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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頭條編譯報導/ 鄧潤京】 2017 年在世界各國上發生了
無數大事。本文匯集了 CNN 挑選的，世界上新聞攝影記者們的
優秀作品。取景之巧妙，焦點之靈活，構圖之大膽，無不讓欣賞
者嘆為觀止，並為之震撼。只是一個鏡頭，一個閃光，就記錄下
這一瞬間，並讓整個事件定格在 2017 世界大格局當中。
8 月 5 日-----在敘利亞的喬吧爾（Jobar）的一家臨時醫院
裏，受傷的兒童正在等待接受治療。該國的內戰始於 2011 年。
阿蘇萊曼/法新社/蓋蒂圖片社
8 月 10 日------肯尼亞首都內羅畢，一名男子穿過厚厚的
催淚彈煙霧向防暴警察走去。在該國總統選舉之後，警方和抗議
者之間發生了沖突。9 月，該國最高法院宣布選舉結果無效，並
下令進行新的投票。本.柯蒂斯/美聯社
8 月 11 日- - - - - -白人種族主義者穿過遊行弗吉尼亞大
學夏洛茨維爾（Charlottesville）校園，並高呼口號。據 CNN 下
屬的 WWBT 報道，在與反抗議者發生沖突之前，該組織在托馬
斯.傑佛遜的雕像周圍高呼“鮮血和土壤”和“你不會取代我們
”。夏洛茨維爾成為南部地區爭奪南部邦聯紀念碑的最新戰場。
今年 2 月，市議會投票決定拆除一尊南部聯盟將軍羅伯特.李
（Robert E. Lee）的雕像。該委員會還投票決定重新命名兩座城
市公園，該公園曾以南部聯盟將軍的名字命名。撒母耳喬魯姆/
安納托裏亞機構/蓋蒂圖片社
8 月 21 日-------在美國海軍驅逐艦約翰.s.麥凱恩號在新
加坡附近與一艘油輪相撞後，軍艦上上出現了損壞。事故中有十
名水兵死亡。黃.瑪耶--E /美聯社
8 月 27 日------休斯頓警察達裏爾.胡德克（Daryl Hudeck
）將凱瑟琳. 範（Catherine Pham）和她 13 個月大的兒子艾登
（Aiden）從颶風哈維造成的洪水中解救出來。颶風哈維淹沒了
休斯敦，並夷平了該得克薩斯州墨西哥灣沿岸的許多房屋。
Louis DeLuca /達拉斯晨報
9 月 4 日-----高爾夫球手在華盛頓的北邦尼維爾（North
Bonneville）打球，背後老鷹河（Eagle Creek）的野火在熊熊燃
燒。根據燈塔巖石高爾夫球場（Beacon Rock Golf Course）的運
營經理馬克.梅菲爾德(Mark Mayfield)的說法，哥倫比亞河(Columbia River)提供了火與高爾夫球場之間的緩沖區。克麗絲蒂
McCluer /路透社/ Newscom

9 月 6 日----- -一名美國邊境巡
邏警察站在加利福尼亞州特蓋特
（Tecate）附近的墨西哥邊境墻邊藝
術品對面。這幅畫是由法國藝術家約
翰.弗朗西斯.（JR. John Francis）創作
的。彼得斯/《紐約時報》/ Redux
9 月 12 日 -------蘋果公司負責
全 球 營 銷 的 高 級 副 總 裁 菲 爾. 席 勒
（Phil Schiller）在加利福尼亞州庫比
蒂諾市（Cupertino）的一次發布會上
介紹了 iPhone X。這款新手機使用了
人臉識別軟件來紀錄用戶，這款手機
的發布時間是在第一代 iPhone 問世 10
年之後。林瑞麟/路透社/ Newscom
10 月 1 日---------在拉斯維加
斯舉行的鄉村音樂節上，一名音樂會
的觀眾在槍聲響起後從圍欄上跳了下去。槍手
向人群開槍，造成至少 58 人死亡，近 500 人受傷
。警方稱，64 歲的槍手斯蒂芬.帕多克(Stephen
Paddock)從曼德勒灣酒店(Mandalay Bay hotel)發
射，該酒店位於音樂會場地西南幾百英尺處。
他被發現死在酒店房間裏，當局說他自殺了。
這是美國現代史上死亡人數最多的大規模槍擊
事件。大衛.貝克/蓋蒂圖片社
10 月 16 日-------敘利亞民主力量（Syrian Democratic Forces）---一個美國支持的叛軍
組織---的一名成員在敘利亞拉卡(Raqqa)看到
了破壞。幾天後，敘利亞民主力量表示，該市
的“主要軍事行動”已經結束，ISIS 已經失去了
對他們自我宣稱的首都的控制。佈倫. 科裏奇/
法新社/蓋蒂圖片社
10 月 18 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出席在
北京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第 19 屆黨代會開幕式。
一周後，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常委的
名單公布。新領導班子中沒有習近平的接班人
，分析人士預測習近平將在未來幾十年主導中
國的政治。美聯社 Ng Han Guan
11 月 8 日-------美國總統川普與他的妻
子梅拉尼婭(Melania)在故宮(Forbidden City)牽手
。故宮位於北京，是近 500 年來中國皇帝及其家
人居住和辦公的地方。川普是自 1949 年中華人
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第一位參加在故宮舉行正式
晚宴的外國領導人。
11 月 13 日-----在伊朗，薩波爾-伊薩哈（Sarpol-e Zahab
）一名婦女抱著她年幼女兒的屍體。伊拉克和伊朗邊境地區發生
7.3 級地震，造成數百人死亡，數千人受傷。Mosleh Pirkhezranian /伊斯蘭共和國通訊社/美聯社
11 月 15 日 ------ 美 國 財 政 部 長 史 蒂 芬. 姆 欽 (Steven
Mnuchin)和妻子路易絲.林頓(Louise Linton)舉著一張新的 1 美元整
版鈔票。這一版的美元鈔票是第一次使用姆欽 Mnuchin 的簽名。
傑奎琳.馬丁/美聯社

12 月 5 日------ -約翰.貝恩（John Bain）和布蘭登.貝克
（Brandon Baker）在試圖阻止野火燒毀加州文圖拉（Ventura）
的家時。在加利福尼亞州南部，狂風肆虐的野火肆虐了第三天，
已經燒毀了超過 6.5 萬英畝的土地，燒毀了房屋建築，迫使成千
上萬的人逃離家園。Marcus Yam/洛杉磯時報 /蓋蒂圖片社
12 月 12 日-----非洲企鵝穿著紅色和綠色的節日服裝，在
日本橫濱的一個遊樂園——Hakkeijima Sea Paradise，散步。Shizuo Kambayashi /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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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收 18 个惠民大礼包

9 市享 6 项出入境政策
在粤港澳大湾区 9 市就业就学人员的外省市

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乌克兰、塞尔维亚、克罗

户籍父母子女，无需办理居住证，也可以就地办

地亚、波黑、黑山、马其顿、阿尔巴尼亚、白俄

理出入境证件；高层次人才落户大湾区 9 市，5

罗斯、美国、加拿大、巴西、墨西哥、阿根廷、

天内即可办结落户手续；53 个国家外国人过境免

智利、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日本、新加坡、

签时长从 72 小时延长至 144 小时……

文莱、阿联酋、卡塔尔。

近日，广东省公安厅一次性公布了 18 项服务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新举措，涉及出入境签证、
车辆入出境、边防通关检验、高层次人才落户、

