功於其

跨界組建聯合實驗室的傳統。美國學術

界同樣表現不俗，在學術產量和保留人

才方面均表現突出。

在研究熱點上，報告在檢索分析了

研究、教育、技術與媒體4個領域的共

計60萬份文檔和700多個領域特定的關

鍵詞後，揭示出人工智能關註的7個不

同研究領域，即搜索與優化、模糊系

統、自然語言處理與知識表示、計算機

視覺、機器學習與概率推理、規劃與決

策、神經網絡。

這其中，機器學習與概率推理、神

經網絡和計算機視覺的科研產出最高，

增長速度也最快。

中國的人工智能研究，則集中於計

算機視覺，尚未形成專攻包括語音識別

在內的自然語言處理和知識表示的研究

——報告稱，這或許是因為，這類研究

的研究主體是企業，而它們通常不會發

表諸多科學論文。

這也是中國和美國，在人工智能領

域的不同之處：2017年，美國企業的科

研產出表現突出，而中國企業的貢獻相

對較少，僅占3%，90%的人工智能研究

來自學術界，主要研究機構是中國科學

院，其在過去5年發表了超過9000篇人

工智能研究論文，其他主要貢獻機構還

有清華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上海交

通大學、浙江大學等。

孫哲南認為，目前中國人工智能研

究趨於應用導向，集中在應用基礎研

究，因此計算機視覺領域會成為研究熱

門，而目前國家為科研人員松綁、鼓勵

科研人員創業的壹系列政策，以及相關

產學研聯合實驗室的建立也正在促進科

研界與產業界的融合。

至於走向全球的問題，克萊恩表

示，中國國際合作的比例為 20%，盡

管相較歐洲40%的國際合作比例，還有

很大的發展空間。但要看到中國的發展

速度，中國這壹比例是過去20年間，從

12%上升而來，如果繼續保持該趨勢，

則有望扭轉這壹局面。

給小微企業普惠減稅涵養市場活力
綜合報導 財政部通過網站發布《關於實施小

微企業普惠性稅收減免政策的通知》。通知要求，

實施小微企業普惠性稅收減免政策，對月銷售額10

萬元以下（含本數）的增值稅小規模納稅人，免征

增值稅。對小型微利企業年應納稅所得額不超過

100萬元的部分，減按25%計入應納稅所得額，按

20%的稅率繳納企業所得稅。

財政部有關負責人指出，此次減稅將惠及1798

萬家企業，占全國納稅企業總數的95%以上，我國

絕大部分企業主體都能夠從這個政策受惠。

給小微企業紓解市場困境，近年來政策優惠措

施不斷。從貨幣政策的精準定向釋放流動性，到采

取各種措施解決小微企業的融資難、融資貴，再到

去年上半年針對小微企業減稅的7項措施，以及到

現在針對小微企業的普惠減稅，小微企業不斷獲得

政策紅包，可以說是最大限度地滋養了中國市場的

毛細血管，營養了中國市場的肌體。有了更多的小

微企業，特別是健康發展的小微企業，中國市場才

有可能產生更多更強的大企業，更能在市場形成良

好的競爭環境和新陳代謝機制。

從美國的微軟、臉書到中國的阿裏和華為，IT

時代的科技大佬們，他們成長為全球獨角獸企業的

過程，都是從小微企業起步的。從小微企業到跨國

巨頭，雖然最終都成就了各自的市場傳奇，但在市

場起步階段，他們都面臨著起步艱難壹不小心就被

淘汰的命運。讓其在市場大潮中自生自滅，那是市

場的無序狀態，並不符合市場經濟規則、法治的規

矩。市場經濟在恪守規則和法治的同時，更需要活

力以及生生不息的動能。

小微企業最急需的就是融資更容易，以便得到

來自金融主體的更多資金支持，而且融資成本更

小。有充裕的資金支持，小微企業就會獲得更多的

市場活力，不被中大型企業蠶食和淘汰。如果說良

好的融資環境是給小微企業“輸血”，減輕各種稅

費負擔和制度成本則是助力小微企業健康發展的應

有之義。

上壹輪全球經濟危機後，雖然全球市場籠罩

於貿易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陰霾之下，但全球市

場無疑進入了競爭更激烈更殘酷的新經濟周期。

這壹周期，全球主要經濟體為了增強本國市場競

爭力，最重要的舉措有三：壹是通過減稅政策給

市場主體減負，刺激市場活力；二是強化本國制

造業實力，通過實體經濟增強競爭能力；三是以

新科技革命為契機，搶抓5G新機遇。不要小看

新市場周期的市場減負、貿易之爭和科技競爭，

雖然沒有以往大國競爭的腥風血雨，卻依然充溢

著妳死我活的意味。

美國式減稅提升了美國股市的牛市行情，也讓

美國企業回歸本體和全球資本流向美國。然而，

美國減稅後勁乏力，股市陷入動蕩，美國市場基

本面也呈下行趨勢，美聯儲也改變加息預期，開

始“耐心加息”。中國減稅降費持續推進，而且

是全方位為市場主體減負降低成本。減稅降費規

模已經超過2萬億，商事制度改革和新版負面清

單則為市場主體入市降低了門檻，“放、管、

服”也讓企業提升了效率，享受到了政府服務提

升的各項制度紅利。

