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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醫結合臨床經驗30年
●北京醫科大學北京協和醫大研究生畢業
●北京中醫內科針灸專科畢業
●原北醫科大第一醫院多年主治醫
●全美NCCA中醫針灸執照﹐德州執照

馬順梅 LC 00203佟大山 LC 00143

代煎中藥

針灸 方脈
跌打 推拿

各種痛症﹑頸椎病﹑坐骨神經痛﹑面神經麻痺﹑肩周炎﹑中風後遺症﹑
各種過敏症﹑戒煙﹑戒酒﹑減肥﹑增加腫瘤病人體質﹐減少化療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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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專治﹕
˙女性不孕症（原發﹑繼發）卵巢功能早衰
˙女性各期的月經不調（青春期﹐生育期﹐

更年期）﹑痛經﹑子宮內膜異位症﹐
習慣性流產﹑盆腔炎﹑輸卵管堵塞等
引起的不孕症

˙子宮肌瘤﹑子宮癌﹑卵巢腫瘤手術後﹐
產後及剖腹產術的中藥調理

˙女性亞健康疲勞綜合症﹑失眠﹑盜汗﹑
骨質疏松﹑關節痛﹑更年期綜合症

男性專治﹕̇ 各種男性不孕症﹑早瀉﹑陽萎﹑
性功能低﹑房勞傷﹑精液不液化﹑
膿精症畸﹑前列腺炎﹑睪丸炎

˙男性亞引起疲勞綜合症

9889 Bellaire Blvd. Suite100 Houston,TX 77036（敦煌廣場內）
Tel:(713)271-0488(O)Cell:(281)250-3788 Cell:(713)259-1818

●特製多種阿膠人參膏茶
●行動不便可上門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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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海鮮酒樓常備各種生猛游水海鮮

地址﹕11215 Bellaire Blvd.(位於香港城商場)
訂座電話﹕281-988-8898

精心承辦婚禮、壽宴、社團等各類型宴會

二樓大型豪華宴會廳，大型舞台，可容納百餘席

天天茶市 正宗粵菜 港式點心

此優惠只限堂食，Party、假日除外。

珊瑚蝦、帶子、彩龍魚、游水石蟹、貴妃蚌、刀蜆、龍躉斑

歡迎預訂全年酒歡迎預訂全年酒席席﹑﹑社團聚餐社團聚餐

（誠徵﹕企檯﹑出納﹐有意者面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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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版■責任編輯：周文超 2017年7月15日（星期六）5 文匯體育體育世界

曼城今夏放走了薩巴列達和基捷基治兩員邊後衛，為
改造全新的最強雙閘增加邊路攻防活力，這支英超豪門也
不惜工本，先出動創邊路後衛身價紀錄的5,000萬英鎊轉
會費羅致英格蘭當打國腳基爾獲加。這位從熱刺加盟的猛
將14日到了曼城，通過體測並簽約5年，成為曼城新“2
號仔”。右閘補強完成，“藍月兵團”領隊哥迪奧拿下個
目標是上季身價急升的摩納哥法國左閘班捷文文迪，估計
轉會費不會低於4,000萬英鎊。

多家歐洲傳媒都報道稱，熱刺方面接受了曼城就羅致基爾
獲加的5,000萬英鎊報價。14日，獲加到曼城接受體測，並簽
約5年。基爾獲加的5,000萬英鎊轉會費，讓他成為歷史上最
貴的閘位（邊後衛）球員，亦平了巴西中堅大衛雷斯於2014
年從車路士轉投巴黎聖日耳門所創的後防球員轉會費紀錄。

今年27歲的右閘大將基爾獲加在後場補位和利用速度

打側擊方面都做得十分出色，攻守兼備。他在2009年離開
母會錫菲聯加盟熱刺後曾被幾度外借，2011年開始獲得重
用，同年首度入選英格蘭國家隊，如今已穩佔了必然正選位
置，是熱刺近年為“三獅軍”提供的新血其中一位重點球
員。他在英超聯賽踢了183場攻入4球，大賽經驗豐富。

班捷文文迪料緊隨入“城”
曼城今夏簽入中場貝拿度施華和門將艾達臣已分別動

用了4,250萬英鎊及3,400萬英鎊，而據報領隊哥迪奧拿的
下個目標是左閘球員、上賽季閃耀歐聯賽場的摩納哥法國
國家隊新晉國腳班捷文文迪。摩納哥要價5,000萬英鎊，
曼城之前報價是4,000萬英鎊，最終轉會費相信會在兩數
之間。哥帥為的是要增強球隊邊路活力，一洗上賽季“四
大皆空”之頹風。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基爾獲加已是基爾獲加已是
英格蘭國家隊右英格蘭國家隊右
閘位置的必然正閘位置的必然正
選選。。 路透社路透社

游泳世錦賽
金牌分佈

（7月14日至7月30日）

項目 金牌數
跳水 13
游泳 42
花樣游泳 9
水球 2
公開水域 7
高台跳水 2
總數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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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奧
運
冠
軍
領
銜曾有“難度王”、“滿分先生”美

譽的中國跳水名將邱波（右圖），在今
次布達佩斯世錦賽只參加非奧項目男女
混合全能的比賽，世界大賽似乎與他漸
行漸遠。

倫敦和里約周期，邱波是中國跳水
隊男子10米台的領軍人物，從2011年
上海到2015年喀山，邱波在該項目實
現了世錦賽三連冠偉業，成為歷史第一
人。但隨着倫敦奧運丟金及里約奧運的
慘敗（僅得第6名），讓他漸成國家隊
邊緣人物。

邱波曾公開表示，他願意用三個世
錦賽冠軍換取一枚奧運會金牌。但競技
比賽就是這麼殘酷，最終事與願違。

里約奧運
後，邱波一度
遠離國家隊，
如今歸來4個
月左右，他整
裝再出發。布
達 佩 斯 世 錦
賽，邱波將與
陳藝文參加男
女混合全能，雖然這不是奧運會項目，
但邱波只要發揮出色奪得金牌，依舊可
在國家隊站穩腳跟，有機會角逐男子10
米台的參賽名額；但如果再次失敗，恐
怕他將與世界大賽漸行漸遠。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邱波布達佩斯待救贖邱波布達佩斯待救贖

中國極限馬拉松選手陳盆
濱即將於本月28日發起新挑
戰。他將赴英國參加總長度約
233 公里的極限馬拉松賽
事——肯尼特和埃文運河賽
（簡稱KACR2017）。

據陳盆濱團隊14日介紹，
此次KACR2017賽事隸屬於英國已有24年歷史的極
限馬拉松賽“大聯盟賽”（Grand Union Race），
該賽事每年都會開設不同線路和類型的比賽。今年的
KACR2017就是新開闢的路線，比賽全程為145英
里，約合233公里。選手需要從布里斯托出發，沿着
肯尼特和埃文運河跑到倫敦帕丁頓車站。

“目前訓練的狀態不錯，雖然天氣炎熱，但是
感覺恢復得還是非常好的。”陳盆濱說，“期待英
國比賽圓滿成功！”

現年39歲的陳盆濱耐力突出，2014年贏得南
極100公里極限馬拉松冠軍，成為中國首位成功征
服七大洲極限馬拉松的運動員。此後他還曾完成連
續100天 100個馬拉松等不同類型的極限挑戰。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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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ACBA公佈選秀名單公佈選秀名單 惠龍兒榜上有名惠龍兒榜上有名
中國籃球協會13日正式公佈2017年CBA

（中國男籃職業聯賽）選秀參選名單，香港南華
球員惠龍兒（Duncan）及中華台北的周儀翔名
列其中。本屆選秀大會報名參選人數達50人創
歷史新高，其中來自香港與台灣的球員合計有4
人，同樣創造歷年最高紀錄。

據鳳凰體育消息，2015年首屆CBA選秀大
會僅有20人報名，且只有一名香港球員；2016
年遞增到34人報名，有兩名港澳台球員參選。
如今參選人數增至50名，港澳台球員人數也增
長到4人。

由於中國籃協今年更改了選秀規則，球員可
以不限次數報名參選（過去只有兩次機會），因
此來自北京大學的後衛劉鴻博和目前正征戰NBL

的喬文瀚，均可第3次報名參選。
而在眾報名參選的球員中，尤以第二次參選

的香港南華球員、有“香港鄧肯”之稱的惠龍兒
最引人注目。他出生於1989年，身高達到2.04
米，可以擔任大前鋒或中鋒。

除惠龍兒外，尚有3名來台灣的球員，他們
分別是周儀翔、陳盈駿與林宜輝，其中周儀翔號
稱“台灣勒邦占士”。出生於1991年的周儀翔
是中華台北隊的主力後衛，曾參加過2014年亞
洲盃、2016年亞錦賽與東亞錦標賽。

與此同時，參選的還包括17名大學生球
員，其中來自清華大學與北京大學的球員各有2
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里約奧運會後，中國隊老將有人結
婚、有人退役，使得本次出征布達

佩斯的中國隊新人格外多。即便如此，中
國隊還是有施廷懋、陳艾森、曹緣和任茜
四位奧運冠軍坐鎮，而新人的心理素質和
競技狀態有待大賽考驗。

上屆世錦賽除了兩個非奧項目，中
國隊失之交臂的還有女子10米台。當
時，14歲的小將任茜最後一跳被朝鮮選
手金國香超越。不過，里約奧運會上，任
茜以該項目金牌證明了自己的成長。本次
世錦賽，她更是要一人出戰三項：除了女
子單、雙人10米台，她還被臨時增加了
男女混合雙人10米台項目，這對她的體
能是很大挑戰，但也有可能衝擊“三冠
王”。

男子10米台項目的陳艾森和女子3
米板項目的施廷懋都是里約奧運會兩金得
主。兩人在今年四站系列賽中繼續穩定表
現，均橫掃單人項目金牌。不過，奧運會
時兩人在雙人比賽中都是被“前輩”帶
領，如今到了世錦賽則變換角色，成為帶
新人的名將。

男子三米板面臨衝擊
相比之下，中國隊在男子3米板項目

中面臨更大的衝擊。里約奧運會上，中國

跳水隊只差一塊男子雙人3米板金牌，沒
能實現金牌全包攬，今年的四站世界系列
賽中，中國隊旁落的三枚金牌也全部出自
男子3米板。其中，英國的拉伕爾兩次擊
敗曹緣和謝思埸，收穫單人冠軍，俄羅斯
老將庫茲涅佐夫∕扎哈洛夫摘得溫莎站雙
人金牌。

基於對手強勁，周繼紅表示：“我
們自身也在上難度，這一屆世錦賽也希望
衝擊下難度”。她透露，謝思埸現在的整
體難度應該能提高0.5，曹緣也在嘗試一
個更高難度的動作，但世錦賽上能否使用
還要看賽前的訓練情
況。

布達佩斯游
泳世錦賽跳水項
目爭奪將於本月
14 日至 22 日進
行。

■新華社

兩年一度的游泳世錦賽14日在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揭幕。人才濟

濟的中國跳水隊打頭陣，將在四位奧運冠軍的帶領下開啟“奪金模

式”。儘管少了幾位曾經叱吒賽場的名將，但領隊周繼紅輕言淺笑間

的一句“目標是爭取不比上屆差”，透露出中國隊實力不減。

中國跳水隊名單
女子1米跳板 陳藝文、昌雅妮
女子3米跳板 施廷懋、王涵
女子雙人3米跳板 施廷懋、昌雅妮
女子10米跳台 司雅傑、任茜
女子雙人女子雙人1010米跳台米跳台 司雅傑司雅傑、、任茜任茜
男子1米跳板 彭健烽、何超
男子男子33米跳板米跳板 謝思埸謝思埸、、曹緣曹緣
男子雙人3米跳板 謝思埸、曹緣
男子男子1010米跳台米跳台 陳艾森陳艾森、、楊健楊健
男子雙人10米跳台 陳艾森、楊昊
男女混合雙人男女混合雙人33米跳板米跳板 王涵王涵、、李政李政
男女混合雙人10米跳台 任茜、練俊傑
男女混合全能男女混合全能 邱波邱波、、陳藝文陳藝文