亮点 2

大湾区 9 市可享 6 项自贸区出入境政策

消防服务、三地警务协作等 6 个方面，为包括广州、

去年 8 月，经中国公安部批复同意，广东公

3 年投资情况稳定、投资数额合计 100 万美元（国

深圳、佛山、东莞、惠州（不含龙门）、中山、珠海、

安机关推出支持广东自贸区建设和创新驱动发展

家颁布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鼓励类产业

江门、肇庆（市区和四会）9 市和香港、澳门特别

的 16 项出入境政策措施，为外籍高层次人才和

投资合计 50 万美元）以上且纳税记录良好的，

行政区在内的大湾区多地送上惠民大礼包。

创新创业人才提供出入境和停居留便利。

可以申请在华永久居留。

亮点 4

外省市户籍父母子女可就地办出入境证件
以往，子女落户广东，户籍在外省市的老人
或子女如果没有居住证，只能回到原籍地办理出

广东省公安厅副厅长郑东介绍，这 18 项举

新政规定，今年 12 月起，其中的 6 项出入境

6. 对经广东省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备案

措是广东公安机关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第一

政策福利推广至大湾区 9 市及揭阳中德金属生态

的粤港澳大湾区 9 市企业或揭阳中德金属生态城

今年 5 月，广东开始在全省推行凭居住证在

步，其中多项举措突破了现行管理模式，在全国

城。这 6 项政策是：

企业邀请前来实习的境外高校外国学生，可以在

相关省市办理出入境证件的措施。但因现行政策

入境证件，费时费力。

1. 对符合认定标准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及其配

口岸签证机关申请短期私人事务签证（加注“实

对 60 岁以上、16 岁以下人群如何办理居住证未

偶、未成年子女，经粤港澳大湾区 9 市或揭阳市

习”）入境进行实习活动；持其他种类签证入境

做规定，导致这部分人群没有居住证，难以在居

亮点 1

有关单位推荐，可直接申请在华永久居留资格。

的，也可在境内申请变更为短期私人事务签证（加

住地办出入境证件。

广东现行的过境免签政策为 72 小时，且仅

态城创新创业团队的外籍成员和在粤港澳大湾区

限于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出入境。此次新政将广

9 市或揭阳中德金属生态城企业选聘的外籍技术

东省现行的 53 国人员在广东过境免签范围进一

人才，根据人才积分评估标准进行评分，达到一

步扩大，入境口岸从白云机场空港口岸扩大至深

定分值的，可以申请在华永久居留。

相关领域都具有探路的重要意义。

外国人过境免签时限延至 144 小时

2. 对在粤港澳大湾区 9 市或揭阳中德金属生

注“实习”）进行实习活动。

为此，广东省公安厅积极争取公安部支持，
此次推出新政规定：在大湾区 9 市高校就读的外

亮点 3

省市户籍大学生、就业就学人员的外省市户籍年

高层次人才落户大湾区 5 天内办结

满 60 周岁父母或未满 16 周岁子女，可凭二代居

引进高层次人才办理落户手续，由粤港澳大

民身份证，在居住地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申办出

圳宝安机场、揭阳潮汕机场空港口岸，出境口岸

3. 外籍华人具有博士研究生以上学历 , 或在

湾区 9 市县级公安机关户政办证窗口直接受理、

入境证件，包括普通护照、往来港澳通行证及签

从白云机场空港口岸扩大至全省所有陆、海、空

粤港澳大湾区 9 市企业或揭阳中德金属生态城企

审核，对材料齐全的，在 5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

注（1 年多次香港个人游签注和 1 年多次香港其

对外开放口岸，实现空港、陆空、海空口岸联动。

业连续工作满 4 年、每年在中国境内实际居住累

手续，签发准予迁入证明。有条件的地市还可以

他签注除外）、往来台湾通行证及签注（定居签

计不少于 6 个月，可直接申请在华永久居留。

根据当地的具体条件，进一步缩短办理时限。

注除外）。

免签期间活动范围限于广东省行政区域，停
留时限从 72 小时延长至 144 小时。

4. 在粤港澳大湾区 9 市或揭阳中德金属生态

以往，市外迁入户口受理、审核、审批工作，

城创业的外籍华人（不受 60 周岁年龄限制）可

按照省公安厅的要求是在 50 个工作日内完成，

53 个国家名单：

凭工作许可和雇主担保函件直接申请 5 年有效的

此次新政将办理时限大幅缩短，为高层次人才提

奥地利、比利时、捷克、丹麦、爱沙尼亚、芬兰、

工作类居留许可，也可凭创业计划直接申请 5 年

供了极大便利。

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冰岛、意大利、拉

有效的私人事务类居留许可（加注“创业”）。

该举措将于 2018 年第一季度实施。

此外，外省市户籍大学生在广东办理出入境
证件的范围也进一步拓宽。
记者了解到，目前，在广州、深圳就读的外
省市户籍大学生可在就学地申办包括护照、往来

此外，省公安厅将大湾区 9 市引进高层次人

港澳通行证及签注、往来台湾通行证及签注等多

脱维亚、立陶宛、卢森堡、马耳他、荷兰、波兰、

5. 外国人以自然人身份或者通过本人以自然

才落户的手续统一由县级公安机关户政办证窗口

种出入境证件，而在珠海、东莞、佛山等地，则

葡萄牙、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

人身份作为控股股东的公司企业，在粤港澳大湾

直接受理、审核，不需要从最基层的派出所开始

只能办理护照。此次推出的新政，将这种便利拓

瑞士、摩纳哥、俄罗斯、英国、爱尔兰、塞浦路斯、

区 9 市或揭阳中德金属生态城内直接投资、连续

受理，也进一步提升工作效率。

展至 9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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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打擊洗錢的行為 銀行停止現金存款到他人帳戶
現金用戶必須謹慎對待您的未來現金管理計劃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美國最大的銀行大通銀行（Chase）的
新政策將改變客戶存款的方式。摩根大通（JPMorgan Chase）銀
行客戶最近收到的一封信中說：“在做現金存款時，請準備好出
示有效的身份證和存款到名單上的賬戶。Chase 女發言人 Suzanne Ryan 表示：“我們正在改變現金存款政策，以打擊包括洗
錢在內的賬戶濫用行為。新政策只影響想要將現金存入消費賬戶
的客戶。 希望將現金存入商業銀行賬戶的客戶仍然可以通過提
供一個 ID 來獲得。“客戶可以存入個人支票，銀行本票和匯票
。他們可以在線使用 Chase QuickPay。他們可以將授權用戶添加
到他們的賬戶中，“Ryan 說。為了打擊洗錢在內的賬戶濫用犯
罪行為，國會在 1970 年通過了“銀行保密法”，該法案的一項
規定是，要求金融機構報告 10,000 美元以上的現金交易 銀行。
儘管客戶一片嘩然，Ryan 表示大通銀行目前並沒有計劃改變這
一政策。

據華人報導，美國金融機構對現金存款的把關，越來越嚴格
。以往儲存現金過萬時，才會引發銀行啟動“防洗錢”機制進行
調查，然而最近一名華人婦女，過去三周來，每周存入 2000 美
元現金到自己的大通銀行 (Chase Bank) 賬戶，卻被銀行認定可疑
而將此賬戶永久關閉。這名華人婦女表示，因為在家人給了她一
些現金，加上部分是朋友代墊貨款的還款，她怕錢放家中不安全
，所以才陸續存到大通銀行的賬戶。前兩周每次存 2000 美元到
賬戶時，都沒有任何問題，第三周又到銀行存入 2000 美元現金
后，隔天就接到銀行通知，必須到銀行說明情況，銀行人員當場
要求華人女子說明現金來源，盡管厘清這些錢並非來源不明，但
銀行仍決定永久關閉該女子的賬戶。
在現在這個時候，除了儲存現金到自己的賬戶核查趨嚴外，
也有越來越多大銀行，禁止客戶儲存現金到其他人的賬戶，包括
美國銀行 (Bank of America)、富國銀行 (Wells Fargo)，都從 12 月

起，陸續禁止客戶拿現金存到其他顧客的賬戶。 美國銀行發言
人哈格提 (Colleen Haggerty) 解釋，此舉是因為要強化客戶的賬
戶安全，而且減少客戶賬號遭其他未授權者盜用的危險。美國銀
行從好幾年前，就開始要求到銀行儲存現金時，客戶必須攜帶身
份證明，12 月開始，則是禁止客戶把現金存到非自己名字的其他
賬戶。富國銀行表示，目前部分分行已經開始實施“禁存現金到
非客戶本人賬戶”，預計 2018 年春季全美富國銀行都會執行此
新禁令。大通銀行則在 2014 年，就已經落實不允許客戶將現金
存到非本人賬戶的規定。許多中國人和商人喜歡把現金存入他們
的賬戶，現在他們必須非常小心地回答銀行官員的問題。如果現
金存款問題是一個長期和大量的問題，國稅局也可能涉及澄清你
的現金問題。現金用戶必須謹慎對待您的未來現金管理計劃。