在持續性的減稅降費中，小微企業和其他市場

主體也享受到了相應的減負待遇。不過，本次的減

稅紅利，精準且全面，對小微企業具有普惠性。加

上新年伊始的全面和定向降準釋放的資金，小微企

業的市場環境將變得更好。在此形勢下，市場才能

形成“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熱潮。

小微企業有活力，就為市場涵養儲備了動能。

小微企業無活力，整個市場也就失去了可持續發展

的動力。小微企業是市場的未來，給其減稅降費並

提供足夠的政策關切，它就能成長為大型企業，否

則，市場就會後勁乏力，失去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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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儘管全美氣象服務預
告並沒有顯示休斯度地區未來幾天將
會有降雪，但是氣象專家仍然指出，
休斯頓北部地區本週三有可能出現小
雪的天氣。

同時，氣象專家還預測，週三上
午的溫度有可能出現今年的最低溫度
30華氏左右。

週二，休斯頓出現強力大風，速
度為每小時20英里，週二晚間休斯頓
部分地區隨著墨西哥灣冷空氣來臨出
現降雨和雷陣雨並將持續至週三。

再次提醒民眾要注意保暖，出門
穿戴防寒服，週三下午的氣溫介於30
華氏度和40華氏度之間。

週三至週六，天氣已久晴朗，並
有可能出現部分降雨。

週三又要變天 休斯頓北部有望見雪

（綜合報導）美國二手房銷量跌
至三年多最低水平，低於預期，並表
明房地產市場在年末之際仍然在放緩
。

美國全國地產經紀商協會週二公
報稱，12 月份二手房銷量環比下降
6.4%，折年率為499萬套。售價中值
同比上漲 2.9%，至 253600 美元，漲
幅為2012年2月以來最低。市場庫存
增加。

最新數據令2018年的總銷量達到
534萬套，是2015年以來最低水平。
分析師預計，房地產行業對上季度經
濟增長幫助不大。

該報告顯示，住宅房地產行業仍
然處於價格上漲和可負擔房源匱乏導
致的廣泛放緩之中，儘管與過去幾年
相比庫存增加。

雖然房價漲勢正在降溫，但仍超
過工資增長。這讓許多美國人買房遙

遙無期，特別是那些揹負着助學貸款
的年輕人。儘管如此，緊張的勞動力
市場正在支撐着需求。

由於政府關閉推遲了關於住房和
住宅建設等關鍵官方數據的發佈，美
國全國地產經紀商協會報告可能會比
平時受到更密切關注。

“房價承受力比工作更重要，”
NAR 首席經濟學家 Lawrence Yun 在
華盛頓的記者會上表示。

美國二手房銷量跌至三年低點 且低於預期

（本報訊）本週末，從休斯頓南部至市中心的道路會
出現擁堵的情況，未來幾週的交通現狀將會不佳。

從本週五晚上9點開始，向北行駛的45號州際公路至
69號州際公路和德州288道路將會關閉進行修理，併計劃
於1月28日重新使用，向市中心方向的駕駛人需要使用
610環城路或者是繞路行駛。

休斯頓市中心管理中心的官員提醒駕駛人利用610的
環城道路來避開市中心的修路部分。

特別是周末，從周五晚上9點開始，封閉道路帶來的
影響和不便較為明顯，其中包括從CULLEN至69號州際
公路的向北方向的45號路段，以及通過St. Joseph 和Pease
進入市中心的道路。

週末部分道路關閉
駕駛人繞道行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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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探索與港搭建“陸空聯運”
無縫對接快速通關 助拓珠江西物流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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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去年10月港珠澳大橋及口岸開通，
“合作查驗、一次放行”新模式落地實

施，三地交往更加便捷頻密。姚奕生表示，去
年新簽訂金融、投資貿易、青年實習等珠澳合
作協議，並成立珠澳青年交流促進會、珠港澳
物流聯盟，新增珠港、珠澳姊妹學校15所。

2744家港澳企業入駐橫琴
作為“大橋經濟區”重要組成部分，橫

琴去年加快“粵港澳緊密合作示範區”建設，
新註冊港澳企業774家，總數累計達2,744
家。姚奕生透露，粵澳合作中醫藥科技產業園
累計註冊企業111家、孵化區科研總部大樓等
投入使用；而澳門青年創業谷新引進港澳項目
47個，累計孵化港澳項目181個。