■■惠龍兒惠龍兒（（右右））助南華助南華
打入甲一聯賽總決賽打入甲一聯賽總決賽。。

新華社新華社

■■陳盆濱（左）備戰比賽。
新華社

陳艾森陳艾森

施廷懋施廷懋

任茜任茜

曹緣曹緣

曼城改造雙閘曼城改造雙閘 55千鎊羅致基爾獲加千鎊羅致基爾獲加

■責任編輯：徐曉明 2017年7月15日（星期六）
香港特區政府制定刊登有關法律廣告之刊物 獲特許可在中國各地發行
督印：香港文匯報有限公司 承印：美國美南新聞
電話：1-281-498-4310 傳真：1-281-498-2728 1重要新聞

金融工作會議劍指監管套利

惠譽維持中國A+評級 展望穩定
稱宏觀經濟表現強勁 專家料“半年報”數據樂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國際信貸評級機構惠

譽14日宣佈，維持中國主權評級為“A+”不變，展望穩定，並

稱中國外部財政和宏觀經濟表現強勁。按照安排，國家統計局將

於17日（下周一）公佈中國上半年經濟數據。今年中國經濟改

善力度超出預期，提前公佈的進出口等數據預示，下周一揭曉的

“半年報”可能表現

不俗，專家預計消費

和淨出口將支撐中國

經濟增長，二季度

GDP 增 速 微 降 至

6.8%，高於政府年初

制定的 6.5%預期目

標。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國防部新聞
發言人任國強14日回答記者提問時
表示，中國軍機在宮古海峽空域的
有關飛行活動合法正當。“有關方
面不必大驚小怪、過度解讀，習慣
就好。”

據中新社報道，當日有記者
問：據媒體報道，日本防衛省統和
幕僚監部13日發佈消息稱，中國空

軍6架轟炸機當日飛越宮古海峽，日
方還公佈了中國軍機的照片。請問
對此作何評論？

任國強指出，這是一次例行性
訓練。中國軍機在宮古海峽空域的
有關飛行活動合法正當，中國軍隊
今後將根據形勢任務的需要，繼續
組織類似遠海訓練。有關方面不必
大驚小怪、過度解讀，習慣就好。

中國軍機飛越宮古海峽
國防部籲日：習慣就好

香港文匯報訊 五年一度的全國
金融工作會議備受關注。《中國證
券報》14日頭版刊出“‘強監管’
‘穩改革’雙管齊下 金融監管改革
劍指監管套利”報道，引述多位專
家表示，當前金融業發展的複雜程
度和潛在風險不斷加大，保障金融
安全、避免系統性風險是第一要
務，“一行三會”應通過提高金融
監管的穿透力和加強監管協調來化
解風險。

推進金融去槓桿防風險
專家認為，從機構合併的角度

看，無論是“大央行”方案還是“雙
峰監管”方案，現階段都存在很大操
作難度。因此，在分業監管框架下，
可考慮先行設立橫跨“一行三會”的
數字金融監管機構。針對問題較突出
的資產管理業務等，盡快出台統一管
理意見，防止資管業務的監管套利和
無序擴張。同時，穩步推進金融去槓

桿，維護金融系統性安全。

抑制過度創新下的泡沫
專家認為，近年來，中國金融創

新發展成績斐然，但不合理創新和無
邊界發展，也滋生了資產泡沫和監管
套利。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北
大數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黃益平表
示，過去三年來，金融風險不停地在
不同部門之間遊走，如股票、債券、
房地產、影子銀行、外匯和數字金融
等。

在黃益平看來，一些監管“盲
區”的風險尤其需要關注。“影子銀
行、地方政府融資、數字金融，這樣
一些沒有看透的地方，其潛在威脅是
最大的。”

統一資管業務監管標準
資管行業近年來快速壯大，其引

發的監管套利、資金脫實向虛問題日
益嚴峻。中國民生銀行首席研究員溫

彬指出，業務創新促使跨行業、跨市
場的資管產品不斷湧現，在分業監管
體制下，可能出現監管真空和盲區。
未來針對資管行業的監管核心應是
“限槓桿、限通道、限非標、限池
子、限剛兌”等。對監管部門而
言，統一資管業務監管標準有利於
掌握資管機構的真實風險組合和資
產配置情況；提升監管政策的執行
力和監管效率，防止監管套利；加
強宏觀審慎管理，引導資金脫虛向
實，防範系統性金融風險。對資管
機構而言，促其回歸“受人之託、
代人理財”的本源業務。

提升利率壓縮套利空間
在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銀行研

究室主任曾剛看來，未來仍需針對風
險比較突出的領域如資管行業等，出
台風險防範措施：一方面是提升利率
水平，壓縮套利空間；另一方面要約
束套利行為，提高套利成本。“更為

重要的是，資管統一監管仍需明確其
法律地位，建立統一的信息平台，使
不同金融機構之間的業務往來和嵌套
可以更容易被監管部門所辨識。”

作為國際三大評級機構之一，惠譽在2013年4月將
中國主權評級調降至A+後，至今維持在這一評

級，並展望穩定。另外兩大評級機構中，穆迪早前將
中國評級調降為A1展望穩定，與惠譽平級；而標普對
中國評級為AA-展望負面，較穆迪和惠譽評級高一級
別。

警告個別銀行債務存風險
對於此次維持中國主權評級，惠譽表示，中國經

濟短期增長前景仍然有利，過去一年中國經濟政策一
直有效地回應各種國內外因素所造成的壓力。但貨幣
環境的收緊或導致GDP增速放緩，按照惠譽的基線情
境預期，中國2018年GDP增幅將從2017年的6.5%降
至5.9%。

惠譽還認為，根據國際清算銀行（BIS）數據，儘
管中國家庭債務近年來快速增長，但仍處於適度水
平，而中國企業負債水平則是全球主要經濟體中最高
的。因此，惠譽警告稱，中國非金融行業債務水平龐
大且仍在攀升，此外，金融系統中獲得惠譽評級的銀
行的個別信用質量偏低，仍然構成主權評級的最主要
風險。

進出口帶動溫和復甦態勢
今年以來，中國經濟改善的力度超出外界預期，

一季度中國GDP增長6.9%，創2015年三季度以來新
高，外界對下周一即將揭曉的上半年經濟數據也普遍
持樂觀預期。
中信證券首席經濟學家諸建芳表示，近期數據表明

內外需均有所改善，中國出口連續第四個月增長，得
益於全球經濟持續復甦和外部需求改善，進口也受到
國內經濟穩定增長和大宗商品價格上漲提振，6月份
進出口數據強於預期，再加上財政收支雙雙大漲、上
半年新增貸款近8萬億元等，都預示着二季度整體經
濟數據表現不俗，二季度中國經濟增長可能略超市場
預期，而且這種溫和復甦的態勢將在三季度延續。

此外，顯示基建活動活躍程度的挖掘機指數，上
半年挖掘機銷售量超過去年全年，也顯示經濟向好。

路透社綜合60家機構預測中值結果顯示，中國二
季度GDP增速預計微降至6.8%，消費和淨出口的良好
表現支撐經濟增長，投資放緩則形成一定拖累。

香港文匯報訊中國財政部14日
對外公佈的全國財政收支情況。

據新華社報道，數據顯示，今
年上半年，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
和 支 出 增 幅 分 別 達 到 9.8% 和
15.8%，均高於去年全年 4.5%和
6.4%的增幅。

作為反映經濟運行情況的“晴
雨表”，財政收支的增幅變化反映

出中國經濟穩中向好態勢明顯，經
濟運行保持在合理區間。

互聯網服務稅收激增近六成
經濟增長的新動能在財政收

入中也有所體現。數據顯示，上
半年，通用設備製造業、專用設
備製造業、汽車製造業稅收分別
增長 28%、20.5%、16.9%，互聯

網服務、軟件信息技術服務業分
別增長58.9%和 38.7%，體現中高
端製造業、新興服務業良好發展
勢頭。

展望下半年財政收支運行，財
政部國庫司巡視員婁洪表示，當前
經濟運行中積極因素不斷增加，為
後期經濟進一步穩中向好打下基
礎，並將對財政收入的增長提供有

力支撐。
與此同時，也存在一些制約收

入增長的因素，下半年收入增幅可
能有所放緩。一方面，減稅降費政
策力度進一步加大，或將在後期形
成財政減收；另一方面，後期工業
品出廠價格指數（PPI）同比漲幅
可能進一步回落，價格指數拉動財
政增收的作用減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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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穩中向好 上半年財收“快步走”

■■媒體指中媒體指中
國金融監管國金融監管
改革將劍指改革將劍指
監管套利監管套利。。
圖為證監會圖為證監會
的 資 料 圖的 資 料 圖
片片。。

■■國際信貸評級機構惠譽維持中國主權評級為國際信貸評級機構惠譽維持中國主權評級為
““A+A+””不變不變，，並稱中國外部財政和宏觀經濟表並稱中國外部財政和宏觀經濟表
現強勁現強勁。。圖為繁忙的青島港貨櫃碼頭圖為繁忙的青島港貨櫃碼頭。。 美聯社美聯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尼泊爾
電信（NT）發言人阿迪卡里7月初表示，
尼泊爾有望於8月份實現與中國的光纖互
通，從而實現借道中國接入互聯網的目
標。此事引來不少印度媒體的關注。此

前，尼泊爾互聯網主要通過錫陀塔那迦、
比爾根傑、比拉德訥格爾等南部城鎮與印
度相連，從而獲得入網服務。

價格更便宜速度更快
中尼光纖互通工程若能順利完成，尼泊

爾對互聯網將有更多自主選擇權。同時，
尼泊爾也有望獲得比以前更便宜、速率更
快的互聯網服務。
在尼泊爾，華為、中興、小米等品牌的

智能手機越來越多見，若能有更具性價比

的互聯網服務相配合，該國在互聯網創新
與互聯網經濟發展方面或能取得明顯進
步。
近日，印度媒體紛紛對此事發表評

論。《印度快報》稱，這一工程將終結
印度在尼泊爾互聯網領域的“壟斷地
位”，印度《國際財經時報》則用“寬
帶外交”形容此事，認為此舉將促進尼
泊爾互聯網基礎設施的發展，使其更具
“獨立性”，並反問印度是否對此有充
分的認識和準備。

尼國與華光纖有望8月互連
打破印度“網絡壟斷”

■■尼泊爾首尼泊爾首
都加德滿都都加德滿都
的網吧的網吧。。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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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府新聞日報訊】由大華府地區
中文學校聯誼會舉辦的 「2017 年正體漢
字文化節系列活動」之 「漢字辨認大
賽」，於 5 月 13 日下午在華府華僑文教
服務中心舉行，計有參賽學生、各校校

長、老師及家長近 200 人出席，僑教中
心陳主任世池亦應邀參加。

陳主任於致詞時，特別感謝主辦
單位大華府地區中文學校聯誼會規劃辦
理漢字辨認大賽，除提供各中文學校彼

此觀摩交流的機會外，更有助於提高學
生辨識漢字及應用中文辭句的能力。

本次活動共有大華府地區黎明、
華府、慈濟、北維實驗、哥城及維華等
6 所中文學校、78 位學生報名參加。比

賽分小學組、國中組及高中組進行，各
組分別評選出前三名，並由中心陳主任
及聯誼會總幹事楊賢俊頒發獲勝隊伍獎
狀及獎金。

大華府地區舉辦漢字辨認大賽大華府地區舉辦漢字辨認大賽

漢字辨認大賽各中文學校參與情形踴躍漢字辨認大賽各中文學校參與情形踴躍

大華府地區大華府地區 「「漢字辨認大賽漢字辨認大賽」」 得獎學生合影得獎學生合影

「「漢字辨認大賽漢字辨認大賽」」 參賽同學認真專注的比賽神情參賽同學認真專注的比賽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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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府新聞日報訊】N. Po-
tomac Community Center Photo-
graph Club 攝影俱樂部將在5/22日
星期一, 下午1:00 至 3:00 時舉行成
立會議.