早餐應該要吃好 最適合的早餐就是早晨吃顆蛋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民以食為天，早飯更
是一天當中最重要的一餐，但是吃早餐有禁忌
。很多上班族，早餐總是吃得相當簡單。其實
，早餐應該要吃好，而且不吃早餐是有害健康
的。 以下列出早餐最不該吃的 3 種東西以及吃
早餐的禁忌，供您參考：1.早上不該空腹吃菠
蘿 - 菠蘿裏含有強酵素，空腹吃會傷胃，其營
養成分必須在吃完飯后才能更好地被吸收，而
且飯后吃菠蘿還能幫助消化。2. 早上不該喝大
量冰涼的飲料 - 早上起床之后，胃還是一個脆
弱的狀態，如果突然喝大量冰涼的飲料，溫度
相差太大會強烈刺激胃腸道，導致突發性攣縮
。喚醒胃最好的方法就是喝一杯大概 200 毫升的
溫水，如果本來有胃寒情況的人，喝一杯紅棗
生姜水更好！3. 早上不該空腹吃香蕉
香蕉中除了含有助眠的鉀，還含有大量的鎂元
素，若空腹食用，會使血液中的鎂含量驟然升
高，而鎂是影響心臟功能的敏感元素之一。而
且早上空腹吃香蕉，還很容易反酸。
吃早餐的 4 大禁忌 - 忌 1：清早起床就吃早

餐 很多人早上起床就馬上吃早餐，特別是那些
習慣 5、6 點起床的人。但事實上，早餐吃得太
早，不但對健康無益，還可能誤傷腸胃。專家
指出，人在夜間的睡眠過程中，身體大部分器
官都得到了休息，但消化器官因為需要消化吸
收晚餐食物，通常到凌晨才真正進入休息狀態
。如果早餐吃得過早，就會影響胃腸道的休息
，長此以往將有損胃腸功能。忌 2：牛奶加鷄蛋
代替主食 - 牛奶加鷄蛋是不少人早餐的主要內
容，但這樣的早餐搭配並不科學。早晨的人體
亟需靠含有豐富碳水化合物的早餐來重新補充
能量，而牛奶和鷄蛋本身雖然富含蛋白質和脂
肪，但它們沒能提供充足的碳水化合物，也就
不能給身體提供足夠的能量。所以不妨配幾片
麵包，幾片饅頭之類的。忌 3：油條加豆漿作為
早餐 - 相比較為西化的牛奶加鷄蛋，中國傳統
的油條加豆漿受到更多人的喜愛，但油條加豆
漿的吃法同樣不利健康。油條在高溫油炸過程
中，營養素被破壞，併產生致癌物質，對人體
健康不利。此外油條跟其他煎炸食品一樣都存

在油脂偏高、熱量高的問題，早上進食不易消
化。再加上豆漿也屬於中脂性食品，這種早餐
組合的油脂量明顯超標，偶爾一頓可以，但不
宜長期食用。忌 4：早餐吃得過於油膩 - 人因
為意識到早餐的重要性，因此在早餐食物的選
擇上盡量豐富，大量攝入高蛋白、高熱量、高
脂肪的食品，比如乳酪、漢堡、油炸鷄翅、煎
炸食品等。但過於營養的早餐只會加重腸胃負
擔，對身體有害無益。
最適合早上吃的呢？就是早晨吃顆蛋，勝
過神仙丹！1、補充優質蛋白質。鷄蛋中蛋白質
的胺基酸構成與人體基本相似。鷄蛋中蛋白質
的吸收利用率比粥和麵包等食物高。2、增加飽
腹感。鷄蛋不僅能為機體提供充足的蛋白質，
還可延緩胃的排空速度，延長餐后的飽腹感。3
、有助減肥。早餐吃鷄蛋，能降低午餐以及一
整天的熱量攝入，起到控制體重的作用。4、提
高記憶力。鷄蛋中豐富的膽鹼是合成大腦神經
遞質乙酰膽鹼的必要物質，同時也是細胞膜的
重要成分，有助於提高記憶力，使注意力更集

中。因此，對於用腦多的上班族和學生來說，
早餐吃一個鷄蛋非常有必要。5、提高警覺性。
鷄蛋中富含的酪氨酸能讓人更迅速地做出反應
。因此對開車族來說，早餐吃鷄蛋有助於安全
駕駛。6、保護視力。蛋黃中葉黃素和玉米黃素
能保護眼睛不受紫外線傷害，還有助於減少患
白內障的風險。早上吃個鷄蛋，對用眼過度的
電腦族大有益處。
最好的鷄蛋吃法:
第一名：帶殼水煮蛋
有研究顯示，水煮蛋的蛋白質消化率高達 99.7%
，几乎能全部被人體吸收利用。第二名：煎荷
包蛋和攤鷄蛋 - 這兩種做法的蛋白質消化率為
98%。第三名：炒鷄蛋 - 蛋白質消化率為 97%。
第四名：蒸鷄蛋 - 蛋白質消化率 92.5%。第五名
：生鷄蛋 - 蛋白質消化率僅為 30%—50%。出於
健康角度，不建議吃生鷄蛋，因為生鷄蛋中含
有大量的大腸桿菌等多種細菌，若不經烹煮就
食用很容易引起腹瀉。

休城社區

重整步伐 為求職開辟捷徑
眾多熱門高薪科技課程 HCC
HCC春季班報名進行中
春季班報名進行中
【作者：休斯頓社區大學系統（HCC）西南區公關傳播部主任鄭通（Zen Zheng）】 二零一七年
即將劃上句號。在此辭舊迎新之際，您是否也在考慮重整步履，尋找學業或生涯的重新出發點？
休斯頓社區大學系統（Houston Community College - HCC）春季入學正在報名之中， 在二零一
八年一月十五日第一波登記截止之前，建議您盡快花一點時間上 HCC 網站、或致電入學諮詢處，探
索一下諸多將有效改變人生的獨特路徑，抓住時機，作出適合的選擇。
或許您的家庭財政預算暫未能支持入讀學費昂貴的四年製本科大學，而登赴長青籐盟校路途則更
為遙遠；或許您渴望第一次立足社會，快快體驗獨立人生的灑脫境界；或許您雖闖蕩職場多年，卻一
直憧憬一份能真正充分實現其自我價值的工作 。。。無論何種情形，休斯頓社區大學系統以其服務
社區的特殊使命、及源於職場需求的科目設置，都為面臨上述問題的人開闢了確實可行的道路。

學費低廉， 師資雄厚，創新科目與行業接合

休斯頓社區大學是全美最大的社區大學系統之一，有二十多個校園和教育中心遍布休斯頓地區，
三百多個科目為當今各個領域輸送人才。HCC 以多元族裔文化著稱，國際學生來自一百五十五個國
家，在此學成獲得副學士學位（associate degree）國際學生總數名列全美第一。總體 HCC 學生百分之
八十八畢業後找到工作。
雖然 HCC 學費大大低於四年製大學的學費，HCC 卻師資力量雄厚，各學院科係均有優秀教授授
課，很多教授同時在四年制大學兼課。HCC 開設的科目課程很多由實際行業專家和 HCC 教授合作編
寫設計，旨在確保課程與當今現實世界需求完全接合，讓學生學成後立刻找到工作，在職場發揮才能
。

深造學業或進入職場？ 兩大路徑改變人生

HCC 有眾多熱門的高薪科技課程

HCC 有兩條改變學子人生的路徑：對於想最終進入大學本科獲取學士學
位或深造研究生摘取碩士乃至博士桂冠者，HCC 低廉的學費和高質量的教學
讓學生在快達兩年內就獲得副學士學位，為進入本科打下紮實基礎，之後躍升
四年制大學後只需再完成兩年學業即可獲得學士學位。
如果不等到在 HCC 獲取副學士學位就轉學，所有在 HCC 積累的學分可被
大多德克薩斯州內大學認可接納。HCC 與德州數所四年制大學直接簽有合作
夥伴協議或理解備忘錄，這些大學包括德州大學泰勒分校，德州農工大學，休
斯頓大學總校，休斯敦大學市中心分校，斯蒂芬 • 奧斯丁州立大學，德州南
方大學等。
另外，對於無心晉升大學本科而想盡快獲得能有滿意薪資的工作或在職者
不滿現狀想改變職業者，HCC 開設各種熱門職業的快至數週到數月的短培訓
課程，並授予證書，為此類求職者開闢捷徑。
HCC 西南區是本系統中擁有五個分校最大的校區。目前熱門的高新科技
HCC 的醫療急救以及各種醫療技術及信息專業為德州醫療中
學科包括 HCC 與蘋果公司最新聯手創立的蘋果操作系統的程序
心各大醫院、
心各大醫院
、和休斯頓及其他地區輸送健康保健業急需的人才
設計專業，全球急需的網絡安全技術專業，以及應用於幾乎所
有行業的地理信息科學專業。在醫療方面，HCC 西南區密蘇里
校園開設的急救技術、及各種健康信息專業也將為您找到夢想
職業而開啟大門。
在新年鐘聲敲響之際，為新的人生旅途作出好的選擇！