姚奕生稱，“要管好用好港珠澳大
橋”，將成為今年珠海市政府的重點工作之
一。據了解，由橫琴、保稅區、洪灣片區一體
化區域組成的“大橋經濟區”，目前已成立發
展建設指揮部，下設統籌發展、規劃國土、城
市建設、產業發展和政務服務、資金保障5個
小組。繼去年完成固定資產投資超700億元
後，“大橋經濟區”總投資額超過1,100億元
的76個重點項目正穩步推進，涉及商務服
務、物流服務、金融服務、科技創新等領域。

橫琴建三地物流合作園
為強化與香港航空產業聯繫，“大橋經

濟區”目前正探索搭建“珠港陸空聯運”通關

模式，率先將保稅區建設成為承接港澳物流產
業的重要樞紐，以實現粵港澳大灣區跨境貨物
陸空運輸的無縫對接和協同發展。此外，橫琴
新區正同步規劃建設80萬平方米的“珠港澳
物流合作園”，為香港物流產業的“西拓”提
供廣闊腹地。

據珠海市政府有關部門透露，“珠港陸
空聯運”運作模式是在粵港兩地備案的跨境運
輸車輛上加掛“安全指揮所”，將廣東省內海
關的“跨境快速通關”業務與香港海關的“多
模式聯運轉運貨物便利計劃”進行對接。

打造電子平台互聯互通
其中，進口貨物的車輛可從香港機場起

運，通過港珠澳大橋珠海公路口岸直抵珠海保
稅區，入區拆包、理貨後，完成進口貨物分撥
辦理手續；出口則通過與香港機場進一步深度
合作，以“先查驗、後打板、口岸直通、機場
直載”的模式使各項手續前置到珠海保稅區，
相當於出口貨品在珠海預先完成“值機”，節
約時間、簡化程序。近期，珠海新獲批國家跨
境電子商務綜合試驗區，將打造“珠港澳跨境
電子商務生態圈”，力爭實現內地往來港澳地
區國際機場的進出口貨物無障礙快速通關。此
外，由香港物流及供應鏈多元技術研發中心和
珠海電子口岸管理公司聯合建設的“香港—珠
海貿易便利電子平台”，將探索實現內地電子
口岸與香港互聯互通，為境內外企業提供更便
利的通關和貿易拓展服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俊明 珠海報道）珠海市九

屆人大七次會議22日開幕，珠海市市長姚奕生作政府工

作報告時提出“要管好用好港珠澳大橋”，更好承接深

港的輻射，加快建設珠江口西岸核心城市，攜手澳門打造大灣區經濟新增長

極。據悉，“大橋經濟區”總投資額超過1,100億元（人民幣，下同）的76

個重點項目正穩步推進；目前還正探索搭建“珠港陸空聯運”新通關模式，

將廣東省內海關的“跨境快速通關”與香港海關的“多模式聯運轉運貨物便

利計劃”對接，“出口貨品在珠海預先完成‘值機（為旅客辦理乘機手

續）’——大橋口岸直通——香港機場直載”，以實現粵港澳大灣區跨境貨

物陸空運輸的無縫對接和協同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方俊明珠海
報道）“今年安排年度重點項目208
個、投資 576 億元（人民幣，下
同）。”珠海市市長姚奕生22日作政
府工作報告時表示，今年謀劃建設穗
江珠澳高鐵、穗中珠澳高鐵和伶仃洋
公鐵三大新通道，並推進洪鶴大橋、
鶴港高速建設，推動黃茅海大橋實
施，構建港珠澳大橋直通粵西快速通
道。

“珠海的高鐵、地鐵要盡快建，
還要與澳門輕軌系統連接。”珠海市
政協委員郝晉說，希望將時速300公
里的高鐵引入珠海，並與澳門公交做
好換乘，將珠澳共同納入全國高鐵
網。

主動對接科創走廊建設
姚奕生還透露，今年珠海將主動

對接“廣州—深圳—香港—澳門”科

技創新走廊建設，建立跨境產學研合
作機制，探索在生物醫藥、海洋科技
等領域共建特色科創中心。同時，建
設珠澳跨境金融合作示範區，其中將
打造橫琴“金融島”，設立澳門特色
金融服務基地。此外，加快橫琴科學
城建設，攜手澳門共同發展特色芯片
設計、測試和檢測等相關產業。

同時，珠海力爭今年超百億級企
業達7家、高新技術企業達2,100家；
並推動利盟 （Lexmark）激光打印機
等68個億元以上項目加快建設，推動
烽火海洋網絡設備等60個億元以上項
目建成投產。