北.波托馬克攝影俱樂部是一個
新成立的俱樂部，歡迎任何對拍照
有興趣的人土參加.俱樂部的目的是
促進拍照及戶外活動。至於所使用
拍照器材及攝影知識水平是沒有限
制的。所有相機使用者，從智能手
機到單鏡反光相機, 都歡迎。

俱樂部計畫每月有兩個活動，
一是戶外, 另一個是在中心室內。
室內會議是在每月的第三個星期
一, 1:00 至 3:00 p.m. 在 N. Po-
tomac, Community Center 開會.會

議中，我們將討論俱樂部的事情,
下次出遊計劃及介紹上次戶外活勸
的照片.室外的活勸將是家庭式出遊
及做戶外攝影。通常情況下，戶外
活勸會在會議後兩星期舉行。

因會議室只能容納四十人, 如
到時人數過多, 遲來的, 主辦單位祇
能說對不起了.

本俱樂部不收會員費, 所有戶
外活勸皆是自願參與.

N. Potomac Community Cen-
ter Address:

13856 Travilah Road, N. Po-
tomac, MD 20850

聯 絡 員 : 董 鐵 柱 email :
titchu@yahoo.com

【華府新聞日報訊】由華府華文網路師
資協會、美東中文學校協會第五區聯合舉辦
的 「網路華語卡拉OK大賽」頒獎典禮，於5
月13日上午在華府華僑文教服務中心舉行，
計有參賽學生、各校校長、老師及家長逾100
人出席，僑教中心陳主任世池亦應邀參加。

陳主任於致詞時，特別感謝主辦單位

安排在母親節前一天舉行頒獎典禮，讓參賽
學生的母親們可以到場共同分享孩子在影片
中所發揮的創意及成果。華文網路師資協會
會長湯秋玲表示，本活動係透過數位網路科
技，結合影像、音樂與文字，讓學生在製作
影片的過程中，感受華語歌曲聲情意境，並
體驗正體字之美，同時以最具創意的形式展

現數位華語文學習成果，促進學習華語文的
興趣。

本次活動共有大華府地區維華、Little
Garden Academy、 Holt Elementary Language
Academy、 Robert Lee High School、 West
Springfield High School、 South County High
School、 Georgetown University、 Virginia

Tech University 及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
sity等9所僑校及主流學校、10支隊伍共47人
參賽，並開放全球網路票選最佳人氣獎，計
有全球各地逾1千人上網投票。比賽結果分優
勝獎、冠軍獎、全球網路票選最佳人氣獎及
特別獎等，並由陳主任及湯會長分別頒發獲
勝隊伍獎狀、獎金及獎品。

華府網路卡拉華府網路卡拉OKOK大賽展現數位華語文學習成果大賽展現數位華語文學習成果

幼兒組參賽小朋友唱作俱佳幼兒組參賽小朋友唱作俱佳。。網路華語卡拉網路華語卡拉OKOK大賽全體得獎同學合影大賽全體得獎同學合影。。

北北..波托馬克社區中心活勸通波托馬克社區中心活勸通
告告 ( N. Potomac Community( N. Potomac Community
Center Activity Notice):Center Activity Notice):

【華府新聞日報訊】就在五月份，全美及全球各地
的醫學專家和社區倡導者將聯手宣傳 「肝炎檢測日」，
以提高大眾對於慢性乙型肝炎的關注，該疾病現正影響
多達 200 萬的美國人士。

雖然任何人都可能罹患乙型肝炎(乙肝)，但其中絕
大多數為亞裔人口，佔全世界罹患該疾病人口近四分之
三。在美國，多達 100 萬的亞裔人口罹患慢性乙型肝
炎，佔全美罹患該疾病人口的半數。

但究竟何為乙型肝炎？為什麼對於亞裔社區可造成
如此威脅？

乙型肝炎是其病毒經由血液和其他體液傳輸所引起
的疾病。慢性乙型肝炎可以管理，甚至可以預防，但若
對其置之不理，乙型肝炎所造成的併發症卻可能致命。

來自中國、韓國、寮國、緬甸、越南、印度及菲律
賓的第一代在美亞裔人士，由於這些國家對於嬰兒接種
乙型肝炎疫苗的比例偏低，因此特別具有高風險罹患乙
型肝炎。事實上，絕大多數罹患乙型肝炎的亞裔人士，
均是自母體出生時感染，因此在亞裔社區中，同一家庭
裡多人感染乙型肝炎的可悲事例屢見不鮮。

儘管亞裔社區具有高發病率，但在美國，每三位罹
患慢性乙型肝炎的亞裔患者中，卻有多達兩位不知道自
己被感染，這是因為乙型肝炎往往不會產生明顯症狀。
慢性乙型肝炎會隨著時間逐漸破壞肝臟，提高罹患嚴重

肝臟疾病的風險。
當亞裔移民預計將在未來40年成為全美最大的移民

人口之際，提醒大家注意這個所謂的 「沉默」疾病，比
以往任何時候更顯重要。幸好乙型肝炎可使用快速簡單
的驗血方式輕鬆檢測得知。每個人都應該與自己的醫生
商談關於接受檢測事宜 –尤其若身為亞裔更應該如此。

若乙肝檢測結果呈現陰性，現在有一種安全有效的
疫苗可預防乙肝，而且已在全美各地廣泛使用。若乙肝
檢測結果呈現陽性，請與醫生洽談自己是否適合接受治
療。定期篩檢以監控肝臟健康甚為重要，同時也有一些
治療方法可能減少病毒數量，降低肝臟受到進一步損傷
的風險。有些方法甚至只需一天一顆藥丸便可。

因此，在五月十九日的 「肝炎檢測日」這一天，歡
迎加入全美及全球成千上百萬位亞裔人士的行列，一起
接受乙型肝炎檢測。

請瀏覽網站hepBsmart.com以獲得關於慢性乙型肝炎
的資訊，並瞭解由Gilead Sciences所贊助的紀錄短片《行
動起來》詳情。這部紀錄片記述了王中倫及AJ兩位亞裔
美國人對抗慢性乙型肝炎的生活，以及他們的家人如何
應對這種潛在致命疾病所造成的影響。這部影片的宗
旨，是在教育、鼓舞並最終消除人們對於乙肝的誤解。
《行動起來》配有中文、韓文、越南文及日文字幕，現
在並可提供社區放映組套。

五月十九日為肝炎檢測日五月十九日為肝炎檢測日，，請接受乙型肝炎篩檢請接受乙型肝炎篩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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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顛覆了傳統，奪下了美國總統大位，即將成為全世界最有權力的男人，我
特別為這位政治素人詮釋了九條"川普定律" ！

(第 1 條) 政治愈是不正確，愈是正確的政治。

(第 2 條) 民意數據與民調，可信可看不可靠。

(第 3 條) 眾人皆曰可拋棄，眾人最終被唾棄。

(第 4 條) 狂言失語不可怕，只怕封口不說話。

(第 5 條) 貨真貨假不重要，包裝才是最重要。

(第 6 條) 不看好雖不好看，選上了就最好看。

(第 7 條) 有錢可做萬般事，沒錢萬事做不成。

(第 8 條) 不要高估了別人，其實你比別人強。

(第 9 條) 以上沒有定律的，將來還會有很多。

"芝加哥論壇報"(Chicago Tribune)體育版的頭版大標題字，只有一個斗大
的 英文字Sold，配上那張棒球員球衣上面所繡的名字Sale，"論壇報"的編輯真

的是太傳神了，竟然可以把芝加哥白襪隊(White Sox)的王牌投手塞爾(Chris
Sale)被交易到波士頓紅襪隊(Red Sox)的重大新聞如此出神入化的傳達了訊息，我真的十分
佩服那一位編輯突出奇想的創意，能夠把一個姓氏叫做Sale的棒球明星被交易Sold串連在
一起處理這一則新聞，那真是太高明了 ！

不要以為你當選了美國總統，別人就一定會尊崇你、敬畏你，或是奉承你，只要
你的為人處世之道沒有達到眾人的標準，別人不但不會買你的帳，而且更會羞辱
你，讓你的臉上毫無光彩可言！總統當選人川普在芝加哥市中心區的兩個榮譽路牌( honor-
ary street signs)日前竟然被芝加哥市政府和市議會聯手同心公然拆除了，他難道還不夠囧
嗎？！在商場,川普堪稱是精明幹練又滑頭的生意人，也是一位可以任意開除人的東主老闆
，但是在政壇，他只是一位頂著總統頭銜的公僕而已，"主"與"僕"角色的易位，川普準備好
了嗎？想要讓美國再一次的偉大，個人的路標或招牌其實真的並不是那麼的重要了，我不知
道川普知不知道這個道理啊！

The great American educator John Dewey once said, “Education is not
preparation for life – education is life itself.” I believe education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n our lives. It gives people the knowledge and skills

they need to decipher, understand, and navigate the world. Without education, our
future falls apart – misunderstanding and ignorance lead to fear and hate, which
in turn threaten to tear down the world. Only through educating ourselves, being
able to access and utilize the knowledge that mankind has accumulated through all
our collective lifetimes, can we learn how to improve ourselves and work towards a
brighter future. Truly, knowledge is the most powerful thing in the world.

With this, I am proud to invite everyone to the 2016 McDonald’s Education Work-
shop. This event aims to help high school students reach whatever goals they
hope to achieve with their education. In particular, our focus will be on teaching
students how to become successful as possible with their college applications. Ev-
ery year, the college application cycle becomes increasingly competitive, and stu-
dents are going above and beyond in order to distinguish themselves as strong ap-
plicants. I hope that all our students learn something valuable today that will help
them in their college application process. This is the first time we have organized
an education event of this size in Chicago, and I would be extremely happy if you
all could join us!

We are grateful to be able to invite a diverse panel of experts, teachers, and stu-
dents who will be volunteering their time and expertise to make this event success-
ful. As skilled professionals who have competed and succeeded in several rigorous
educational fields, their advice and experiences will offer extremely valuable insights
for hopeful young students and attendees of our workshop. I want to thank McDon-
ald's for sponsoring us and the Chinese Culture Center for providing us the wonder-
ful venue for this workshop. This event would not be possible without their contribu-
tions, as well as those from our many volunteers, whose time and efforts embody
their investments in our students and the future.

It is my greatest hope that everyone will be able to attend our workshop and learn
something new about how to improve our education. Let us work together to use
our knowledge to improve our communities, uplift our lives, and ultimately, change
the world.