西南學區的高級製造業卓越中心開設電腦數值控制
（CNC
CNC）
）的高級製造業專業

HCC 春季入學報名

春季入學第一波報名截止日：2018 年 1 月 15 日
春季入學第一波報名截止日：
報 名 方 法 ： 請 致 电 713
713..718
718..2277
2277，
， 或 訪 問 hccs.
edu/apply 登記

深入瞭解 HCC
請訪問網站 hccs.edu 或請致電 713.718.2000 或電
郵 student.info@hccs.edu
HCC 的數碼及信息技術卓越中心開設的電腦程序設計專業課程
的數碼及信息技術卓越中心開設的電腦程序設計專業課程，
，
著眼於當代急需人才的熱門高薪技術行業。
HCC 師資雄厚
師資雄厚，
，創新科目與行業接合
創新科目與行業接合，
，為當今各個領域輸送人才 著眼於當代急需人才的熱門高薪技術行業。

廣 告

星期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Sunday, December 31,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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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Sunday, December 31,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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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胖、
肥胖
、疾病及其有效的治療法
肥胖，已經成為當今社會的一大健康殺手。除了影響美觀，
它可以引發一系列的嚴重疾病，如心血管病、糖尿病和某些類型
的癌症等等。引起肥胖的原因有很多，但主要還是過食、少動和
遺傳因素，少數還可以是內分泌紊亂或藥物造成。
現代醫學對肥胖的治療，除了提倡積極運動，有藥物和手術
治療等方法，目的主要是為了減少或阻斷過剩營養的吸收。除了
一些胖得離奇的重病人，大部分人的肥胖是不值得去承擔西醫療
法的副作用的，至少筆者是這麼認為的，這也和我們臨床得到的
病人反饋相符合。有幾個人會為了一點腰上的“游泳圈”去手術
切除一段腸子呢？
根據中醫理論，肥胖分成兩大類，實胖和虛胖。實胖主要是
過食引起的，病人肚子往往很硬，像打足了氣的皮球。這種情況
相對好治，以降低食慾、運動和瀉下就能起效。但很多人的肥胖
，特別是中年婦女的“游泳圈”是虛胖。這種虛胖的原因不是吃
多了，而是人體臟腑功能低下虛弱，沒有足夠的能量完成新陳代
謝，引起脂肪堆積、水分積聚，甚至脹氣，從而使身體體積變大
。這種病人的肚
子雖大，卻是鬆軟沒有彈性的。與之相伴的往往還有疲勞和其他
疾病等。虛胖病人的確連喝水都會胖，因為水排不出去。虛胖也
不是靠節食能夠治好的，相反，越是節食，人越虛，越沒有能量

潤元堂國醫館

排水消脂，人就越胖了。所以虛胖
比實胖難治得多。我們關心的主要
就是虛胖的治療。
中醫，尤其是針灸，給治療虛
胖提供了一個非常有效的選項。它
沒有任何的副作用，而且效果相當
卓越。特效針灸健身減肥法，主要
是根據經絡氣血運行原理設計而來
，以提高人體基礎代謝率為目的，
增強體質，提升脾胃運化功能來排
水消脂，故治療中不必刻意節食。
經大量臨床案例證實，此法療效穩
固，後期不會反彈，患者治療後不
僅體形變得苗條，身體狀況也得以
全面提高，往往其他生理指標如血
糖、血壓以及體力等都會大幅度改
善。雖然療效因人而異，但臨床能達到治療 1-2 次減重 3- 5 磅
或者腰圍縮小 0.5-1.5 英寸效果的不在少數，對縮減中年人的腰
間“游泳圈”尤其顯效。另外此
法對去雙下巴也療效不凡，一次治療後就有顯效。

這篇小文筆者簡單介紹了針灸治療肥胖，特別是虛胖的優越
性。我們潤元堂國醫館以病人為本，竭誠為廣大患者服務，診所
位 於 Galleria 附 近, 2000 Bering Dr., Suite 270, Houston,
TX77057，電話 832-818- 0707。

美人歸 Melgrace
Melgrace™
™退潮熱
退潮熱，
，助好眠
“潮熱”是在毫無預警之下，熱感從胸部
向面部和雙上肢迅速蔓延，有時伴有心慌、出
汗。發生的原因都是激素分泌紊亂，植物神經
系統平衡失調，導致血管收縮舒張運動處於混
亂狀態。
北美女性更年期保健品【美人歸】追求
“內調外養”的天然療法，堅持“標本兼治”
的健康理念，通過分子細胞活化純化技術萃取
而成。從啟動卵巢功能及調節內分泌兩方面著
手，有效調理女性因陰津虧損、卵巢早衰引起
月經不調、手腳冰涼、腰膝酸軟、性慾冷淡、
失眠煩躁、皮膚衰老等問題。
服用方法：每瓶 120 粒，每天 2 次，早晚
各 1 次，每次 2—4 粒。
作用機理和針對人群：【美人歸】採用世界上
最先進的分子細胞活化純化萃取技術，從東西
方多種草本精華植物中提純出 10 倍高濃度的天
然大豆異黃酮精華素、婦科仙草北美升麻，配
合中國上千年經典藥材酸棗仁、枸杞子、茯苓
、浮小麥、淫羊藿等有效成分，重新均衡分泌

女性荷爾蒙，調整內分泌，調理氣血，切實達
到改善更年期症狀的目的，讓女性重返青春靚
麗的年輕態！
（1）30 歲—40 歲的女性：月經不調。女性由
於激素分泌失調，導致明顯的月經不調的症狀
。 【美人歸】針對月經不調（經期無規律，經
量忽多忽少等）、經期綜合症效果顯著。同時
調理女性卵泡激素的分泌，從根本上解決女性
月經不調和經期不適的症狀。
（2）40 歲—45 歲的女性：色斑、面色晦暗無
光、性慾減退 ，更年期提前。由於性腺軸功能
失調，內分泌系統紊亂，出現血液循環欠佳的
症狀，表現在臉上就是明顯的色斑和黃褐斑，
在身體體內表徵是性慾減退和月經不調。 【美
人歸】能調節內分泌，淡化色斑、黃褐斑的形
成，使色斑皺紋減少，皮膚更有彈性。
（3）45 歲—55 歲的女性：潮熱多汗、心煩易
怒、頭暈頭疼、閉經、失眠等各種症狀。體內
氧自由基增加引起內分泌失調，則出現更年期
閉經、潮熱多汗、心煩易怒等症狀。 【美人歸

】中的有效活性成分能清除自由基，調節內分
泌，緩解更年期症狀。
（4）55 歲以後的女性：延緩衰老，強化免疫
，減少骨質流失和老年健康問題。女性 50 歲左
右是女性進行今後中老年保健的關鍵時期。專
家指出，女性要學會保護自己，這樣才能保護
好後半生的健康。 【美人歸 Melgrace™】淡
化老人斑，加強體力，提高免疫力，延緩衰老
。建立體內雌激素新平衡，減少骨質疏鬆，降
低婦科疾病風險。

嘉康藥業榮譽出品
加拿大製造，國際 GMP 認證，美國 FDA 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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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3R 1S2,Canada
北美免費長途：1-866- 690-4888
Email： service@royalnatural.ca 訂 購 網 址 ：
www.royalnatural.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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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人語

美(南人語）））

星期日

冬至大如年

12 月 22 日， 是二 十
四節氣中的冬至。冬至
”節氣，其取義為最寒
冷的冬天到來了。生活
在德州休市，雖然遇上
冬至，不過當天都不是
天寒地凍，早上及白天
，仍是似秋涼的氣溫，
當天早上及午間，我還
是穿上夏老威恤衫也可
以。只是黃昏過後，來
了一塲雨水，瞬間之內
，即把冷風吹來，氣溫驟降，才有冬天
的感覺。
每年冬至，一定會想起的是家母，
因為幾十年以來，她必然會提醒我們六
兄弟姐妹家人，當天無論有什麼要事，
黃昏之前，都一定要回家大家一起吃湯
圓，取其一年到尾，一家人團團圓圓。
家母所制吃的湯圓，可不是一般的
芝麻餡，也不是甜的，而是鹹的，湯圓
是母親自家搓揉、自家包制的，沒有餡