按照部署，今年珠海還將深化與
港澳會展業合作，建設區域會展集
群。推動粵港澳遊艇自由行全面落地
實施，並聯合澳門共建中國設計博物
館，推動香山古驛道與澳門歷史街區
步行系統對接。

斥資576億推進208重點項目
籌建三大新通道

珠海涉港澳部分重點項目
1. 探索搭建“珠港陸空聯

運”通關模式，實現大灣
區跨境貨物陸空運輸的無
縫對接。

2. 橫琴規劃建設80萬平方
米的“珠港澳物流合作
園”。

3. 謀劃建設穗江珠澳高鐵、
穗中珠澳高鐵和伶仃洋公
鐵通道。

4. 珠海新獲批國家跨境電子
商務綜合試驗區，將打造
“珠港澳跨境電子商務生
態圈”。

5. 建設“香港—珠海貿易便
利電子平台”，探索實現
內地電子口岸與香港互聯
互通。

6. 粵澳合作產業園5平方公
里淨用地明確劃定、21
個項目開工。

7. 澳門青年創業谷新引進港
澳項目47個、累計孵化
港澳項目181個。

8. 粵澳合作中醫藥科技產業
園累計註冊企業111家，
爭取先行先試醫療健康政
策。

9. 珠海深化與港澳會展業合
作，建設區域會展集群。

10. 珠澳共建中國設計博物
館，推動香山古驛道與澳
門歷史街區步行系統對
接。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報記者
方俊明方俊明

■■隨着港珠澳大橋通車隨着港珠澳大橋通車，，珠港澳跨境物流產業發珠港澳跨境物流產業發
展迎來新契機展迎來新契機。。圖為大橋口岸貨品通關情況圖為大橋口岸貨品通關情況。。

香港文匯報記者方俊明香港文匯報記者方俊明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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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足恢復訓練國足恢復訓練 氛圍輕鬆歡聲笑語氛圍輕鬆歡聲笑語

■■陳芷澄已踏入職陳芷澄已踏入職
業生涯第二年業生涯第二年。。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納比說：“兩年前，我們在客
場德黑蘭輸給伊朗隊，前不

久我們在這裡（阿聯酋）輸給了韓
國隊。但我們的目標不應該僅僅放
在8強上，我們需要努力進入準決
賽。面對伊朗隊，我們已經沒有什
麼可以失去的了，我們毫無壓
力。”

肖智 金敬道表決心
而於中泰一役後備上陣僅3分

鐘便射入扳平一球的肖智也表示：
“對我們隊員來講，你穿上國家隊
戰袍，代表國家，你在這個位置
上，不可能說後面的比賽就隨便踢
了。足球本身就是競技項目，你上
場的一刻，無論對手是誰，想的肯

定都是勝利。贏球是我們的目標，
哪怕下一場對亞洲最強的伊朗。我
很期待與這樣強勁的對手過招。”

進攻中場金敬道也透露，“已
看過伊朗隊比賽，屬於亞洲最強的
球隊，身體好，能力也強，有些球
員在歐洲五大聯賽踢球”。但“這
個時候無論碰到哪支球隊，都會抱
着必勝的決心去打。”

金敬道繼續說：“國家隊聚集
了全國最好的球員，我想來這裡不
是鍛煉自己的，而是要證明自己，
所有人都努力，爭取下一場取得好
的結果。”

21日的訓練，除馮瀟霆和于漢
超外，其他全員出席。馮瀟霆因為
在中泰之戰中體力消耗過大，留在

酒店休息
調整；于漢
超則是因為肌
肉拉傷，進行
單獨訓練。

訓練中，納比
將全隊分成兩組，
前一天比賽中首發的
球員進行慢跑放鬆，替
補隊員則分成兩組，進行
小組對抗。全隊訓練氛圍
輕鬆，歡聲笑語。有隊內人
士表示，接下來國足將享受比
賽，踢出水平，“越是這種心
態，咱們說不定還有超常發
揮。”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泰國隊應邀參賽
中國盃

據泰國傳媒消息，泰國足協主席22日確認，將派隊參
加今年的中國盃。

泰國足協主席在接受當地傳媒訪時表示，中國足協於
近日向泰國國家隊發出邀請，希望泰國隊參加即將於今年
３月份舉辦的中國盃比賽。泰國媒體表示，泰國隊在亞洲
盃上的出色發揮引起了中國足協的關注，因此發出了邀
請。目前，泰國足協已經接受了邀請，確認參賽。

除泰國隊外，烏拉圭和哥倫比亞這兩支南美洲勁旅也
同樣確認會參加此次中國盃，但是組委會方面力邀多次的
阿根廷將不會參加今次中國盃的比賽。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
淦）首位出戰女子職業高爾夫球巡
迴賽（LPGA）的香港球手陳芷澄
（Tiffany），趁返港休息機會，獲
贊助商瑞士盈豐銀行邀請與傳媒午
餐，大談新一年動向。踏入職業生
涯第二年的她已適應長時間離港的
生活，只是仍然難忘香港的美食。