一向自尊自傲、自我感覺偉大，而且口口聲聲說要把美國再一次變得偉大的總統
當選人川普是靠著大眾媒體奇蹟般崛起於政壇的商人，擅長操作新聞的他，既酷
愛新聞媒體為他做正面的宣傳造勢，又憎恨新聞媒體對他做負面的報導評述，川普

呀，他真的是一位道道地地"愛也媒體，恨也媒體"的公眾人物，但是川普的行徑離經叛道，
完全不懂得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的精義何在,他若心想去操控媒體，門都沒有啊！

2016年NBA東西區總冠軍決賽的第一場比賽很不一樣，這是一場由後補球員決定
勝負的 比賽，金州勇士隊的後補球員雷文斯頓成為致勝的”新勇士” 。在NBA,板凳深
度 固然重要，但是後補球員畢竟只是後補，只能”補強”而已，如果勇士隊的後補

球員能夠維繫第一場比賽的威力，再加上兩三尊巨砲正常的實力，那麼未來的幾場
比賽騎士隊可就不妙了！

我是五百萬分之一的小熊隊鐵粉絲,我筆直站立在深秋濃情的 "小熊城"開懷沉思,
我的內心深處，除了感恩，還有感激與感動:

是的 這是"小熊城" 這不是"風城"(Windy City)

這是一個由小熊隊所親手打造出來的 棒球冠軍城市

請為它改名為"小熊城" 不要再叫它"風城"好嗎？

因為"小熊城"不再有山羊

因為"小熊城"沒有了魔咒

是這些勇敢的英雄們

嘔心瀝血一世紀

耗盡一百零八年的

滄桑歲月

在三萬九千四百六十七個日子裡

3500名戰士

前仆後繼 奔赴沙場

從白晝熬戰到黑夜

一場又一場的拼鬥

一頁又一頁的史冊

廿七位登入名人堂的熊將們

許許多多 皆已含冤莫白

成為古人

他們 等不了 看不到

這一場 世紀的勝利

勝利的世紀

來得遲

一世紀的滄桑 一輩子的魔咒

最後都 終結了

你們向世界證明了

一個偉大的哲學:

棒球的真諦就是棒球的本身！

那不是山羊魔咒

不是時不我與

馬英九旋風式的到芝加哥來訪問, 使他成為第一位冠有”中華民國前總統” 頭
銜的政治人物，對芝加哥而言，相當具有歷史的意義。我認為，馬英九的歷史定

位不應該現在就由台灣那些離經叛道的名嘴和政客來妄下評論，而是應該在若干年後由未來
的歷史學家執如椽之筆來做公允的評價，那才合乎歷史公道和正義，我並不認同所謂的"馬
英九無能、國民黨毀在他手上"的論調，我相信馬英九的從政之道是合乎中國的人文精神和
倫理道德的，雖然他以嚴法為金律的思維與現實的政治捍格不入，但是他的執著、理性和開
明足以證明他是一位秉公、中庸和清廉的政治人物，在我的觀點中，馬英九在大多數的時候
是一位嚴肅的法律人物，他只有在少數的時候，才是一位權重的政治人物，他常常因為擇善
固執而遷怒眾人，但是他卻不以為意，也因此而折傷了許多人，那就是很法律的馬英九，很
不政治的馬英九！

一個理想性的政黨，應該是靠著具有理想性的黨員來發展延續，但是我看到的國
民黨在海外的最大引憂是領導者倚老賣老、無能號召僑學各界的菁英人才入黨，充

滿了以家族親戚的人頭黨員，雖然人頭黨員可以讓其掌控黨組織, 但卻造成劣幣驅逐良幣，
具有理想性的黨員紛紛離去。缺乏了理想，海外國民黨沒有明天，國民黨黨中央豈可視而未
見、聽而未聞哉！

我在"小熊城"躬逢世紀的盛宴觀
點
188188

川普定律川普定律觀
點
181181

囧啊囧啊，，川普的路標被拆了川普的路標被拆了！！觀
點
183183

缺乏了理想，海外國民黨沒有明天觀
點
190190

川普想要操控媒體川普想要操控媒體，，川普做不到川普做不到！！觀
點
185185

教育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教育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事觀
點
184184

後補球員畢竟只是後補觀
點
186186

王牌投手塞爾王牌投手塞爾(Sale)(Sale)被賣了被賣了！！觀
點
182182

很法律的馬英九，很不政治的馬英九觀
點
189189

母親的眼與母親的手母親的眼與母親的手
以這兩首詩獻給您和我最摯愛的母親！

李著華詩作

((一一))母親的眼母親的眼
初春初春
仲夏仲夏
深秋深秋
嚴冬嚴冬
匯聚慈恩與愛匯聚慈恩與愛
母親的眼母親的眼
流流
淚淚
萬萬
年年

((二二))母親的手母親的手
春分春分
夏至夏至
秋分秋分
冬至冬至
從紅顏到白髮從紅顏到白髮
母親的手母親的手
千千
垂垂
不不
朽朽

觀
點
187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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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合乎中國的人文精神和倫理道德的，雖然他以嚴法為金律的思維與現實的政治捍格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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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充滿了以家族親戚的人頭黨員，雖然人頭黨員可以讓其掌控黨組織, 但卻造成劣幣
驅逐良幣，具有理想性的黨員紛紛離去。缺乏了理想，海外國民黨沒有明天，國民黨黨
中央豈可視而未見、聽而未聞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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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母親的手母親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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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五百萬分之一的小熊隊鐵粉絲,我筆直站立在深秋濃情的 "小熊城"開懷沉思,
這 是一個由小熊隊所親手打造出來的棒球冠軍城市,請為它改名為"小熊城",不要再叫它
"風城"好嗎？因為"熊城"不再有山羊,因為"小熊城"沒有了魔咒,是這些勇敢的英雄們,嘔心瀝
血一世紀,耗盡一百零八年的滄桑歲月,在三萬九千四百六十七個日子裡,3500名戰士前仆後
繼,奔赴沙場,從白晝熬戰到黑夜,一場又一場的拼鬥,一頁又一頁的史冊,熊兵熊將們一世紀的
奮鬥換來了芝加哥論壇報頭版上的兩個字與一個驚嘆號At Last ! 在世紀的盛宴上,五百萬
如癡如狂的群眾,每一張歡笑的臉譜都佈滿了生命的喜悅與人生的新希望,台下的每一個人,
都向台上的英雄們,歡呼喝彩擊掌揮旗,大家為英雄們獻上感恩，獻上祝福，當台下的群眾
隨著台上的英雄們齊聲高歌唱出"Go,Cubs,Go"，我的內心深處，除了感恩，還有感激與感
動≈

我是五百萬分之一的小熊隊鐵粉絲,我筆直站立在深秋濃情的 "小熊城"開懷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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嘔心瀝血一世紀

耗盡一百零八年的

滄桑歲月

在三萬九千四百六十七個日子裡

3500名戰士

前仆後繼

奔赴沙場

從白晝熬戰到黑夜

一場又一場的拼鬥

一頁又一頁的史冊

廿七位登入名人堂(Hall of Famers)的小熊
將軍們

許許多多皆已含冤莫白

成為古人

他們

等不了 看不到

這一場

世紀的勝利

勝利的世紀

來

得

遲

熊兵熊將們

一世紀的奮鬥

換來了

芝加哥論壇報

頭版上的兩個字與一個驚嘆號

At Last !

是的

就是這兩個字母與符號

At Last!

一世紀的滄桑

一輩子的魔咒

最後都

通通終結了

才在前一天

相同的頭版

卻油印著令人驚悚的

Do Or Done

三個字

是的

撩落去啊

熊兵熊將們

不成功便成仁

Now Or Never

現在奪不了金冠

再也沒機會了

機會哦

是一個稍縱即逝的精靈

機會啊

不是一個緊咬不放的魔咒

麥登(Joe Maddon)經理說的棒極了:

"我不懂得什麼是山羊魔咒，

太牛了！你們看看我們達成了什麼目標！"

王牌投手雷斯特(Jon Lester)也說的特好:

"魔咒就是藉口的同義詞，

我們是經過百倍的努力才贏得百年來的

冠軍！"

是呀 今年的小熊隊

你們向世界證明了

一個偉大的哲學:

棒球的真諦就是棒球的本身！

那不是山羊魔咒

不是時不我與

也不是天不假年

那是完整的攻守陣容

是精準的投球與強勁的打擊

是緊密的配合以及在比賽出現問題時

經理能夠調配人手及時處理掉問題

歷史告訴他們

三連勝逆轉

不是不可能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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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李著華每天最新的世界觀點請登入李著華臉書www.facebook.com/danny.lee觀想那些值得省思與回首的時人與塵事觀想那些值得省思與回首的時人與塵事
李著華的20162016這一年這一年 365個 世界觀點(161-190)

缺乏了理想，海外國民黨沒有明天觀
點
190190

很法律的馬英九，很不政治的馬英九觀
點
189189

觀
點
104104

我在"小熊城"躬逢世紀的盛宴觀
點
188188

我看傑布·布希(Jeb Bush)現在恐怕只是在做困獸之鬥，本來嘛，如果在初選尚
未正式舉行之前，民調一直沒有起色，而且當外界開始質疑他、看衰他，並且要求

他退選，為他寫"訃告"時, 那似乎已顯示出他的大勢已去，現在不去面對政治的現實(reality)
，恐怕只是像一隻政治的鴕鳥罷了！

希拉蕊集中力量對付抹黑她的大量宣傳,向桑德斯發起猛攻，勢如破竹, 頗有女中
豪 傑的風範, 在“超級星期二”連連在阿拉巴馬州、阿肯薩斯州、喬治亞州、麻薩諸

塞、田納西州、德州和維吉尼亞州七州大獲全勝，只讓桑德斯拿走自己的家鄉佛蒙
特州以及科羅拉多州、奧克拉荷馬州和明尼蘇達州, 桑德斯宣稱將把選戰打到民主黨全國黨
代表大會才會停火，這只是他自勵自勉之詞, 等希拉蕊拿下2383張黨代表票的時候，桑德
斯就得鳴金收兵了。

每次碰到大選的時候總會有一些應景的”選舉書” 出現在市面上銷售, 曾經擔任
白宮特勤員的Gary J. Byrne也出版了一本”人格危機：紕漏希拉里及克林頓的一

手情報”, 他在書中揭露了美國前總統比爾·柯林頓在白宮的淫穢生活，還嘲笑柯林頓”恐
怕更適合在紅燈區里去開個妓院”, 對於柯林頓的夫人希拉蕊，則稱其是他一生中遇見過的
最刻薄的人，Byrne說別人不專業，但是他專業嗎？

仇恨屠殺或是恐怖襲擊，似乎一次比一次更嚴重，一次比一次更恐怖，這些年來,
從一次又一次的槍擊事件中，我已經整理歸納出一個固定的流程與模式,那就是 :

(1)兇手開槍濫殺 →(2)警察獲報後第一時間趕到現場槍殺兇手→(3)歐巴馬總統得知後立即
又會做4件事---①向美國人表達悲痛②向受難者致哀③向犯案者譴責④向國會呼籲通過槍
支管理條例→(4)社會輿論熱議探討槍枝氾濫問題→(5)國會參眾議員否決槍支管理條例。

古巴裔的移民之子魯比歐原本與時任佛州州長的傑布‧布希公私交誼相當的深厚
，所以他還曾經承諾過，如果傑布‧布希出來選總統的話，他就絕對不會參選，

而 且還會全力挺布希，為他抬轎助選，但是言猶在耳,筆墨未乾，這個小傢伙竟然說
話不算話，不久之後突然以"世代交替"（generational choice）作為政治的訴求，宣布參選
美國總統，一夕之間與昔日的好友成為政壇的敵人。當然這種不守政治承諾的情形在政壇比
比皆是，不足為奇，可是這種"背叛朋友"的行徑將給"囡仔"魯比歐留下”黑底”!