楊楚楓

，但湯裡卻加了
葱花、芹菜、茼
萵、蝦米和肉粒
，十分可口。
今年冬至，我想到的卻是休市如果
有一家像內地拍的片集 「深夜食堂」就
好了，因為冬至這天，我們 一家就可以
到 「深夜食堂」去吃消夜，溫暖一下身
心和腸胃。
寒冷的冬至，讓我想起炎熱的夏至
。因為有一年夏至時分，一位做教師工
作的朋友對我說，他當天問學生夏至有
什麼特別，學生都沒有人回答。他就說
，夏至這一天，就是白天最長，晚上最
短，過了夏至，白天逐漸變短。所以，
冬至必然是白天最短，黑夜最為漫長的
一天，然後，往後白天的時間便日漸增
多。這些國學歷史知識，似有日漸式微
的走勢，因為今天的時代，大多數學生
走科技醫療學習途徑，對此，我這位儒
生，頗有微詞。不過大勢所趨，我只好
默然接受。
在明清時代，冬至一到，民間就開
始用 「數九」來記錄和消磨時間，北方
地區有 「數九歌」︰ 「一九二九不出手
，三九四九冰上走。五九和六九，河邊

2017 年 12 月 31 日

看楊柳。七九河凍開，八九燕歸來。九
九加一九，耕 牛遍 地走。」冬至之後
的日子，老北京居民稱之為 「入九」，
「入九」之後，便有所謂消寒活動，就
是逢九之日，便飲酒消寒，席間一般都
擺上九碟九碗，寓意為九九消寒。
冬至之後而來的，就是聖誕和新年
，喜歡旅遊的人，大概都把假安排好，
聖誕前便前往避寒或看雪，所以，三九
四九冰上走的日子，都是提前在外地體
驗的，在休市能體會的，恐怕只有少數
人留意到的，八九燕歸來、 「懷人最是
九秋天」。
中國曆法中的冬至與春分、夏至、
秋分，是二十四節氣中最早被測定的四
個節氣。古人認為，“冬至”節氣是陰
極而陽始的轉換點，自“冬至”之日起
，天地陰陽二氣自然轉化，陽氣漸強，
開始新的循環，這一天是大吉之日。
“冬至——陽生”的說法即由此而來。
為 此 ， 三 千 多 年 前 的 周 朝， 遂 以
“冬至”節氣所在的月份——十一月初
一定為歲首，稱之為元旦。
正因為“冬至”節氣昭示陰陽消長
，所以養生健體殊為重要。先秦典籍
《禮記·月令》便記載：“君子齊（齋

12 月中旬，台灣防務部門發佈新聞稿表
示，中國大陸人民解放軍空軍運 8 電子
偵察機，及兩架電子干擾機，在一天上
午，執行了遠海長航，繞島巡航，由巴
士海峽經宮古水道，飛返原駐地。
台灣防務部門稱，當天上午，該部
門負責人馮世寬，進入聯合作戰指揮中
心，聽取海、空情報告，指示確實監控
解放軍軍機活動，按規定派遣機、艦監
偵與應處，確保台灣海、空域安全。據
說解放軍軍機活動，全程並無特殊狀況
。
日本防衛省也公佈中國軍機照片及
航路資料，指出中國出動的是一架運 8
電偵機以及兩架遠程電子干擾機。飛行
路線是由南方的巴士海峽，經宮古水道
後，往西飛返中國。其間日本也派出戰
機緊急升空戒備。
稍後，中國 解放軍空軍在官方微博
“空軍發佈”中展示了一段名為“繞島
巡航”的視頻。在這段兩分十四秒的視
頻中，伴隨着配樂《我和我的祖國》，
展示出解放軍多架轟 6K 轟炸機、蘇 30
及殲 11 戰機在空中巡航的情況，還有一
幕畫面中遠方出現了山頭。
中國駐美公使李克新 12 月 8 日在華
盛頓發表公開演講說：“美國軍艦抵達
高雄之日，就是我解放軍武力統一台灣
之時。” 大陸著名軍事戰略專家彭光謙
少將，在北京出版的《環球時報》2018
年會上認為，“美艦抵台就是武統之日

的底線，我們沒有任何迴旋餘地。 中國
空軍於當日出動轟炸機、殲擊機、偵察
機等多型多架戰機，成體系飛越對馬海
峽赴日本海國際空域訓練，乃檢驗遠洋
實戰能力。
這次遠洋訓練，是中國空軍首次飛
越對馬海峽。空軍轟 6K、蘇 30 等多型
多架戰機，從部署機場完成出動準備，
編隊飛越對馬海峽赴日本海國際空域訓
練，應對了外國軍機的干擾、達成了既
定訓練目的、提升了遠洋機動能力。這
是中國空軍年度訓練計劃內的例行性安
排，符合相關國際法和國際實踐，不針
對任何特定國家、地區和目標。
中國軍方強調，日本海不是日本的
海，對馬海峽屬於非領海海峽，空軍活
動合法、合理、合情。對馬海峽屬於非
領海海峽，依照《聯合國海洋法公約》
，所有國家均享有航行和飛越的自由。
當天赴日本海遠洋訓練的空軍航空
兵部隊，師長、旅長、團長飛在第一梯
隊，用實際行動叫響了“看我的，跟我
飛”。空軍轟 6K 機長田寧表示：“練
兵備戰，是新時代中國軍人必須全力以
赴的主責、全神貫注的主業。要在實戰
化軍事訓練實踐中，錘鍊作戰指揮能力
，弘揚衝鋒在前作風，堅定敢打必勝信
念。”
中國空軍轟 6K 機長陳亮表示，從
2015 年首次飛到西太平洋，到現在每月
多次遠洋訓練，越飛越遠，越飛越有底
氣。無論訓練環境多麼複雜、訓練區域
多麼陌生，飛行員們都勇往直前，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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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處必掩身，身欲寧，去聲色，禁
耆欲，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
定。”意思是告誡人們要安靜少動，摒
除聲色，禁絕嗜好慾念，安定性情，遇
事冷靜。畢竟“冬至”節氣進入更為嚴
寒的時節，作為一年的歲首，是否合適
？在春秋、戰國時代也曾有所變動。
漢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一〇四年
），朝廷頒佈《太初曆》（即今農曆）
，正式將已測定的二十四節氣納入曆法
中，並明文確定正月初一為元旦。“冬
至”的地位改變了，但它在歷史上的重
要性，並沒有褪色，被稱為“冬節”、
“亞歲”。
《後漢書·禮儀誌》記載：“冬至
前後，君子安身靜體，百官絕事，不聽
政，擇吉辰而後省事。”“冬至”日，
朝廷上下放假，軍隊待命，邊塞閉關，
商旅停業，親朋互訪，各以美食相贈。
歡樂的節日，喜氣洋洋，由此歷代相沿
承襲。“冬至大如年”之說，是有歷史
依據的。
現代科學表明，“冬至”節氣日，
太陽直射南回歸線，是北半球白晝最短
、黑夜最長的一天；太陽黃經二百七十
度，北斗七星的斗柄指向正北方，國際

天文學界公認為北半球冬季正式開始之
日。數九寒天由此算起。
雖然太陽直射位置已開始北移，北
半球白天漸長，地面獲得的太陽熱量微
有增加，但每天吸收的熱量還不能抵補
每天散失的熱量，天氣還是一天天冷下
去，所以一年之中最為寒冷的時段是在
“冬至”節氣之後。民間的“數九寒天
”正是從冬至日的第二天開始計算。
回頭再看今年的十二月二十二日是
冬至，不少華人都會為做節而 「加餸」
（加菜）。在眾食材之中，活雞尤其大
受歡迎。雖然因節日關係，雞的價格有
所上調，亦無阻市民購買活雞的意欲。
這因為冬至是中國重要的傳統節日
，在香港及中國內地，更有 「冬大過年
」的說法。不少市民有 「無雞不成宴」
，於冬至這天吃雞，更是要取一個諧音
「吉」字，討個好彩頭。除此之外，燒
臘、海鮮等食品攤位前也人頭攢動。在
這一天，晚餐要精心烹飪，絲毫不遜色
於大年三十，全家人齊聚熱鬧 「做冬」
，享受冬日裏家人團圓的溫馨時光