Tiffany在上年獎金榜名列140
位，算是不過不失，她有信心迎接
新一年的挑戰：“就好像讀大學一
樣，第一年什麼都不懂，累積了經
驗，第二年便會好一點。”談及新
一年願望，Tiffany最希望能遠離傷
患：“最想就是身體健康！早前比
賽因右肩有點傷，影響了發揮。所
以也把握今次返港十天的時間，到
訪體院的物理治療師，希望可以治

理好才準備今年比賽。”
此外，Tiffany也要為2020年

東京奧運資格而努力，她指目前形
勢樂觀：“排名前60位球手可出戰
奧運，而每個國家或地區最多只有
2人出戰，我目前排40，應該還安
全！”奧運排名結算期為6月29
日。

2019年Tiffany將會長時間在
澳洲及美國比賽，其中在美國會參
加20場賽事，她笑言最關注的是當
地的食物質素：“我會和家人出外
過年，我喜歡吃的年糕、蘿蔔糕，
在澳洲及美國都吃得到。在美國我
較喜歡到西岸比賽，因為那處的韓
國及日本餐廳較多，也很合我口
味，至於在東岸的選擇則較少
了。”

香港年度馬術盛事，有室內場地障
礙賽大滿貫之稱的“浪琴表香港馬術大
師賽”，尚有約三星期舉行。代表香港
出戰的運動員包括馬會馬術隊成員賴楨
敏（Jacqueline）和梁巧羚（Raena）。
今屆將是賴楨敏連續第四度出戰大師
賽，梁巧羚則是第三次在大師賽代表香
港。

她們二人將與一眾來自內地、中國
台北、日本及韓國等國家及地區的亞洲
騎手，競逐“香港賽馬會亞洲挑戰賽”
25萬港元獎金。

兩名大賽經驗豐富的騎手賴楨敏和
梁巧羚，目前在歐洲備戰。Raena 22日

透過錄像表示，目前還未決定帶哪一匹
馬參賽，兩匹馬近期有參與一些較低級
別的賽事，讓自己和馬匹都保持良好狀
態，再決定用哪一匹馬出賽。Jacque-
line亦相當高興，連續第四年夥拍愛駒
Basta出戰大師賽。目前正在自己和馬
匹的體能作調整，希望到時以最佳狀態
參賽。

另外兩項青少年錦標，則由馬會青
少年馬術隊成員馮浩源及鍾子翔代表香
港，與來自內地、中國台北、伊朗及
印尼等國家及地區的青少年運動員角
逐。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陳曉莉

新華社北京電 為做好東京奧運周期備戰工
作，完成2019年全年訓練比賽任務，中國排協日
前在官網公佈了中國女排新一期的集訓名單。

在這份27人的大名單中，包括朱婷、丁霞、
張常寧在內參加去年女排世錦賽的14人悉數在
列。與此同時，蔡雅倩、倪非凡等多名年輕隊員
也榜上有名。

根據安排，胡銘媛、孫海平、段放、林莉、楊
涵玉、蔡雅倩、劉晏含、高
意8名球員將於2月10日報
道，其他人員集訓時間另行
通知。中國女排集訓名單：
劉曉彤、曾春蕾、姚迪、李
盈瑩、王媛媛、孟子旋、丁
霞、顏妮、胡銘媛、孫海
平、段放、張軼嬋、張常
寧、龔翔宇、刁琳宇、倪非
凡、吳、林莉、鄭益昕、
王夢潔、楊涵玉、蔡雅倩、
杜清清、朱婷、袁心玥、劉
晏含、高意。

北京時間

25 日凌晨零

時，中國男足

（國足）將在

阿聯酋亞洲盃8強賽迎戰勁

旅亞洲“一哥”伊朗。為

此，國足21日起在阿布扎

比的阿爾瓦赫達訓練基地展

開恢復訓練。據內地傳媒消

息，訓練前，主帥納比針對

對手伊朗向隊員訓話，強調

晉級8強固然可喜可賀，但絕不

是國足的終極目標。

陳芷澄南征北戰 難忘香港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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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足輕鬆備戰中伊之戰國足輕鬆備戰中伊之戰。。 新華社新華社■■肖智在中泰一役為國足射入扳平的一球肖智在中泰一役為國足射入扳平的一球。。 新華社新華社

■■賴楨敏賴楨敏（（左左））和梁巧羚將代表香港出戰和梁巧羚將代表香港出戰
大師賽大師賽。。 馬會圖片馬會圖片

■■朱婷繼續領軍中國朱婷繼續領軍中國
女排女排。。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納比鼓勵國足納比鼓勵國足：“：“我們毫我們毫
無壓力無壓力”。”。 新華社新華社