為了求得公正與公平，確保正規季賽戰績最好的球隊享有主場的優勢，NBA職籃當
局曾對"七戰四勝制"的賽程先後採取過 1－1－1－1－1－1－1 (主場－客場－主

場－ 客場－主場－客場－主場)、1－2－2－1－1 ( 主場－2客場－2主場－客場－主場)
、2－3－2 ( 2主場－3客場－2主場)，結果經過再三酌情考量之後，從2013年起再改為
2－2－1－1－1 ( 2主場－2客場－主場－客場－主場),我認為這的安排確實是比較合理的
賽制，而在過去的三年裡，都是由正規季賽戰績最好的球隊贏得最後的總冠軍。

CNN與Time 都是"時代華納"（Time Warner）旗下的媒體，根據希拉蕊的政治
獻金申報記錄,"時代華納"所捐獻給她的獻金超過五十萬美元，僅次於花旗集團

(Citigroup)、高盛(Goldman Sachs)和摩根史坦利(Morgan Stanley)等等金融界大財團，高
居第7名，由此可見，在這次的2016年美國大選中，"時代華納"已經投資到希拉蕊‧柯林頓
身上，因此這個媒體集團的"挺柯"也就不足為奇了，只是這一次大選把自個的立場站得這麼
明顯，似乎有失媒體的公正性的。

川普的競選團隊看似陣容堅強，但是在他革除了團隊頭頭之後竟然捉襟見肘，比
起希拉蕊競選團隊的組織有序與動力十足，川普的團隊可謂只是一個 「草班子」

，而且希拉蕊競選團隊的規模幾乎是川普團隊的十倍，比人比陣，川普現在已經被比下去了
，當然從最近的民調來看，他與希拉蕊之間的差距逐漸的擴大，他已輸給希拉蕊兩位數！

在一九九二年民主黨掌控參議院的時候，當時擔任參議員的喬‧拜登(Joseph
Biden)曾經強悍的表示，如果共和黨籍的布希總統不先諮詢參議院的意見，或是

他所提出的人選不是中立人士的話，民主黨將嚴肅考慮不會對一位被總統提名的候選人舉辦
聽證會，這就是所謂的"拜登原則"（Biden Rule），也正因為有這個原則在先，所以共和黨
這一次，以其人之治還治其人，算是"將"了民主黨一"軍"，尤其是喬‧拜登現在已貴為副總
統，也算是報了一箭之仇，但是歐巴馬這一次提名梅里克·葛蘭的的確確是依據"拜登原則",
不但是謙沖自牧諮詢了參議院，而且提名的也是一位中立人士，這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事實
，可是共和黨卻來硬的，早在歐巴馬尚未提出任何人選之前，共和黨就已經說
nooooooooooooooooo了，這就是標標準準的"為反對而反對"！

現在美國每一次仇恨事件的發生都是起因於仇恨，白人警察先開黑槍，那是因為
他們的心中缺乏了愛，黑人開黑槍報復白人警察，那是因為他的心中懷有仇恨，我

們明明知道仇恨不但不能解決問題，更會把問題嚴重化，但是為什麼我們卻又不能夠去除仇
恨呢？！

無庸置疑,戴利市長家族在芝加哥的影響力無遠弗屆, 幾十年來，戴家堪稱芝加哥第一權貴
家族，但是也正因為戴家近半世紀以來在芝加哥根深蒂固的影響力，所以近些年來不時傳出
戴家的親戚違法犯規的事情,不僅理查.溫尼可在一九九七年曾經犯法,登記有案在身，是個令
人頭痛的人物,而他的哥哥羅拔特‧溫尼可（Robert Vanecko）也因為被主流媒體踢爆捲入
了一樁又一樁涉及侵佔和挪用芝加哥市政府公款的弊案而讓戴利市長陷入空前未有的政治風
暴之中，並放棄競選連任芝加哥市長。

其實，美國人普遍都具有"穆斯林恐懼症"(Islamophobia )，根據蓋洛普民調(Gal
lup) 顯示，百分之四十的美國人對穆斯林的印像不佳，他們不會投票給穆斯林當

美國總統，而共和黨人更有高達百分之五十四的比率不願意穆斯林當美國總統，由此可見穆
斯林在美國人心目中的確是不受歡迎的，也正因為如此，所以身為一位國家的領導人，必須
設法去消除這種不正確的觀念才對，然而川普卻不這麼做，他反而要帶頭去仇視穆斯林、抵
制穆斯林，在這一次的恐怖襲擊事件發生之後，川普竟然一竿子打翻一條船，趁機痛斥移民
給美國造成了嚴重的治安問題，他意有所指的說道:"移民安全就是國家安全(Immigration
Security is National Security)，似乎是暗指移民危害到了整個美國的安全，那他為什麼不
說"移民資產就是美國資產"呢？！

對女人來說，要將自己最悲慘的過去公之於大眾，那是多麼殘忍的一件事，要把
自己最難啟齒的話在媒體上公開的說出來，那是要多麼大的勇氣才可以做得出來的

，由於 「天才老爹」 （The Cosby Show）幾十年來在美國電視娛樂圈所佔有舉足輕重的地
位，比爾‧寇斯比的威名遠播，多少遭受到他性侵和輕薄的女人敢怒不敢言，不是忍了，就
是認了，直到一位又一位勇敢的女人決定選擇向社會發聲，公開的站出來指控他，這才讓整
個社會看清楚了 「天才老爹」 猙獰的面目

一提到難民，那一張伏屍海岸邊的敘利亞孩子的照片再一次的撼動了我，我想，
成千上萬的孩子，他們因為自己國家裡永無休止的內戰，為了求生存而隨著父母
親流離失所、四處逃難而成為"難民之子"，儘管在歐洲的難民潮日益嚴重之際，

"難民"與"暴民"夾雜其中，難以分辨，但是我們怎麼能夠因噎廢食，為了防範一位恐怖的暴
民，卻要去遺棄萬千位無辜又可憐的難民呢？

今年本該是小熊隊血洗前辱、打破這個世紀 「山羊魔咒」 的大好時機，人們都想見
證小熊隊再次奪冠的歷史時刻！這次常規賽，小熊隊贏下了103場，在世界大賽之前， 「山
羊魔咒」 從未生效，球迷們的口頭禪都變成了 「奇跡正在發生！」 ，而不是以往的 「奇跡將
會發生」 ，只是在家連續輸了兩場之後，現在如果小熊隊再輸一場，他們就將再次被打回原
形，依然保持著棒球史上最長的冠軍旱期，而球迷們的口頭禪將會再次改變， 「奇跡將會再
發生！」

毫無疑問的是，大衛·鮑伊改變了流行音樂史的樂章，他把搖滾樂帶入新的境界
他發明了華麗搖滾（glam rock），並成為朋克搖滾（punk rock）的源頭，更重

要的是，他把先鋒派（avant-garde）的影響帶入主流社會，並且在生命最後的時光裡依然
在探索著新的聲音。 大衛·鮑伊在上世紀七十年代的影響力，就如同"貓王"普萊斯利（El-
vis Presley）在五十年代，以及"披頭四樂團"（The Beatles）在六十年代一樣的舉足輕重
。他在七十年代開始時，先用一個男人登陸月球的心聲來引起人們對地球環境脆弱的共鳴，
後來，他雌雄同體的表演又讓剛剛經歷了六十年代性革命、七十年代女性解放的社會變得更
加超前，也引發了不小的爭議。那些從六十年代而來的樂迷，更喜歡原始的硬搖滾，對於妖
嬈的鮑伊，他們還不確定，不過，不論高低肥瘦，不論名人或普通人，他們都知道大衛·鮑
伊的歌里在唱著什麼東西，他的歌曲到現在依然被許多人朗朗上口，儘管容顏老去，大衛·
鮑伊的內心始終如一，他在每一處角落都留下了自己的影子，就在鮑伊去世的前幾天，他還
發表了最新的錄音室大碟《Blackstar》，但沒有想到，那竟然是他的”絕唱”。

川普在辯論上常出現了不尊重事實的情況，而他竭力展示自己在伊拉克戰爭之前就
反對戰爭的做法，更讓人對比出來他的尷尬和希拉蕊的誠懇，他不就是想說希拉蕊當時支持
戰爭嗎！六月份就有一份調查指川普在競選中有78%的舉例都有虛假成分，在辯論賽上這
種錯誤只會被放得更大,川普還吹噓了自己今年達到六億四千萬的收入，表示， 「這個國家
是時候讓瞭解錢的人來管理了。」 如果他真的有賺那麼多的錢，為什麼不敢公佈稅表呢？

這些年來燃料成本一直在下降，航空公司完全可以支付得起旅客托運的費用，但是
航空公司裝聾作啞，依然心狠手辣，魚肉旅客，如果他們能夠以天下蒼生為念，暫

時停止對托運行李的超重收費，等到安檢秩序調整好後再恢復，也不失為一條良策之方。

在大學的時候叱吒風雲的球員被選中後也不見得能夠在NBA出頭,原因很簡單,因為
他們在大學球場上所碰上的對手可能是一位未來的律師,醫生或會計師，但是到了

NBA，他們的對手個個都是虎背熊腰的職業球員或是他們小時候的NBA偶像球星，所以他
們一旦上了NBA球場後, 在強大對手的防守下他們還可以在球場上神氣活現發揮籃球才華
嗎 ? 當然不見得 !

使用槍支的時機，各州的法律都有明文的規定，檢視這一次在幾天之內所連續發生
的社會危機事件，毫無疑問的，是因為員警使用槍支的時機極為不當, 偏偏他們胡亂開槍來
對付他們所謂的"嫌犯"的場景又在有心人透過社群媒體瘋狂的轉發播映之後終於使民怨沸騰
而爆發了黑白對立的 「內戰（Civil War）」 ，如果將來機器人再加入” 戰局” ，會不會
使得這個社會更加的不安定呢？這的的確確應該是我們要縝密思索和考量的啊！

觀
點
174174

不要為難了不要為難了""難民難民""啊啊

他們裝聾作啞他們裝聾作啞，，魚肉旅客魚肉旅客觀
點
178178

觀
點
173173

不不，，不是忍了不是忍了，，就是認了就是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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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是的,,奇跡將會再發生奇跡將會再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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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賺那麼多真賺那麼多，，為什麼不為什麼不公佈稅表公佈稅表？？

這是一場這是一場黑黑白白對立的對立的「「內戰內戰」」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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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星殞落舉世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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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怕的可怕的""穆斯林恐懼症穆斯林恐懼症""
她已經在左翼道路上走了很遠她已經在左翼道路上走了很遠觀

點
162162

觀
點
161161

「「草班子草班子」」對上對上「「鐵衛軍鐵衛軍」」觀
點
168168

別人不專業他專業嗎別人不專業他專業嗎？？觀
點
163163

戴家王朝陷入絕境觀
點
171171

為什麼我們不能去除仇恨呢？觀
點
170170

""囡仔囡仔""留下留下 ""黑底"" !!觀
點
165165

我整理歸納出一個固定的流程與模式我整理歸納出一個固定的流程與模式觀
點
164164

2－2－1－1－1是比較合理的賽制觀
點
166166

他是一隻小小小小的鴕鳥他是一隻小小小小的鴕鳥

把立場站這麼明顯, 真不妥觀
點
167167

共和黨早就已經說nooooooooooooooooo了觀
點
169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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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la自曝生產過程渾身是血
餵母乳險得乳腺炎

藝人Ella（陳嘉樺）4月生下寶貝兒子“勁

寶”，3個月就恢復產前身材羨煞眾人，從生產

前的百無禁忌，到當媽後都沒有改變，近日受訪

時還原生產過程，明明已經快生了還不忘替陪產

的親朋好友叫早餐，到了生產時還“渾身是血”