保持臨戰的思想、迎戰的姿
態、實戰的標準，錘鍊了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
血性膽魄，提升了備戰打仗
、能打勝仗的本領。空軍最近開展的一
系列海上方向實戰化軍事訓練，響應了
練兵備戰的號令，回應了人民群眾的期
盼。空軍堅決聽從號令、推進強軍事業
，在實戰化軍事訓練中抓緊抓實備戰、
提高打贏本領，以大國空軍的使命責任
，扛起備戰打仗的擔子，讓黨和人民放
心。”
對於中國駐美公使李克新稱：美艦
抵台之日，就是北京武力統一台灣之時
。對此台灣陸委會表示嚴正抗議，不會
因此妥協屈服。
李克新被認為是中 國駐美的第三號
人物。他聲稱美國國會近期公布的
「2018 財政年度國防授權法」（NDAA
）報告稱，美方應考量美台軍艦重新相
互停靠的適當性與可行性，以及應邀請
台灣軍隊參加 「紅旗」軍演等。他要感
謝美方讓中國有機會啟用《反分裂國家
法》。李克新的強硬言論是中央授權的
，以強調中共的底線。
但台灣學者范世平認為，李克新的
言論自相矛盾，台灣及美國不會因此言
而改變軍事合作。並警告稱： 「如果大
陸啟動戰爭，將面對台、美、日三軍連
線。」
陸委會副主委兼發言人邱垂正表示
，在目前敏感與複雜時期，中國外交官
不思維護和平穩定，卻以 「荒謬的、不
負責任的方式」，強調將啟動 「反分裂
國家法」的軍事手段來恐嚇台灣。他表
示， 「絕不接受這種自大狂妄、蠻橫無
理的態度，絕對不會因此妥協屈服。」

美國國會日前通過 「2018 財政年度
國防授權法」，要求美國國防部研究台
美軍艦相互訪問靠泊的可行性。台灣外
交部對此表示感謝，認為對台灣展現善
意，強化台美安全合作的支持。
台灣總統蔡英文也強調，台灣政府
不會走回跟中國對抗的老路，不會在壓
力下屈服，然而對於可能的威脅，台灣
政府一向也展現充足的自我防衛決心。
台北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
所副教授黃介正認為，中國公使李克新
的談話，主要是是講給中國大陸國內聽
，表達他們立場沒有放軟，
之前美國總統特朗普政府上任後，
宣布對台軍售，當時中國駐美大使崔天
凱就說：美國 「屢教不改」，好像老師
罵學生，或是父親罵兒子，這都是外交
上他必須對美國行政部門表達立場，
「任何一個公務員，他都盡量不要犯錯
誤，盡量向國內表忠、表態，這我們都
可以理解。」
李克新的談話最主要顯示出，中國
大陸對美工作上的無奈。黃介正說，意
即美國的行政部門與國會，尤其是國會
的友台勢力，還是非常強大，所以在立
法過程中，中方無法阻擋美國國會有關
《國防授權法》中一些友台的文字，
「沒辦法在立法過程中把它搓掉」，所
以才會發表比較重的措辭。
黃介正指出， 「台灣並沒有意圖想
要去傷害中國大陸 14 億人民的心， 「我
們自己也不笨，美國軍艦就算靠泊台灣
港口，也只是一時一刻 ，不會長久不走
，台灣不會拿我們自己的利益安全來開
玩笑。所以李克新的談話，有警告美國
官方勿向台灣輕舉妄動，但客觀上令台
灣民眾不悅。

政
政海
海 中國軍機繞台島飛行引發熱議
楓
楓聲
聲 楊楚楓
”的可能性，在未來一段時間內，將會
越來越大。
彭光謙說，美國國會新近通過的
《國防授權法》，就有包括“美台軍艦
實現互訪”的條文，這大大動搖了中美
關係根基，而且特朗普已經“畫圈”批
准。美國可以隨時執行，也可能不實施
。“但是，‘美艦抵台’已經箭在弦上
，美軍艦甚麼時候訪問台灣，我們不知
道，不過對中國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挑
戰，我們要做好充分準備和最壞打算。
如果美方一旦這麼做，我們絕對是不能
坐視不理的”。
彭光謙表示：當年中美關係建交的
時候，一個基本的條件就是美國從台灣
撤軍，廢除美蔣條約，斷絕美台關係，
這幾個不答應，那就沒甚麼可談的。後
來美方同意了，這才有了中美建交的後
續。這也是中美關係的政治基礎。“如
果這個根基動搖了，中美關係就徹底的
Over（結束）了”；“一直以來我們沒
有對台採取過激的行動，就是等待台灣
的覺悟，如果美台真敢這麼幹，我們就
會採取斷然的措施，沒甚麼好客氣的”
。彭光謙還說：“這不是一個小問題，
是一個大是大非的問題。”
中國戰略文化促進會常務副會長兼
秘書長羅援認為，李克新日前發出的警
告“是對我們國家利益的堅定表達”。
他說，從 1999 年台海危機，到釣魚島、
南海、中印、朝鮮半島等問題，最後的
關注點還會回歸到台海問題。“現在美
國在台灣問題上進行挑釁，觸動了我們

Sunday, December 31, 2017

休城讀圖
星期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Sunday, December 31, 2017

B9

「華冠獎 」 第六屆四位得獎主分享 「成功密碼 」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

世華總會長黎淑瑛（
世華總會長黎淑瑛
（ 左三 ） 頒獎給論壇主講人 「 國際領袖基金會
國際領袖基金會」」 主席董繼玲
主席董繼玲（
（ 右三 ），（ 右二 ） 為世華創會總會長柯杜瑞琴
為世華創會總會長柯杜瑞琴。
。

「 華冠獎
華冠獎」」 第六屆得主
第六屆得主，
， 美國立
新生物科技公司總裁李立華分享她
的 「 成功密碼
成功密碼」」 。

「 華冠獎 」 第六屆得主
第六屆得主，
， 美國 H2O
生物科技顧問公司董事長白越珠分享
她的 「 成功密碼
成功密碼」」 。

華冠獎」」 第六屆得主
第六屆得主，
， 俄羅斯天
「 華冠獎 」 第六屆得主
第六屆得主，
， 加拿大 「 華冠獎
世華總會長黎淑瑛（
世華總會長黎淑瑛
（ 中） 頒獎給四位華冠獎主講人
頒獎給四位華冠獎主講人（
（ 左起
左起）
） 白越珠
白越珠、
、李立
三度空間建設董事長游慈心分享她 賜集團國際控股有限公司總裁張碧玉
華、游慈心
游慈心、
、張碧玉
張碧玉。
。
分享她的 「 成功密碼 」 。
的 「 成功密碼 」 。

世華創會總會長柯杜瑞琴 （中 ） 贈送黃金牌匾給四位主講人
贈送黃金牌匾給四位主講人。
。

「 台北經文處
台北經文處」」 陳家彥處長
陳家彥處長（
（ 左四 ） 出席大會
出席大會，
，與主講人董繼玲主席
與主講人董繼玲主席（
（ 右四 ），
），世華總會長黎琡瑛
世華總會長黎琡瑛（
（ 中 ），
），世華創
世華創
會總會長柯杜瑞琴（ 右五 ） 及四位華冠獎主講人及主持人第五屆華冠獎得主莊住維
會總會長柯杜瑞琴（
及四位華冠獎主講人及主持人第五屆華冠獎得主莊住維（
（ 左三
左三）
） 等人合影
等人合影。
。

休城讀圖

中國國家象棋隊訪問休斯敦獲得巨大成功((下)
中國國家象棋隊訪問休斯敦獲得巨大成功

中國象棋隊趙瑋大師講棋，
中國象棋隊趙瑋大師講棋
，胡玉山現場翻譯

休斯頓象棋協會及徐建勳設宴，
休斯頓象棋協會及徐建勳設宴
，易川僑務領事和顧海湧
文化領事出席並講話

本報記者
黃麗珊攝

休斯敦象棋協會黎清（
休斯敦象棋協會黎清
（右）迎戰與中國象棋隊陳幸琳

休斯敦象棋協會謝文川（
休斯敦象棋協會謝文川
（右）迎戰與中國象棋隊郭瑞霞

四位大師為棋迷簽名留念

陳幸琳特級大師與八位休斯頓棋手車輪戰

洪智特級大師與十位休斯頓棋手車輪戰

綜合經濟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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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標準端出“開胃菜”
商用和產業化還需時日
比預期提前了六個月，在 3GPP（國
際電信標準組織）RAN 第 78 次全體會議
上，5G NR（New Radio，新空口）首發
版本正式凍結並發布，5G 標準化迎來重
要裏程碑。
但是，5G 標準體系是個繁雜工程，
5G NR 標準並非真正意義上完整的“全
球第壹個 5G 標準”，它只是 3GPP 將不
同的能力分批寫入 5G 網絡標準中，5G
商用的產業化工作仍在繼續。
為 5G 全面商用奠定基礎
作為移動通信系統基礎設施建設中
投資占比最大的部分，無線空口技術壹
直是業界研發和標準化最重要的領域，
是各方競技博弈的主戰場。
通 信 圈 將 NR 稱 為 “ 新 空 口 ” ，
“新”是相對於 4G，空口就是空中接
口，通過這個空中接口，手機和基站之
間才能實現數據交換。首發版 5G NR 標
準是 5G 空口技術的基本功能包，應用在