■■泰國隊泰國隊（（藍衫藍衫））
在亞洲盃上的出色在亞洲盃上的出色
表現表現，，吸引了中國吸引了中國
足協的關注足協的關注。。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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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媒史上重大突破傳媒史上重大突破
美國華人美國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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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today-america.comwww.today-america.comWatch Live TV   &  Online Radio

掃二維碼(QR code)：
收看電視  收聽廣播
全球直播

掃二維碼(QR code)：
收看電視  收聽廣播
全球直播

手機美南新聞
手機美南電視

手機公眾平台

手機休士頓黃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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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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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可用手機讀報更方便，也可以在Apps裡收看STV15.3 電視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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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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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南國際電視STV15.3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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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連接到車載音響設備 (數據線/藍牙設備），效果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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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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慶之旅中國•遂寧 - 芬蘭•羅瓦涅米
播出時間為晚上7：30-8：30，重播時間次日下午1：00-2：00。
敬請關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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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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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修車廠徐云經理專欄:
愛車“心臟病”五原因忌曲軸箱油泥多

《《 周師傅專欄周師傅專欄11 》》周師傅告訴你周師傅告訴你::
中國人可否使用中國駕照在美國開車中國人可否使用中國駕照在美國開車？？

現在到美國來旅遊和留學的中國人
越來越多，在美國不開車是沒有辦法出
門的，所以，很多人對於持中國駕照是
否可以合法開車上路這個問題很關心。
周師傅今天告訴你，能否用中國駕照在
美國開車主要取決於各州的法律。在檢
閱各州法規之前，有幾件事情中國公民
應該註意：

1，外國駕照通常只適用於 「非居

民」 (nonresident); 「居民」 (resident)
一般應該在遷入之後 30 天（有些州是
60 天）內申請本州駕照。不同州和部
門對 「非居民」 的定義不一樣，持旅遊
簽證、入境不超過 30 天的中國公民，
在任何一個州都屬於 「非居民」 。

2， 中國不存在國際駕照 (Interna-
tional Driver Permit; IDP)。如果你持 中華
人民共和國 駕照，任何人和機構聲稱
能給你辦理國際駕照，不管他們身在中
國還是美國，都是騙子。國際駕照由聯
合國 1949 年《日內瓦道路交通公約》
和 1968 年《維也納道路交通公約》確
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並沒有批準和加入
這兩個公約，因此沒有資格頒發、也不
承認國際駕照。

3， 國際駕照IPD 其實就是一紙翻
譯，本身並沒有法律效力，通常必須和
母國的駕照原件一起使用，而且只能由
本國政府和機構頒發；也就是說，美國
政府不能給中國駕照頒發國際駕照 IPD
。
查閱美國各州的法律，大多數州都允許
非居民的中國公民使用中國駕照在一定
有效期限內開車，期限從30天到一年
不等。但是以下各州不允許用中國駕照
開車：密歇根州 (Michigan)、麻塞諸塞
州 (Massachusetts)、 內 布 拉 斯 加 州

(Nebraska)、 新 罕 布 什 爾 州 (New
Hampshire)、新澤西州 (New Jersey)、
俄亥俄州 (Ohio)、俄勒岡州 (Oregon)、
佛蒙特州 (Vermont)，尤其要註意的是
我們德克薩斯州 (Texas)， 中國駕照不
可以！

參考依據是：Texas Driver Hand-
book, Chapter 1: Your License to
Drive, "Who May Drive a Motor Vehicle
in Texas?"
Individuals who meet the following crite-
ria may drive a motor vehicle in Texas.[...]

1. Any nonresident who is at least
16 years of age and possesses a valid
driver license issued in the nonresident’
s home state. Nonresidents at least 16
years of age who meet this criteria may
drive a vehicle permitted to be operated
with a Class C or Class M driver license
in Texas.
2. Nonresidents who are at least 18
years of age may drive any vehicle in
Texas if they are legally licensed to drive
such a vehicle in their home state or
country, and their home state or country
grants like recognition (reciprocity) to citi-
zens of Texas (Please reference the Tex-
as Administrative Code, Title 37, Sections

15.91 and 15.92).
大意： Texas 只承認美國其他州以

及 Texas Administrative Code, Title 37,
Sections 15.91and 15.92 所列國家的駕照
。不包括中國 (PRC), 也不包括臺灣
(ROC), 香港、澳門。

