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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01:00
明星加油站(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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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在中國(重播)

防務新觀察 (重播) 中國大舞臺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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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0-03:30
地理•中國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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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童年(重播) 中國大舞臺 (首播)
地理•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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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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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姐新發現(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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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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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言洋語(首播) 粵語天地(首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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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文化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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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留學生活(首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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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文化遺產 
(重播)

地理•中國 (重播)
幸福來敲門 

(首播1)
幸福來敲門 

(首播2)
司馬白話 (首播)

17:30-18:00

18:00-18:30
18:30-19:00

19:00-19:30 健身舞起來（首

19:30-20:00
美食鳳味 生活(首播) 防務新觀察  (首播)

20:00-20:30 生活 (重播) 快樂童年(首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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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0-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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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在美國 (重播） 司馬白話(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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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留學生活(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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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加油站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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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來敲門(重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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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關注(重播)

中國功夫(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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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林風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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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我的家 (首播)
台灣心動線 

(重播)
光鹽健康園地 

(重播)
城市一對一（重播

）
休士頓論壇(重播)

電視劇《家的N次方》（首播）（English Subtitles） 特別呈現 (首播)

卡通片《鞠萍姐姐講故事》 (首播)

Howdy 
Philippines!  

(首播)

家庭幽默大賽

來吧灰姑娘 (首播)

特別呈現 (重播)
來吧灰姑娘(重播) 武林風  (重播)

中國民歌大會第一
季  (重播)

武林風 (首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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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季 (首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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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藝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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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鹽健康園地 城市一對一 休士頓論壇 台灣心動線

Howdy Philippines!  
(重播)

家庭幽默大賽（重
播）

電視劇《杜拉拉升職記》 （首播）（English Subtitles） 中國文藝 (首播)

海峽兩岸(首播)
味道(首播) 謝謝我的家  (重播)

健康之路  (首播)

檔案（重播） 文明之旅  (首播)

侨 乡 广 东
主办 : 广东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

  广东获颁两个国家级“中餐繁荣基地”

      “卖全球，买全球！”第 123 届中国进出口商品

交易会（简称“广交会”）4 月 15 日在广州开幕，

境内外参展企业达 2.5 万多家。

　　当日上午，广州下起大雨，但难挡全球采购商

的交易热情，广交会展馆里人头涌动，其中不乏欧

美采购商面孔。

　　广交会新闻发言人、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

徐兵称，本届广交会预计将有来自 210 多个国家和

地区的采购商到会，与去年春季广交会相比，与会

人数保持稳定。

　　在家电展区，智能化空调、冰箱等商品吸引

大量采购商驻足。广东志高集团董事局主席兼总

裁李兴浩称，中国空调行业整个产业链布局得非

常好，从制造、技术到整机等方面都具有全球优

势。

　　广交会自 2007 年起开始设立进口展区，累计

有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万家企业参展。本届广

交会，中国再次释放出主动扩大进口、寻求外贸平

衡发展的信号。

　　本届广交会继续在第一、三期设立进口展区，

吸引了来自全球各地的 617 家企业参展，共有 12

个国家和地区展团，包括首次亮相的乌克兰、泰国

和尼泊尔展团；首次推出“国际日化大健康产业集

群”，吸引了来自美国、法国、德国等国家高端有

机日化品牌参展。

　　本届广交会一期进口展区展品以电子及家电

类、建材及五金类、机械设备类为主，当中不乏国

际知名企业，如美国技术和制造业巨头卡特彼勒公

司、以色列激光测量企业 Kapro 公司等。

　　总部设于新加坡的马来西亚 Eluxgo 公司带来各

类设计新颖的吸尘器，该公司负责人胡国海称，其

连续多年坚持参展广交会，有力开拓了中国、欧洲

等国际市场，目前其公司产品年出口额折合人民币

达四、五亿元。他还准备参展今年 11 月在上海举

办的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来自埃及的一家发动机企业负责人 Fathy Mahound