，過程痛苦又艱辛，讓她在生產後忍不住瞪了勁

寶壹眼，埋怨兒子讓媽媽這麽痛。

Ella接受訪問，暢談3個月前生下兒子勁寶

的過程，原本打算水中生產，也呼朋引伴找了親

友們來旁觀陪產，沒想到卻因為子宮頸太厚、骨

盆太小，只能采取傳統在床上的生產方式，生產

當天早上她不忘幫大家點早餐，直率個性讓人哭

笑不得。

談起生產過程，Ella形容畫面血淋淋，自己

渾身都是血，就連Selina、Hebe壹度都以為會看

不下去，但最後姐妹們認為：“沒有辦法錯過。

”希望能親眼體驗這個珍貴的過程，結果如鐵漢

般的Hebe看到勁寶出生瞬間就哭瘋，現在還自

稱是勁寶的“生母”，讓她變成了“代理孕母”

。Ella坦言，原本以為自己會大哭，但生完卻覺

得很幸福，笑說：“妳會把眼淚留到傷心的時候

，幸福時的眼淚，盈眶壹下就好。”更透露在生

出勁寶時，還瞪了兒子壹眼，心中埋怨：“原來

就是妳這家夥弄得我這麽痛啊！”而在餵母乳時

，她透露常因脹奶痛醒，有兩次還差點得了乳腺

炎，只能靠護士幫忙疏通。

据台湾媒体报道，潘玮柏将发行最新专辑《illi异类》

，首波主打《Coming Home》，潘玮柏以霸气姿态宣示回

归，词曲皆由潘玮柏亲自创作，也将受伤、沉淀过后的这

些日子都化为词曲，展现源源不绝的音乐爆发力。MV场

景气势非凡，尤其在点燃火焰的瞬间更为壮观，不过潘玮

柏却穿着厚重的长袖外衣，让他汗如雨下，一度湿透。

新歌《Coming Home》MV中，使用不少象征性的符

号、物品宣示潘玮柏的气势回归。MV一开场栅栏铁门上

的“illi”，更像是个外星符号般闪闪发亮；潘玮柏站在栅

栏外，像是揭竿起义的发起者，看来神秘又充满魅力，紧

接着，火焰瞬间被燃起，忽然四周一片火海，栅栏内的兄

弟们更一片群起欢呼，而在火光中闪动着的神秘的符号

“illi”除了象征着“Will Pan is coming home”，也象征

着潘玮柏的历劫重生。

MV拍摄时，潘玮柏也对导演打造的气势场景感到印

象深刻，特别为MV准备的巨型专辑名称《illi》招牌，尤

其在点燃火焰的瞬间更为气势非凡，让他看了十分满意。

有趣的是，拍摄时明明是7月大热天，原本就超怕热的潘

玮柏，却身穿厚重的长裤长袖冬装，搭上片场中熊熊燃烧

的火焰，让很会流汗的他一度全身湿透，笑称同时“汗人

回归”，当拍摄暂停时，更忍不住跳出火海笑说：“真的

快融化了！”

不过，眼看着火势越烧越旺，潘玮柏也提到：“这应

该是个好兆头！”期许新专辑一发行气势如虹！此外，为

拍摄MV的对嘴画面，导演也将音乐调到原本了2倍速，

让潘玮柏为拍摄不得不加快饶舌速度，然而效果却让众人

惊叹潘玮柏的rap功力了得！此外，潘玮柏更为MV一路拍

摄超过将近20小时，拍到连天都亮了，过程相当辛苦。

潘瑋柏潘瑋柏2020小時小時““濕身拍濕身拍MVMV””
自嘲自嘲：：汗人回歸汗人回歸！！

7月13日下午，

林心如被臺媒目擊現

身街頭，她未施粉黛

，穿著T恤加牛仔褲

，打扮十分低調。當天林心如穿著拖鞋外出會友，看起來輕松愜意。

據照片可見，林心如腳上穿著壹雙當季流行的拖鞋，在鏡頭裏比較顯眼。林

心如獨自乘出租車會友人，壹路人用手機聯絡不斷。在外呆了不到2個小時，她

就急匆匆趕回家，似乎是著急抱女兒。

哈林停工陪妻坐月子
居家好男人放松的享受生活

55歲的歌手庾澄慶（哈林）去年

與民視主播張嘉欣再婚，婚後不久就傳

出造人成功，還在臉書秀女兒小腳丫照

片，分享再度當爸的喜悅，並表示會專

心陪老婆坐月子暫不露面。而正好媒體

就在哈林住家附近被捕捉到他，私下不

開工的他超大素顏，江湖封號“奇葩臉

”零表情，加上有壹點歲月的痕跡，感

覺頗為嚴

肅。

哈林

日前表示

會專心幫

老婆張嘉

欣坐月子

，暫時不

會公開露

面，12日傍晚他就被記者捕獲，他穿

黑色上衣搭配短褲，穿夾腳拖加上棒球

帽，身後背了白色大包，壹路慢慢往新

搬的住處“國泰壹品大廈”，經過車道

口旁的警衛廳，還主動微笑跟駐守人員

打招呼，看樣子早已和小區周邊打好關

系。二度當爸的他心情相當不錯，腳步

也十分輕盈，他經過便利商店本來要去

買東西，但站在門口定格壹會，可能想

趕快回家看老婆張嘉欣和寶寶，又快步

走回家，直到記者離開前都未見他再出

門。

哈林經紀人昨表示，哈林現在除了

開心回歸家庭，平時就忙著錄音，年底

要出新專輯，“他其實就跟壹般人壹樣

，會在路邊買小吃，也會幫忙老婆坐月

子，就是很放松的過生活”。

﹁辣
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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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要
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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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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辣
口
味
母
乳
﹂

據臺灣媒體報道 藝人El-

la當媽後話題不斷，13日出席

時尚活動，Ella心情大好和媒

體分享了不少和老公相處的小

細節。Ella愛子勁寶剛滿3個

月，也長高到了36公分，Ella

則不改調皮本性，嘗試餵勁寶

喝了“麻辣口味母乳”。

Ella出席品牌活動，應廠

商要求在背板上排出英文單字

，Ella 信手撚來排出了壹串

“ELLALVIN”戀愛暗號，更

當場化身英文小老師解密，她

說：“Ella是我的名字，Alvin

是我老公的名字，我們相愛，

因為a這個字交合、交融了，

我是不是很有創意。”Ella壹

講完，讓全場媒體尖叫連連，

直呼非常有創意。

Ella升格人母後，生活沒

有太多改變，在活動上大聊許

多媽媽經，她也不改調皮本性

吃了麻辣鍋，隔天餵了勁寶喝

下“麻辣口味母乳”。有別於

其他人當了媽媽比較容易情緒

化、愛哭，Ella則說自己最大

的改變，“就是我的人生多了

壹個壹直牽掛，會壹直在乎的

人。”

聊到媽媽生活，Ella分享

其實勁寶很乖，她說：“其實

勁寶不愛哭鬧，平常都可以自

己在旁邊玩，他很喜歡照鏡子

，因為他看到鏡子裏面有另外

壹個他的夥伴，所以他會壹直

跟鏡子裏的自己互動。”Ella

預計休息壹年半後，打算再生

第二胎，如果可以的話希望是

女兒。

輕松愜意輕松愜意！！林心如穿拖鞋出門林心如穿拖鞋出門

會友人後急匆匆回家會友人後急匆匆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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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藝贏掌聲 13日晚首場演出座無虛席，梅雪
詩因患了感冒，聲線受到丁

點兒影響，但之後她愈唱愈順。而寶珠
姐的腳患仍需接受針灸及物理治療，不過
她倆依然全力以赴，台下掌聲從不間斷。

許多市民欲與特首合照
林鄭於中場休息時，曾到場外拍

照，沿途觀眾均紛紛向她揮手，又鼓勵
她努力加油。現場很多人都想和林鄭合
照，顯見其甚受市民的歡迎。中場休息
過後，林鄭和仙姐再次進場，觀眾叫特
首、仙姐之聲此起彼落，二人遂齊齊站
起向觀眾揮手。完場後，林鄭亦有到後

台和演員見面。值得一提的是，仙姐準
備了17套衣服，預料每晚謝幕時，觀眾
都可看到她穿上不同的新裝。劉紹銘和
劉松仁也有向林鄭“集郵”，前者更對
仙姐以90歲之齡撐起這套製作認真的劇
目大為佩服。

觀眾太興奮要謝幕兩次
仙姐做事一絲不苟，《蝶影紅梨

記》製作成本高達千萬元（港元，下
同），單是舞台設計已花逾二百萬元。當
中《窺醉》這場，舞台中間的轉動台轉了
三次，無須落幕已能連接劇情；而尾場的
十二金釵歌舞更是妙不可言。由於謝幕後
觀眾久不離去，仙姐與兩名徒弟再次謝
幕，此時仙姐更擁着寶珠錫臉。

散場後，仍有很多寶珠姐粉絲於後
台外等候偶像出現，當寶珠姐由兒子楊
天經護送現身，粉絲即一擁而上，令寶
珠姐寸步難移。後有粉絲大叫開路，讓
寶珠姐上車，場面得以受控，她才能順
利離開。

《 蝶 影 紅 梨 記 》首 場 公 演

陳寶珠梅雪詩 香港文匯報訊 為紀念唐滌生百歲冥壽，任白慈善基會主辦，由

陳寶珠、梅雪詩（阿嗲）、任冰兒，尤聲普、廖國森等主演的《蝶

影紅梨記》，13日晚開始於文化中心公演合共17場。首演這晚更邀

得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到場觀賞，林鄭和未有到場的劉德華等送

上花籃，現場所見花籃堆積如海。寶珠姐與阿嗲的師父、本劇藝術

總監白雪仙則一直陪伴林鄭觀看至完場。

香港文匯報訊 胡杏兒早前接受奇
妙電視節目訪問，娓娓而談當年被冠上
“胡囧囧”綽號的心路歷程。杏兒大方
說：“那我真是哭得不美嘛！人家會說
你一定有原因，那我便檢討一下吧！”

杏兒直言沒為綽號生氣，反而視
為檢討的動力。說到事業發展，她自
爆曾有兩個迷失期：“第一個迷失期
是剛開始一直做鄰家女孩角色，我想
過自己究竟有否機會做主角？第二個
迷失期是有很多劇拍時，拍到天昏地
暗，我覺得自己好像一部機器，無時
間去想如何可以做得更好！”她慶幸
當時遇上劉松仁，感恩說：“松哥教

了我很多化解迷失的方法，我真是很
感激他！”

幫定欣成朋友
後來，當杏兒遇上同樣迷失的胡

定欣時，及時伸出援手，還因而成為
好友。“我和定欣、胡倍蔚，因為都
姓胡，所以成立了‘胡說八道會’，
黃智雯、姚子羚和李施樺是後來加
入。”李施樺是杏兒老公李乘德的前
女友，對於這位好姊妹，杏兒落落大
方說：“都已是過去的事。”正如已
是“過去式”的黃宗澤（Bosco），有
時都會被提起，杏兒坦言曾邀請Bosco

出席婚禮，可惜當時對方丁父憂，未
有到賀。

現時杏兒已是幸福人妻，對於夫妻
相處之道，她說最重要是互相尊重，包
括工作上也要顧及對方感受。杏兒自爆
趣事說：“有次他問我會否演《色．
戒》裡面湯唯的角色，我‘傻傻的’想
也沒想就答會，他聽完後不悅了許
久！”杏兒指老公雖在外國長大，但思
想傳統，她續謂：“他知我常去荒山野
嶺拍戲，專程買塊玉給我護身，有次見
我沒戴，他又生氣了！”顧慮到老公感
受，杏兒笑謂現時拍戲，性感或接吻的
戲一概免問。

香港文匯報訊 許冠傑（Sam）與譚詠麟
（校長）最近推出兩首不同版本的《阿Sam與
阿Tam》組曲，令樂迷可聽到二人互唱對方的
經典金曲，擦出新的火花。二人近日又乘勝追
擊，接力推出新歌《為你歌唱》。