所以，來德州旅遊留學的中國朋友
一定要盡快考美國駕照，非居民也可以
考駕照，您可以來王朝駕校咨詢，在王
朝駕校可以直接考中文筆試和路考，不
用去交通局排隊，也免去了語言不通的
麻煩。考上德州駕照以後，在美國開車
您要記得兩點，一是熟悉美國的道路交
通標誌。二是有時間的話完整地讀一遍
美國的《駕駛員手冊》（王朝駕校備有
中文版），至少，你得知道一些美國開
車的常識，比如路權、誰先走誰後走；
比如哪些車輛必須避讓；什麽時候必須
靠邊停；被警察攔下來之後需要註意些
什麽 -- 比如雙手必須放在方向盤上讓
警察看到、未經警察許可不能下車，等
等常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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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右））和在王朝駕校主持路考和在王朝駕校主持路考
的交通局路考官員的交通局路考官員AlisonAlison（（左左）。）。

每個人都有一顆心臟，如果心臟停
止跳動，生命也將隨之消失。汽車也不
例外，發動機就是汽車的心臟，尤其在
春夏之交的季節，由于濕度較大，而且
氣溫時高時低，容易對發動機造成損傷
，因此，保養的好與壞直接影響著汽車
的性能和它的使用壽命。車主們最愛犯
的五大毛病是直接導致愛车產生“心臟
病”的原因。

不按期保養發動機
通常人們總是喜歡在改裝上投入很

多錢，但卻容易忽視按期給發動機做保
養。據統計，車輛因發動機保養不良造
成的故障佔總故障的50%。可見發動機
保養對延長車輛使用壽命能起到至關重
要的作用。當然也會給你減少不必要的
損失，要不怎麼會有“以養代修”這個
說法。

提醒：不僅僅是在常規的保養期限
內要進行發動機的養護，在駕駛經過一
些特別潮濕或者粉塵特別大的地區時，
都要對發動機的相關部件做一些檢查保
養。

機油變質及機油濾芯不暢
不同等級的潤滑油在使用過程中油

質都會發生變化。車輛行駛一定裏程之
後，性能就會惡化，可能會給發動機帶
來種種問題。為了避免這些故障的發生
，應該結合使用條件定期給汽車換油，
並使油量適中，一般以機油標尺上下限
之間為好。

機油從機油濾芯的細孔通過時，把
油中的固體顆粒和黏稠物積存在濾清器
中。如濾清器堵塞，機油則不能順暢通
過濾芯，會脹破濾芯或打開安全閥，從
旁通閥通過，仍把臟物帶回潤滑部位，

促使發動機磨損加快，內部的污染加劇
。因此機油濾芯的定期更換同樣重要。

提醒：機油不要加少了，但也不要
加多了，不是越貴的名牌合成機油就越
好，適合你的愛車的機油才是最好的。

空氣濾芯堵塞
發動機的進氣係統主要由空氣濾芯

和進氣管道兩部分組成。根據不同的使
用情況，要定期清潔空氣濾芯，可使用
的方法有高壓空氣由裏向外吹，把濾芯
中的灰塵吹出。由于空氣濾芯為紙質，
所以吹的時候要注意空氣的壓力不能過
大，以免損壞濾芯。空氣濾芯一般在清
洗2-3次後就應更換新的，清洗周期可
以由日常駕駛區域的空氣質量而定。

提醒：購買質量好的廠家原裝提供
的正廠件空氣濾芯也很重要。

進氣管道過臟

如果車輛經常行駛于灰塵較多、空
氣質量較差的路況區域，就應該注意清
洗進氣管道，保證進氣的暢通。進氣管
道對于發動機的正常工作非常重要，如
果進氣管道過臟，會導致效率下降，從
而使發動機不能在正常的輸出功率范圍
內運轉，加劇發動機的磨損和老化。

提醒：盡量少走灰塵多的區域，同
時，空調格也要注意更換。

曲軸箱油泥過多
發動機在運轉過程中，燃燒室內的

高壓未燃燒氣體、酸、水分、硫和氮的
氧化物經過活塞環與缸壁之間的間隙進
入了曲軸箱中，使其與零件磨損產生的
金屬粉末混在一起，形成油泥。

少量的油泥可在油中懸浮，當量大
時從油中析出，堵塞濾清器和油孔，造
成發動機潤滑困難，從而加劇發動機的
磨損。此外，機油在高溫時氧化會生成
漆膜和積炭粘結在活塞上，使發動機油
耗增大、功率下降，嚴重時使活塞環卡
死而拉缸。

提醒：要減少油泥產生，使用高質
量的燃油是十分有必要的，所以建議車

主加油時盡可能到正牌的加油站。此外
，使用質量過關的潤滑油以及按照廠商
規定的保養周期對潤滑油以及機油濾清
器進行更換也是很關鍵的。另外，請經
常檢查自己愛車的機油油位，不足時應
盡快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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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dress:4605 Cook Road, Houston,
TX77072