称，其产品通过在广交会的展示，在全世界打响了

知名度。他称，商品自由贸易将会使全世界的消费

者受益。

       浙江五矿化工公司外贸业务部经理傅强称，贸

易保护主义不符合世界潮流，主动开放市场才能赢

得未来。（程景伟）  

广交会“卖全球买全球” 
境内外逾 2 万家企业参展

       4 月 21 日，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

验区挂牌将满三周年。三年来，广东自贸

区共形成 385 项制度创新成果。

        截至 2017 年 12 月，广东自贸区累计

新设企业 21 万家，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9639

家，实际利用外资 128.5 亿美元。在探索

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

门户枢纽、深化粤港澳合作等方面，广东

自贸区有力发挥了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

放试验田的作用。

◎亮点

三大领域改革创新成果不断

       三年来，广东自贸区不断深化投资便

利化、贸易便利化和金融开放创新等三大

领域改革：

       ——建立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投

资管理制度。区内负面清单缩减至 95 项，

99% 的新设外商投资企业通过备案设立，

办理注册时间从 10 多个工作日减少到最快

2 个工作日。

       ——打造安全高效的国际化通关服务

体系。探索建立高水平的国际贸易“单一

窗口”，货物申报上线率达 99%。实施“互

联网 + 易通关”改革，一般货物进出口平

均通关时间降低 42.6%。

       ——建设金融开放试验示范窗口。截

至 2017 年 12 月，区内 229 家企业办理跨

境人民币贷款业务，汇入金额 429 亿元，

企业备案 43 个人民币资金池。

        以改革促开放，以开放强创新。三年来，

广东自贸区开放与创新步伐从粤港澳大湾

区不断延伸，扩展至“一带一路”建设。

◎计划

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示范区

       下一步，广东自贸区将积极争取更大

的改革自主权、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示

范区，发挥辐射引领功能、打造高水平对

外开放的门户枢纽，全面对接国家战略、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合作示范区，加强改革

攻坚，推进重点专项改革加快落地。

       其中，广东自贸区将重点探索在“一

国两制”和 CEPA 框架下，与港澳加强在

服务贸易自由化及规则对接、产业互补、

资源共享、交通互联、信息互通等方面合作。

       同时，进一步放宽港澳金融、商贸、

法律、航运物流、电信等领域的准入、资

质和经营范围限制，探索与港澳服务业市

场管理标准相统一的行业管理制度。

广东自贸区迎来“三周岁”
新设企业 21 万家，实现 385 项制度创新

粤出台“28 条”抢科创人才 最高资助 1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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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位於KatyKaty黃金地段黃金地段 「「億佳超市億佳超市」」即將開幕即將開幕
人潮匯集人潮匯集 交通便利交通便利 亞洲新天地熱烈招商中亞洲新天地熱烈招商中

(記者韋霓休斯頓報導) 在大休斯頓地區，katy
市近年來的發展速度有目共睹，不僅多家大公司
在此有發展據點，也吸引大批年輕的專業人士在
此安家置產，當然，其中包括許多華裔民眾。人
口不斷的湧入之下，引發各層面的需求，一個又
一個商業廣場方興未艾。今年春天，最受katy華裔
民眾所矚目的，莫過於位在亞洲新天地的 「億佳
超市」即將開幕，此廣場地處Katy黃金地段，原
本就是交通樞紐，加上這個新的亞洲超市就快開
幕，預計未來會是新的人潮匯集中心。

「億佳超市」集團在美國中部、南部都有超
市，由一個富有經驗的管理團隊所經營，供應亞
洲人慣用的各種生猛海鮮、新鮮蔬果、肉類、南
北雜貨、零食、熟食等，讓顧客一次就能買齊日
常生活各種必需品。

「億佳超市」所在的建築是紅磚外牆，外表
看起來非常大氣，廣場內停車位充足，有超過460
個位置。超市內部挑高夠，空間相當寬闊，現正
裝潢之中。目前超市內有旺鋪正在招租，從200呎
到750呎都有，大小可調整，歡迎餐飲業、與各種