說是 5G 的“開胃菜”。
即便如此，非獨立組網 5G 新空口標
準的完成，對 5G 產品的研發，以及商用
部署和演進有著重要的意義。在 5G NR
標準發布後，包括電信運營商、設備提
僅支持依托 LTE（4G）的雙連接非獨立 供商等在內的 30 家公司發表聲明強調，
組網的場景。
首個 5G NR 標準的發布為 5G NR 全面商
2017 年 2 月 27 日 ， 業 界 多 家 公 司 用奠定了基礎，將加快推進全球 5G 產業
在巴塞羅那達成共識，宣布支持加速 進程。
5G NR 標 準 化 進 程 ， 建 議 加 快 完 成
5G NR 非獨立組網（NSA）國際標準。
中國聲音響亮
3 月 9 日，3GPP RAN 會議同意了標準加
“我國目前已經成為 5G 技術、標
速建議。
準、應用的引領者之壹，位於全球 5G 產
“5G NR 的第壹個版本不僅為 5G 部 業第壹梯隊。”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副
署提供 NSA 解決方案，而且完成了 NSA 院長王誌勤在談到 5G 這壹話題時說。
和 SA 共性部分的設計，為面向全球市場
3GPP 是 5G 標準的主導方，在這個
的 5G 系統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中國移 匯集了運營商、設備商、芯片商等行業
動副總裁李正茂表示，相信下壹個重要 巨頭的“全球頂級俱樂部”裏，中國的
的裏程碑將是在 2018 年 6 月完成獨立組 企業和專家日益發揮著重要作用。在 5G
網的 5G NR 標準。
標準第壹版本發布的過程中，由中國人
在 5G 的實現過程中，“非獨立組 擔任的關鍵職位有 30 余個。
網 ” 作為過渡方案，依托 4G 基站和 4G
從 2015 年 11 月啟動無線技術場景
核心網工作，以提升熱點區域帶寬為主 和需求研究至今，以中國移動為代表
要目標，而“獨立組網（SA）”能實現 的 中 國 力 量 參 與 並 主 導 著 NR 所 包 含
所有 5G 的新特性，是業界公認的 5G 目 的設計、架構、頻段、天線等各方面
標方案。因此，目前發布的 5G NR 可以 工作。

中國移動作為唯壹報告人和協議主
編，領導完成了 5G 空口場景和需求研究
項目，輸出 5G 空口技術綱領性文件，詳
細記錄了 5G 的各種應用場景、需求和各
項技術指標，產業界後續所有技術研發
和標準化均以此文件為準。
這些成績的取得，有產業界的努
力，更離 不 開 我 國 政 府 層 面 在 包 括
頻 譜 劃 分 、重大專項支持以及國際
合作等方面營造的良好環境。2013 年，
我 國 就 啟 動 了 5G 推 進 組 ， 在 技 術 創
新、標準推進、產業協作和國際合作
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不久前，工
信 部 宣 布 了 3000—5000MHz 頻 段 內 5G
使用規範，標誌著我國在政策層面解
決 了 阻 礙 5G 商 用 和 產 業 發 展 的 頻 譜
資源問題。
商用和產業化還需時日
此次凍結並發布的非獨立組網 5G
NR 標準，雖然比預計時間提前了半年，
但並不能說明 5G 也將提前到來。
它 的 意 義 在 於， 由 於 非 獨 立 組 網
和獨立組網共享無線空口物理層，意
味著 5G 獨立組網的通用物理層規範已
完成。

設備廠家可以根據這個標準開始設
計產品，芯片廠家可以根據這個標準開
發芯片。從這個角度看，5G 向商用邁出
了非常重要的壹步。
按照我國三大電信運營商的計劃，
2018 年將在中國多個主要城市開展 5G 外
場測試，2020 年將實現 5G 商用部署。這
個標準雖然為 5G 大規模試驗和商用部署
奠定了基礎，可 5G 的商業化部署和進程
還要經過測試實踐和技術驗證，5G 商用
不會很快到來。
正如中國電信集團技術創新中心
副 主 任 楊 峰 義 所 說 ： “ 在 5G 商 用 之
前 ，通信產業鏈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比如芯片商、設備商都需要進行產品研
發和測試。”
此外，與標準化研究的投入相比，
5G 的商用研發才是最燒錢的部分。
據了解，華為 2009 年在 5G 技術研
究和標準化上的投入預算達 6 億美元，
據說這筆錢到今天還沒用完。2017 年
初，華為確定用於 5G 產品研發的投入為
40 億元，2018 年華為 5G 產品研發投入預
計將超過 50 億元。
盡管預商用似乎就在眼前，但業界
很多人認為，5G 才剛剛開始。

國際數字商業創新節在京舉行 行業大咖暢談創新趨勢
綜合報導 “根據 DNA 提前預知身體狀況”
“在家就能管理萬畝農田”“大數據自動決策妳跟
誰結婚”……為期兩天的 2017ECI Festival（國際數
字商業創新節）在京舉行，百位中外科技大佬與商
業領袖暢談創新精神，探討有關生活和世界最前沿
的創新趨勢。
移動支付、大數據雲計算、清潔能源技術……
創新科技深刻改變著人們的生活。本屆創新節以
“創新無界”為主題，會上，瑞典皇家工程科學院
外籍院士、原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科技部門顧問吳
季松談到“人與人工智能”時表示，人工智能第
壹要素就是人，目前人工智能應用到各個方面，
可以超過某些精英個人和專業群體，但它永遠不
能擊敗人類。

他強調，人工智能永遠不能脫離人的幹預，因
此也不可能代替人類，更不可能統治人類和毀滅人
類。但是，人工智能顯然可以改變人類，改變人類
的生活，最重要的不是替代哪些工作崗位，而是提
高人類職業道德、責任心和加強人類的學習欲望和
能力。
談到“創新無界”，吳季松表示，沒有人可以
規定創新的界限，也沒有壹個團體可以規定創新的
邊界，但是創新必須沿著法律的軌道走，這是世界
公認的。
如何看待 2018 年人工智能發展的方向？中國人
工智能研究的先行者、榮膺“2017 年 ECI 中國年度
創新領袖人物”的國際信息研究學會中國分會主席
鐘義信表示，人工智能需要創新，沒有創新精神是

不可以的。“人不是被機器逼到沒事可幹的地步，
相反人借這樣的進步解放了壹般性勞動的束縛，從
事更有創新的工作，這樣社會進步就會更健康、更
美好。”
除了主題論壇，大會還設置了圓桌對話，探討品
牌創新、智能交互營銷、人工智能創新本質等。
近年來頻繁刷屏的故宮文創，讓傳統文化萌起
來。故宮文創項目負責人、“朕的心意”創始人賈燦
表示，自己所做就是堅持傳統文化的傳承與創新。拿
“朕的心意”而言，創新上做得多的就是在傳統文化
的傳承中打造更符合現代人的口味習慣，更符合現代
人的健康理念的產品。比如，壹款曲奇餅幹是根據故
宮的藏品做圖，花紋漂亮，同時又使用健康原材料。
他坦言，對故宮而言，文創產品要接地氣，前提

就是價格不能很高，否則“創新如果不落地，沒有落
到實際生活中去，就沒有實際價值。”
“作為曾經的媒體人，觀察了這麽多企業家，他
們會有壹些共性：眼裏只有目標沒有困難，有責任擔
當的意識，總是樂意創新，有永不滿足的好奇心。”
嘉賓傳媒創始人吳婷認為，創業中創新不可或缺。同
時，創業者除了做好自己，還要帶好團隊，為企業賦
能，為社會增值。
本屆國際數字商業創新節延續傳統，發布了
2017ECI 中國數字商業創新人物獎等四大榜單，不
僅表彰對行業有影響力的人物，也讓更多的行業
“新人”、年輕創業者、跨界意見領袖參與其中，
分享創新觀念、樹立創新榜樣、搭建新的商業合作
空間。