周師傅周師傅

【泉深/圖文】在美國，每年一月的第三個星期一是馬丁·路
德·金紀念日，全美各地舉行大遊行紀念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
，休斯頓數万人在市政府門前舉行大遊行，爭取平等、自由、民
權，美國廣播公司（American Broadcasting Company, ABC）電視
台13頻道對休斯頓遊行實況進行了現場直播。

這個星期一，美國總統唐納·特朗普和副總統邁克·彭斯參加
了在華盛頓馬丁·路德·金紀念碑舉行的紀念儀式，為他獻上花圈
。除此之外，美國各地舉辦紀念活動，緬懷這位非洲裔民權運動
領袖。

特朗普週一留在華盛頓，因為正在進行的部分政府關閉進入
了第31天。特朗普週一快速前往馬丁·路德·金紀念館，進行了
一次未經宣布的訪問。 “大家早上好！” 特朗普在紀念碑前放
了一個花圈後告訴記者。 “這是美好的一天。這是美好的一天
。謝謝你來到這裡。欣賞它。“今天我們慶祝小馬丁路德金博士

為了堅持美國人所珍視的不言自明的真理，無論我
們的皮膚顏色或我們出生的地方，我們都被上帝所
創造， ” 特朗普總統發推文說。 ” 副總統邁克·
彭斯為這次驚喜旅行做好準備。彭斯在周日接受哥
倫比亞廣播公司 “面對國家” 的採訪時引用了金
一句話，試圖出售特朗普長期承諾的美墨邊界牆。
“金博士最喜歡的一句話是，’現在是實現民主承
諾的時候了’，” 彭斯說。 “你想到他如何改變
了美國，他激勵我們通過立法程序進行改變。”

休斯頓國際區區長、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董
事長、國際貿易中心主席李蔚華先生率領美南新聞
媒體人士、美南國際電視藝術團旗袍隊和少林舞龍
舞獅隊加入休斯頓市中心遊行隊伍的行列，為美國
華人爭取民權地位。李蔚華董事長說：“我們美南

報業電視傳媒作為華人媒體，每年參加休
斯頓馬丁·路德·金紀念日的遊行，金牧師
是我們學習的榜樣，目前這個國家還有種
族主義和仇恨，我們要通過自己的努力，
高舉反種族歧視旗幟，獲得做人的尊嚴，
對抗膚色歧視和種族主義，確保有色人種
不再被區別對待，追求人人自由平等，為
美國華人爭取民權，提升美國華人形象。
”
馬丁·路德·金紀念日是美國三個紀念個

人的聯邦假日之一。他是美國 50 至 60 年
代民權運動的領袖，運用雄辨的口才和非
暴力抗議的信仰，成為反對種族隔離和種
族歧視鬥爭的代言人。他在1968年4月被
刺殺，當時他只有39歲。在他遇刺後的幾
天裡，美國數百個城市爆發了示威和暴動
。首都華盛頓是騷亂最嚴重的地區之一。
馬丁·路德·金在遇害幾天前，在華盛頓

的國家大教堂發表了他最後的禮拜日佈道
。他在那次佈道中呼籲團結，他說：“我
們將帶來正義、兄弟情誼與和平的新的一
天。”

今年是小馬丁·路德·金的94歲生日，
1968年4月4日在孟菲斯被暗殺，作為民權領袖，金博
士道出了一些鼓舞人心的話語：

1.“任何地方的不公正都是對各地司法的威脅。”
（來自伯明翰市監獄的信）2.“如果一個人沒有發現他
會死的東西，他就不適合生活。”（底特律三月的
“夢想” 預告3.“只要這個世界上有貧窮，即使他有
十億美元也沒有人可以完全富裕。”（“美國夢”）4.
“跟隨印度人民的美國黑人已經證明，非暴力不是無
效的被動，而是一種強大的道德力量……”（諾貝爾
獎獲得者演講）5.“文明與暴力是對立的概念。”（諾
貝爾獎獲獎演講）6.“每個人都可以變得偉大……因為

任何人都可以服務。你不必擁有大學學位。您不必讓您的主語和
動詞同意服務。你只需要一顆心……“（ “Drum Major Instinct
“，Ebenezer Baptist Church）7. “我們陷入了一個不可避免的相
互關係網絡，被捆綁在一件命運之中。無論直接影響到什麼，都
會間接影響所有。”（來自伯明翰市監獄信）8.“我們必須創造
性地利用時間，因為知道時間總是成熟的。”（來自伯明翰市監
獄的信）9.“在某個地方，我們必須看到人類的進步永遠不會在
必然性的輪子上滾動。這是通過專心致志的個人的不懈努力和堅
持不懈的努力來實現的……”（歐柏林學院畢業典禮）10.“人
類必須結束戰爭或戰爭將結束人類。”（歐柏林學院畢業典禮）

全美各地舉行大遊行紀念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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