由校長親自作曲、小美填詞的《為你歌
唱》，歌詞字裡行間都充滿着正面的能量，“我
用我心，唱盡我歌，唱盡鬥志又帶着寄望”，為
每位聽眾打氣。這次Sam哥和校長攜手想帶出
的，就是透過最簡單直接的歌詞，送給大家最純
真的快樂。

在新歌MV裡，除了有Sam哥和校長的絕
密錄音畫面外，更有二人拍攝下月舉行的演唱會
宣傳照花絮，見他們寓工作於娛樂，時刻發放正
能量。

老公思想傳統杏兒拒接性感戲

阿Sam校長唱出正能量

■香港特首林鄭月
娥（右）和仙姐一
起坐。

■人們爭相“集
郵”林鄭，包括劉
松仁（中）和劉紹
銘（右）。

■■《《蝶影紅梨記蝶影紅梨記》》盡顯寶珠姐和阿嗲的舞台功架盡顯寶珠姐和阿嗲的舞台功架。。
■《蝶影紅梨記》的舞台設計相當下本錢。

■胡杏兒未對“囧囧”這個綽號感
生氣。

■許冠傑（左）
和譚詠麟（右）
合作新歌。

■梁漢文自爆新歌MV
拍攝得很危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梁
漢文（Edmond）14日到電台宣傳新歌
《纏綿朋友》，早前更完成MV拍攝。
Edmond透露他是在驚險下順利拍完，
笑言是“拚老命”。

Edmond表示因要拍彈琴的場面，
鋼琴便放在拖板上，經由拖板車來行
駛。“而我便坐在鋼琴前彈琴，我們在
天剛亮的環境下拍攝，馬路很多塵，要

由柴灣經東區走廊行駛到中環。我沒有
戴安全帶，全程約20分鐘，雖然車速
很慢，可是香港道路不平，坐在上面搖
擺不定，我一度要抱着個琴，很多出糗
難看表情都被拍了下來。這段時間剛好
很多人上班，他們有跟我揮手打招呼，
這次可說是‘拚老命’，過程驚險萬
分，簡直是‘慌張西望’！不過出來效
果很好。”

梁漢文 拍新MV“拚老命” 堂本剛因耳疾取消演出
香港文匯報訊 定於15、16兩日在神奈川

舉行出道20周年演唱會的日本尊尼組合Kinki
Kids，成員之一的堂本剛上月底因耳疾而停
工，雖然接受治療，但未能趕在這場紀念秀復
出。結果尊尼方面13日晚宣佈，屆時阿光不
會上台唱歌，只透過直播方式參加清談環節；
唱歌部分則由隊友堂本光一負責。雖然演唱會
如舊舉行，但尊尼表明觀眾可以退票，而本來
該場演唱會將在本月20日於香港、台灣和日
本轉播，主辦方已公佈取消這次轉播活動。

■■（（前排左至右前排左至右））梅雪詩梅雪詩、、白雪仙和陳寶珠上台向觀眾謝幕白雪仙和陳寶珠上台向觀眾謝幕。。

■責任編輯：徐曉明 2017年7月15日（星期六）
香港特區政府制定刊登有關法律廣告之刊物 獲特許可在中國各地發行
督印：香港文匯報有限公司 承印：美國美南新聞
電話：1-281-498-4310 傳真：1-281-498-2728 1重要新聞

金融工作會議劍指監管套利

惠譽維持中國A+評級 展望穩定
稱宏觀經濟表現強勁 專家料“半年報”數據樂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國際信貸評級機構惠

譽14日宣佈，維持中國主權評級為“A+”不變，展望穩定，並

稱中國外部財政和宏觀經濟表現強勁。按照安排，國家統計局將

於17日（下周一）公佈中國上半年經濟數據。今年中國經濟改

善力度超出預期，提前公佈的進出口等數據預示，下周一揭曉的

“半年報”可能表現

不俗，專家預計消費

和淨出口將支撐中國

經濟增長，二季度

GDP 增 速 微 降 至

6.8%，高於政府年初

制定的 6.5%預期目

標。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國防部新聞
發言人任國強14日回答記者提問時
表示，中國軍機在宮古海峽空域的
有關飛行活動合法正當。“有關方
面不必大驚小怪、過度解讀，習慣
就好。”

據中新社報道，當日有記者
問：據媒體報道，日本防衛省統和
幕僚監部13日發佈消息稱，中國空

軍6架轟炸機當日飛越宮古海峽，日
方還公佈了中國軍機的照片。請問
對此作何評論？

任國強指出，這是一次例行性
訓練。中國軍機在宮古海峽空域的
有關飛行活動合法正當，中國軍隊
今後將根據形勢任務的需要，繼續
組織類似遠海訓練。有關方面不必
大驚小怪、過度解讀，習慣就好。

中國軍機飛越宮古海峽
國防部籲日：習慣就好

香港文匯報訊 五年一度的全國
金融工作會議備受關注。《中國證
券報》14日頭版刊出“‘強監管’
‘穩改革’雙管齊下 金融監管改革
劍指監管套利”報道，引述多位專
家表示，當前金融業發展的複雜程
度和潛在風險不斷加大，保障金融
安全、避免系統性風險是第一要
務，“一行三會”應通過提高金融
監管的穿透力和加強監管協調來化
解風險。

推進金融去槓桿防風險
專家認為，從機構合併的角度

看，無論是“大央行”方案還是“雙
峰監管”方案，現階段都存在很大操
作難度。因此，在分業監管框架下，
可考慮先行設立橫跨“一行三會”的
數字金融監管機構。針對問題較突出
的資產管理業務等，盡快出台統一管
理意見，防止資管業務的監管套利和
無序擴張。同時，穩步推進金融去槓

桿，維護金融系統性安全。

抑制過度創新下的泡沫
專家認為，近年來，中國金融創

新發展成績斐然，但不合理創新和無
邊界發展，也滋生了資產泡沫和監管
套利。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北
大數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黃益平表
示，過去三年來，金融風險不停地在
不同部門之間遊走，如股票、債券、
房地產、影子銀行、外匯和數字金融
等。

在黃益平看來，一些監管“盲
區”的風險尤其需要關注。“影子銀
行、地方政府融資、數字金融，這樣
一些沒有看透的地方，其潛在威脅是
最大的。”

統一資管業務監管標準
資管行業近年來快速壯大，其引

發的監管套利、資金脫實向虛問題日
益嚴峻。中國民生銀行首席研究員溫

彬指出，業務創新促使跨行業、跨市
場的資管產品不斷湧現，在分業監管
體制下，可能出現監管真空和盲區。
未來針對資管行業的監管核心應是
“限槓桿、限通道、限非標、限池
子、限剛兌”等。對監管部門而
言，統一資管業務監管標準有利於
掌握資管機構的真實風險組合和資
產配置情況；提升監管政策的執行
力和監管效率，防止監管套利；加
強宏觀審慎管理，引導資金脫虛向
實，防範系統性金融風險。對資管
機構而言，促其回歸“受人之託、
代人理財”的本源業務。

提升利率壓縮套利空間
在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銀行研

究室主任曾剛看來，未來仍需針對風
險比較突出的領域如資管行業等，出
台風險防範措施：一方面是提升利率
水平，壓縮套利空間；另一方面要約
束套利行為，提高套利成本。“更為

重要的是，資管統一監管仍需明確其
法律地位，建立統一的信息平台，使
不同金融機構之間的業務往來和嵌套
可以更容易被監管部門所辨識。”

作為國際三大評級機構之一，惠譽在2013年4月將
中國主權評級調降至A+後，至今維持在這一評

級，並展望穩定。另外兩大評級機構中，穆迪早前將
中國評級調降為A1展望穩定，與惠譽平級；而標普對
中國評級為AA-展望負面，較穆迪和惠譽評級高一級
別。

警告個別銀行債務存風險
對於此次維持中國主權評級，惠譽表示，中國經

濟短期增長前景仍然有利，過去一年中國經濟政策一
直有效地回應各種國內外因素所造成的壓力。但貨幣
環境的收緊或導致GDP增速放緩，按照惠譽的基線情
境預期，中國2018年GDP增幅將從2017年的6.5%降
至5.9%。

惠譽還認為，根據國際清算銀行（BIS）數據，儘
管中國家庭債務近年來快速增長，但仍處於適度水
平，而中國企業負債水平則是全球主要經濟體中最高
的。因此，惠譽警告稱，中國非金融行業債務水平龐
大且仍在攀升，此外，金融系統中獲得惠譽評級的銀
行的個別信用質量偏低，仍然構成主權評級的最主要
風險。

進出口帶動溫和復甦態勢
今年以來，中國經濟改善的力度超出外界預期，

一季度中國GDP增長6.9%，創2015年三季度以來新
高，外界對下周一即將揭曉的上半年經濟數據也普遍
持樂觀預期。
中信證券首席經濟學家諸建芳表示，近期數據表明

內外需均有所改善，中國出口連續第四個月增長，得
益於全球經濟持續復甦和外部需求改善，進口也受到
國內經濟穩定增長和大宗商品價格上漲提振，6月份
進出口數據強於預期，再加上財政收支雙雙大漲、上
半年新增貸款近8萬億元等，都預示着二季度整體經
濟數據表現不俗，二季度中國經濟增長可能略超市場
預期，而且這種溫和復甦的態勢將在三季度延續。

此外，顯示基建活動活躍程度的挖掘機指數，上
半年挖掘機銷售量超過去年全年，也顯示經濟向好。

路透社綜合60家機構預測中值結果顯示，中國二
季度GDP增速預計微降至6.8%，消費和淨出口的良好
表現支撐經濟增長，投資放緩則形成一定拖累。

香港文匯報訊中國財政部14日
對外公佈的全國財政收支情況。

據新華社報道，數據顯示，今
年上半年，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
和 支 出 增 幅 分 別 達 到 9.8% 和
15.8%，均高於去年全年 4.5%和
6.4%的增幅。

作為反映經濟運行情況的“晴
雨表”，財政收支的增幅變化反映

出中國經濟穩中向好態勢明顯，經
濟運行保持在合理區間。

互聯網服務稅收激增近六成
經濟增長的新動能在財政收

入中也有所體現。數據顯示，上
半年，通用設備製造業、專用設
備製造業、汽車製造業稅收分別
增長 28%、20.5%、16.9%，互聯

網服務、軟件信息技術服務業分
別增長58.9%和 38.7%，體現中高
端製造業、新興服務業良好發展
勢頭。

展望下半年財政收支運行，財
政部國庫司巡視員婁洪表示，當前
經濟運行中積極因素不斷增加，為
後期經濟進一步穩中向好打下基
礎，並將對財政收入的增長提供有

力支撐。
與此同時，也存在一些制約收

入增長的因素，下半年收入增幅可
能有所放緩。一方面，減稅降費政
策力度進一步加大，或將在後期形
成財政減收；另一方面，後期工業
品出廠價格指數（PPI）同比漲幅
可能進一步回落，價格指數拉動財
政增收的作用減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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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穩中向好 上半年財收“快步走”

■■媒體指中媒體指中
國金融監管國金融監管
改革將劍指改革將劍指
監管套利監管套利。。
圖為證監會圖為證監會
的 資 料 圖的 資 料 圖
片片。。

■■國際信貸評級機構惠譽維持中國主權評級為國際信貸評級機構惠譽維持中國主權評級為
““A+A+””不變不變，，並稱中國外部財政和宏觀經濟表並稱中國外部財政和宏觀經濟表
現強勁現強勁。。圖為繁忙的青島港貨櫃碼頭圖為繁忙的青島港貨櫃碼頭。。 美聯社美聯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尼泊爾
電信（NT）發言人阿迪卡里7月初表示，
尼泊爾有望於8月份實現與中國的光纖互
通，從而實現借道中國接入互聯網的目
標。此事引來不少印度媒體的關注。此