新聞圖片

匈牙利動物園降生大猩猩幼崽 僅壹天大

聚集電線桿 開會
以色列成千上萬只椋鳥

世界最小手機來了
重量為 13
13g
g 屏幕只有 0.49 英寸

﹁
﹂

英國推出了壹款超迷妳的
手機，堪稱是世界上最小的手
手機，
機。重量為
重量為13
13g
g，屏幕僅有
屏幕僅有0
0.49
英寸。
英寸
。
該公司列出了壹些推出這
款 手機的原因
手機的原因，
，比如很酷
比如很酷、
、很便
攜、甚至很可愛
甚至很可愛，
，當然還可以
作為備用
作為備
用機。這只是壹款普
通 的 功 能 機 ， 除打電話
除打電話、
、發
短信之外，
短信之外
，還能容納 300 條聯
系人和 50 條短信
條短信，
， 這款手機
只能使用 Nano SIM 卡，並且
只適用於2
只適用於
2G 網絡
網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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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尚魅力衣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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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入 1 月，天氣越來越冷了，冬天來臨，相信大家已迫不
及待為今年再添上一些冬裝，今期筆者為大家介紹多個來自北
歐的時裝品牌，加上大多數是來自瑞典，其簡約設計的系列冬
裝，尤其是牛仔設計，亦是今年的趨勢之一，在簡約的同時，
令你可以在這個冬季自由配搭，襯托出活潑時尚的休閒風格，
並帶點北歐的風情。

文、攝（部分）︰吳綺雯

Lift Me Up

衫：cheap Monday
裙：5Preview
服裝及袋：
服裝及袋
：5Preview

鮮明圖案 不羈街頭氣息
KTBS
S
T
E
E
W
S

滑板潮流 流露叛逆感覺
瑞典品牌 Cheap Monday 今年秋
冬系列，主題靈感來自美國密西根
州最大的城市底特律，系列的主要
配色以黑色、灰色、白色和卡其色
的色彩搭配，與爆炸性的霓虹綠色
和霓虹粉紅色相互碰撞，構成視覺
延展效果，為整個系列注入了一份
專屬的都市活力氣息。
而且，系列設計細節豐富，焦
點集中於異材質布料拼接和層次配

搭，用上羅紋針織、激光形狀切
割、網布與棉布的拼接、絎縫剪
裁、飛機師外套和上下翻轉等不對
稱的服裝組成整個系列。
加上，Logo Tee 的熱潮再度回
歸，以主題鮮明的圖案設計，包括
超大的骷髏頭標誌、塗鴉風格的手
繪心形和信用卡條碼，配以流行的
超寬鬆剪裁，營造出不羈的街頭氣
息。

瑞典滑板街牌 SWEET SKTBS 全新秋冬系列回歸品牌本
質，重新演繹叛逆的形象，向上
世紀 90 年代滑板文化致敬，當
時是屬於街頭文化，任何的街頭
品牌均擁有自我的風格與態度，
而當中的鬆身工人褲及頭像圖案
更是當時的時尚指標。今季加入
了很多這個年代的流行元素，如
板仔必備的束腳褲、鬆身衛衣、
Logo Tee等。
另外，品牌亦以倫敦地下街
頭時尚為主題，打造一系列的運
動裝和羽絨服，自由叛逆的風格
與 上 世 紀 90 年 代 滑 板 潮 流 結
合，例如，女裝系列大玩衝突元
素，以神聖的天使與夜間黑暗使
者內部間的戰鬥為主題，打造兩
種衝突對立的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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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花圖案 俏皮復古形象

皮革款式 簡潔線條設計
瑞典品牌 Enter 今季以三個系列為核心，如生活
時尚系列、復古系列和斯德哥爾摩系列，更加入了輕
巧系列及防水系列，同時亦與多個品牌推出了 Crossover，其中包括 Enter × Pendleton 的膠囊系列。品牌
精心製作的皮革款式，適用於追求時尚品味的人士，
簡潔的線條設計強調功能的同時，更結合了 20 世紀初
的元素和北歐人的美學信仰。

由瑞典設計師 Emeli Martensson
創立的 5Preview，今個系列創造了一
個女性化並帶點俏皮復古的端莊形
象，就像憤世的 Nirvana 其中一首歌
曲《In Bloom》，靈感來自上世紀
60年代末70年代初倫敦品牌BIBA及
美麗的圖案設計，以及上世紀 90 年
代新派藝術的細節，懷舊的顏色和
徹底的頹廢，造就了搖擺的倫敦街
頭服。

而且，系列採用了品牌上世紀
70 年代的圖形和布料，適合休閒和
派對的打扮，加上其闊身的長褲和
長身的 A 字連身裙襯上短身羊毛夾綿
的飛機師外套。人造毛皮、金色的
薄片圖案、波點圖案、夢幻般的水
彩全身圖案和提花織機圖案，從純
針織到厚實彩色的外套，整個系列
適合任何穿搭，混合和配襯不同造
型。

同

科研緊緻修復精華一瓶在手

簡約冬裝 北歐
北歐風情
風情

美麗密碼

期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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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涼鞋 民族風格
來自墨西哥的休閒涼鞋品牌 CHUBASCO
將墨西哥的熱情帶到亞洲，推出多款人手製作
的涼鞋，將傳統與現代混合凸顯了“Huarache”獨有的民族風格。這是一種以經典的墨
西哥手工技術製作而成的皮帶涼鞋，可追溯到
古老的阿茲特克人。通過傳統設計與現代材料
和技術的結合，品牌創造出獨一無二的休閒涼
鞋，風格和舒適性之間的平衡，使其成為市場
上獨特的多功能涼鞋。

B11
■文、圖︰雨文

早 在 1980 年 代 ， SOFINA 已展開對皮膚緊緻度
及彈力的研究，並世界性
首次發現“彈力蛋白線
維”才是肌膚緊緻年輕的
關鍵，而非膠原蛋白，更
在“彈力蛋白線維分解”
的抑制上取得重大成功，
繼 而 研 製 出 “Lift Professional 科 研 緊 緻 修 復 精
華”，有效恢復肌膚的緊
緻度及回彈力，自 2015 年
推出以來，深受用家支持
及讚賞，並旋即成為日本
銷量No.1緊緻精華。
加上，品牌於最新的
調查發現，40 歲以上人士
對“緊緻度下降”的困擾
有明顯上升趨勢，於是今
年品牌特別採用了獨自開
發出來的“月下香培養液
EX”，配合現有“水嫩緊
緻配方”及“胜肽複合
物”，打造出匯聚 30 多年
皮膚科學研究成果的升級
版 “LIFT Professional Essence EX 科研緊緻修復精
華”，透過高效滲透及瞬
間修復，撫平因
乾燥而浮現的皺
紋，令肌膚水潤
飽滿，賦予肌膚
自生彈力，柔滑
緊緻度進一步昇
華，一瓶在手輕
易 實 現 Lift Me
Up。
售價︰HK$490

唇部：從鼻翼
到嘴角的法令
紋，用一隻手
輕按在法令紋
內側，另外一
隻手向上提塗
抹。

眼部：以指腹輕
按眼頭，緊貼眼
下，由眼頭向眼
尾均勻向上塗
抹。

一抹盈潤唇膏
流露迷人氣色
最近，根據 SOFINA 的調查報告
顯示，近 8 成女性因肌膚、唇部狀態
不佳，而感到化妝品的上妝效果不
好，同時，超過 7 成女性，因塗抹唇
膏後令唇部本身粗糙及乾裂問題更明
顯而煩惱，而 4 成女性有感唇膏不順
滑，伸延性欠佳，導致上妝效果不貼
服均勻。由於唇部沒有皮脂分泌，極
容易出現乾燥脫皮、粗糙唇紋等尷尬
情況，即使是再完美無瑕的底妝和精
緻深邃的眼妝，都會令整個妝容黯然
失色，疲態盡現，欠缺神采。
品牌科研專家深明女生在塗抹唇
膏時遇上的困擾，因此在唇膏的研發
上，不但注重於色彩演繹，還眼於
不同唇部狀態下的塗抹效果，致力使
乾裂粗糙及唇紋滿佈的嘴唇，也能輕
易地塗抹出盈潤亮麗、持久貼服的唇
色，塑造柔滑的上妝效果。於是，全
新 AUBE 一抹盈潤唇膏，就是以追求
“每天都能塑造出漂亮妝容”為目
標，輕輕一抹就柔滑上色，帶出意想
不到的盈潤塗抹感，猶如唇蜜般的滋
潤，讓雙唇時刻營造柔滑貼服的甜美
唇色。 售價︰HK$220（全12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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