前，尼泊爾互聯網主要通過錫陀塔那迦、
比爾根傑、比拉德訥格爾等南部城鎮與印
度相連，從而獲得入網服務。

價格更便宜速度更快
中尼光纖互通工程若能順利完成，尼泊

爾對互聯網將有更多自主選擇權。同時，
尼泊爾也有望獲得比以前更便宜、速率更
快的互聯網服務。
在尼泊爾，華為、中興、小米等品牌的

智能手機越來越多見，若能有更具性價比

的互聯網服務相配合，該國在互聯網創新
與互聯網經濟發展方面或能取得明顯進
步。
近日，印度媒體紛紛對此事發表評

論。《印度快報》稱，這一工程將終結
印度在尼泊爾互聯網領域的“壟斷地
位”，印度《國際財經時報》則用“寬
帶外交”形容此事，認為此舉將促進尼
泊爾互聯網基礎設施的發展，使其更具
“獨立性”，並反問印度是否對此有充
分的認識和準備。

尼國與華光纖有望8月互連
打破印度“網絡壟斷”

■■尼泊爾首尼泊爾首
都加德滿都都加德滿都
的網吧的網吧。。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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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甜《青禾男高》曝動作特輯
歐豪大小傷不斷 在跑酷戲份中險些墜落

由鈕承澤監制，蔣卓原執導，景甜、歐豪

、黑木美紗、林遣都領銜主演的青春動作電影

《青禾男高》已於7月12日18:00在全國正式公

映，今日片方再曝動作特輯，影片主演歐豪、

尹昉、周遊、丁冠森、張寧江在視頻中回顧了

片場拍攝打戲的經歷，更揭秘了大量頗受觀眾

好評的動作戲份拍攝細節。

7月8日，電影《青禾男高》在全國154個

城市、531家影院舉辦了超前點映活動，上座

率創下了53.4%的高數據。從數據來看，《青

禾男高》在排片僅6.5%的情況下，開畫4小時

就拿下超過900萬票房。電影講述了偽滿洲國

時期的壹所名叫“青禾男高”的校園裏，以柳

禾和荊浩為主的師生為保護民族文化和語言，

用自己的行動反抗日本文化侵略的熱血故事。

作為壹部青春動作片，《青禾男高》中的

動作戲份是影片最大的亮點之壹，無論是短兵

相接、殊死搏鬥，還是百人工廠大混戰的場面

，都讓看過片的觀眾直呼過癮。此次曝光的動

作特輯中，除了可以看到大量動作場面外，還

隨處可見演員們受傷的畫面。作為打戲最多的

歐豪，不僅大傷小傷不斷，還在壹場跑酷戲份

中險些墜落。盡管如此，歐豪還主動“求虐”

，要求不需要替身、不需要威亞以保證真實感

，他表示：“只要最後呈現出來的效果是好的

，那之前付出的都是值得的。”而周遊和張寧

江與肌肉健碩的專業相撲運動員演繹拼死搏鬥

時遭受各種“花式被摔”；從未有過打戲經驗

的丁冠森在壹場重要動作戲之後也直言：“我

已經沒有力氣說話了。”

《建軍大業》曝周恩來扮演者朱亞文劇照
繼“我的法蘭西歲月”後再演領袖 找到久違“通透感”

《建軍大業》將於7月28日內

地公映，今日電影曝光扮演周恩來

的演員朱亞文劇照。該片由劉偉強

執導，韓三平任總策劃兼藝術總監

，黃建新監制。朱亞文稱自己想以

“有血有肉有細節”的表演來詮釋

青年周恩來血性的壹面。談及表演

感受時朱亞文表示，周恩來在四壹

二反革命政變中痛失同胞的戲份給

自己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也在這場

戲的表演中尋回了久違的“通透感

”。繼電視劇《我的法蘭西歲月》

後，時隔五年再次扮演周恩來，朱

亞文連稱“萬分榮幸也責任重大”

。在電影《建軍大業》中，年僅29

歲的周恩來與賀龍、葉挺、朱德、

劉伯承等領導的“南昌起義”打響

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壹槍

。朱亞文表示，兩次詮釋周恩來不

僅故事時代背景不同，而且人物的

心路歷程也有較大的變化，對自己

而言是個不小的挑戰。“我想用有

血有肉有細節的表演，來展現青年

革命家周總理的成長歷程。時局殘

酷、親眼目睹諸多同胞慘死，他心

中的緊張與仿徨旁人不得而知。希

望觀眾能通過我的演繹感受到非常

時期時周恩來的所思所想。”

朱亞文透露，自己出生於軍人

家庭，自幼就受到父親和爺爺軍人

氣質的感染，這次在《建軍大業》

中出演探索武裝鬥爭之路的周恩來

，更是讓全家人都非常激動。影片

中，周恩來在復雜革命形勢前展現

出了超人的膽識，以非凡的血性和

激情感染著身邊的革命者們。朱亞

文表示：“這次在《建軍大業》中

，大家將會看到青年周恩來儒雅英

氣之外，作為軍人果敢、堅決的壹

面。”面對如此重要的歷史人物，

朱亞文不僅用心揣摩人物心理狀態

，造型細節也力求做到貼近人物。

原本是單眼皮的朱亞文，請化妝師

為自己貼上雙眼皮貼，他表示：

“這是為了充分尊重人物，我覺得

應該從外在到內在都能讓觀眾感受

到角色的真實可信。”

被問及電影《建軍大業》自己

印象最深刻的故事情節時，朱亞文

坦言應屬“四壹二反革命政變”的

那壹段戲。看到數百名演員躺在滿

是血泊的路上，朱亞文用“顫栗”

來形容當時的感受，肅穆的片場環

境令他的情緒迅速達到了最飽滿的

狀態。對自己有著高要求的朱亞文

表示：“我對於自己的表演還算不

上完全滿意，但是這場戲第壹條拍

完之後讓我體會到了久違的通透感

。”導演劉偉強的助力，也讓朱亞

文更快地進入到了情境中，“導演

營造出來的現場氛圍是讓我非常震

撼的，他的拍攝手法非常犀利，直

刺觀眾痛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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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電影《破局》曝光了由劉濤演唱的首

支推廣曲MV《等著妳回來》，這也是劉濤首次為

電影獻聲，其含情脈脈的優雅演繹與MV中曝光的

電影激戰畫面形成了鮮明對比，畫面感十足。

此次發布的推廣曲MV，壹方面展示了大量雙

雄對決的打鬥戲份，為影片最終結局留下懸念；

同時，劉濤與郭富城之間的深情互動也得以曝光

，加之劉濤柔情聲線相佐，為這部緊張激烈的

“雙雄”電影平添溫情色彩。警匪犯罪動作電影

《破局》由黃誌明監制，連奕琦導演，郭富城、

王千源、劉濤領銜主演，將於8月18日暑期檔全國

公映。

《破局》的推廣曲MV《等著妳回來》將溫婉

抒情與暴力美學巧妙融合，壹方面表現了高警官

與妻子的深情惜別，另壹方面，也曝光了戲中不

少激戰戲份。MV的開頭，郭富城飾演的“高警官

”看似平靜的通電話，身後卻驚現重物砸車慘狀

，隨後鏡頭壹轉，高警官慌亂的破門而入，急迫

要求妻子離開。這壹危機四伏的狀況究竟緣起為

何？MV音樂隨之響起，在劉濤溫柔聲線下，MV

以時間順序展開敘述，展示了高警官車禍撞人陷

入困境，狼狽不堪疲於奔命，與王千源飾演的反

派幾番鏖戰等鏡頭。

在結尾處，王千源說出“好多人死的早，都

是因為好奇心太強”，幾聲槍響更讓人為戲中角

色捏壹把汗。究竟

高警官能否如願

“回來”？還有待

在電影裏壹探究竟

。

劉濤除了作為

推廣曲《等著妳回

來》的演唱者，還

在戲中扮演了高警

官的妻子壹角。在

MV中，可以看到

劉濤飾演的妻子對高警官關懷詢問、深情擁抱，

為MV緊張窒息的節奏加入了壹絲家庭柔情。同時

，劉濤在錄音棚中深情演唱的鏡頭也在MV中有所

曝光，嫵媚剪影與激烈槍戰形成鮮明對比，優雅

聲線唱出妻子對丈夫的依戀，這些鏡頭無疑為這

部雙雄對壘的“男人戲”平添靚麗景致。

近幾年，由劉濤主演的《瑯琊榜》、《歡樂

頌》等電視劇皆取得了口碑與收視雙豐收，成為

了所在年份的現象級電視劇。而這壹次出演電影

《破局》，則是劉濤首次挑戰警匪犯罪動作類型

的電影，跟其以往的作品都有較大區別。在戲中

，劉濤作為“高警官”的妻子，貢獻了這部警匪

犯罪類型電影中少有的柔情戲份。MV中曝光的夫

妻二人依依惜別、緊急避難等鏡頭，壹方面表現

出電影裏的鶼鰈情深，另壹方面則充滿緊張感，

令人為其捏汗。除劉濤之外，電影《破局》更是

匯聚了郭富城、王千源兩大影帝，可謂是戲骨搭

檔，雙雄飆戲。郭富城此前曾攬下兩屆金馬獎影

帝，又在去年憑借《踏雪尋梅》拿下金像獎影帝

頭銜。對於警匪犯罪類題材，曾出演過《三岔口

》、《全民目擊》的郭富城可謂是駕輕就熟。而

此次與他搭戲的王千源，曾壹早憑借《鋼的琴》

拿下東京國際電影節影帝桂冠，在警匪片《解救

吾先生》裏也有不俗的表演。

電影《破局》將於暑期檔8月18日上映。

由鮑鯨鯨編劇，王冉導演，徐璐、彭昱

暢等領銜主演的青春熱血校園電影《閃光少

女》將於7月20日登陸全國各大影院。今日

片方發布電影《閃光少女》“另壹個我”旗

艦概念曲《電光石火之間》MV，歌曲由亞

洲歌壇流行天後中島美嘉演唱，這也是她首

次挑戰中文歌曲。中島美嘉獨特的唱腔唱出

青春歷經迷茫後最終找回初心的堅定，影片

中主創們的漫畫造型也首次曝光。

在電影《閃光少女》“另壹個我”旗艦

概念曲《電光石火之間》MV中，中島美嘉

具有穿透力的聲線感染力十足，“累累的傷

痕見證妳驕傲的還擊”等歌詞又將影片中主

創青春不服輸的倔強勁表現得淋漓盡致。

在MV畫面中，主創們則化身二次元古

風世界中的人物，用傳統樂器為武器，勇敢

的活出了自己。作為亞洲歌壇流行天後，這

是中島美嘉首次為壹部電影獻唱並創作中文

歌曲，可見她對電影的喜愛程度。此前，她

還公開推薦稱電影讓自己同時領略到了民樂

和西洋樂的魅力，是壹部非常棒的影片。

電影《閃光少女》講述了“神經”少女

陳驚，與男閨蜜、二次元小夥伴組成的2.5

次元樂隊大戰西洋樂的超勵誌青春旅程。電

影已在全國範圍內舉辦千場大規模點映，觀

影結束後，許多觀眾如中島美嘉壹樣已變成

電影“迷妹”，表示比起疼痛系的青春電影

，這部電影所呈現出來的才是真青春，“整

體感覺很親切，像發生在身邊的事”。《閃

光少女》接下來還將展開全國超前點映，相

信電影會讓更多觀眾感受到熱血燃系的真實

青春。

中島美嘉為國產片首度挑戰中文歌中島美嘉為國產片首度挑戰中文歌
《《閃光少女閃光少女》》曝宣傳曲曝宣傳曲《《電光石火之間電光石火之間》》MV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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