零售業來與超
市共享空間與
商機。
Katy 位 於 休

斯頓最大的東
西向主幹道 10
號高速公路的
兩 側 ， 又 有
Grand Parkway
貫通，地理位
置非常好，眾
所周知的 Katy
Mills Mall 是休
斯 頓 最 大 的
outlets。近幾年

來，能源走廊的範圍逐漸向Katy擴展，至少有六
家能源公司在Katy設廠，人口增加迅速，房地產
亦非常興盛。

「億佳超市」所在這個廣場有個別緻的名稱
，叫Little Asia亞洲新天地，位於S. Mason Road與
Highland Knolls Dr.交叉口，周邊環繞發展成熟的
住宅區與商圈，位居Katy的心臟地帶。根據房地
產資料庫所統計，在亞洲新天地5 mile之內約有超
過25萬的人口，此處不僅交通便利，學區也好，

加上業主有意將此打造成國際化與中國風融合的
新型商場，未來的繁華是肯定的。

除了 「億佳超市」內有旺鋪招租，亞洲新天
地也在熱烈招商中，希望打造成結合超市、美食
、生活服務為一體的多功能購物廣場。這裡地點
佳，進出人流量高，環境好，歡迎餐飲業、化妝
品、服裝、酒莊、花店、保健品、旅行社、課輔
班、診所、及其他等各類型店家來進駐，黃金店
面正在等著主人!

負責招商的 Midland Realty Group項目負責人
Ben Ho表示，一個有美食、購物的複合式廣場，
更能滿足消費者林林種種的生活需求，超級巿場
、美食餐飲、流行時尚、零售業集中於一個廣場
內，將引進更多人潮，滿足不同客層的需要，店
家與商場巨大的人流量能相得益彰。目前，已經
與多家知名的餐飲店接洽中，像是著名的韓式冰
淇淋店 Milkcow，還有泰式餐廳、東南亞餐館，
Katy 第一家港式點心店也可能在此誕生。目前仍
有數家店舖正在招租，歡迎洞悉商機的店家把握
機會。

詳情可洽 Ben Ho, Cell:713-539-8188. Office:
713-988-9688。Email: benho@midlandrg.com
Little Asia亞洲新天地的地址是 1525 S. Mason Rd.,
Katy, TX 77450。

「「億佳超市億佳超市」」 即將開幕即將開幕，，所在的建築是紅磚外牆所在的建築是紅磚外牆，，看起來非常大氣看起來非常大氣

廣場內停車位充足廣場內停車位充足，，方便來此購物的民眾方便來此購物的民眾

亞洲新天地位於亞洲新天地位於 S. Mason RoadS. Mason Road 與與 Highland Knolls Dr.Highland Knolls Dr.交交
叉口叉口，，周邊環繞發展成熟的住宅區與商圈周邊環繞發展成熟的住宅區與商圈，，位居位居KatyKaty的的
心臟地帶心臟地帶 「「億佳超市億佳超市」」 鄰近有許多知名的店家鄰近有許多知名的店家「「億佳超市億佳超市」」 供應亞洲人慣用的各種蔬果與生活必需品供應亞洲人慣用的各種蔬果與生活必需品

華工建設太平洋鐵路圖展華工建設太平洋鐵路圖展--APAPA--APAPA 亞太公共事務亞太公共事務
聯盟休士頓分會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聯合主辦聯盟休士頓分會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聯合主辦

（ 本報訊）APAPA紀念華工歷史照片展
2018年的五月份即將到臨, 亞太公共事務聯盟(APAPA) 休士

頓分會已經組織和策劃了一系列的華工建築太平洋鐵路153周年
紀念的歷史照片巡展來慶祝亞裔傳統月.5月5日及6日將在休市
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展出兩天，國會議員Sheila Lee和州議員
Gene Wu已表示支持這項紀念活動。5月7號至11號將在休士頓
總學區(HISD)行政大樓展出5天,最後將在糖城 (Sugar Land)傳統
基金博物館展出兩周.此次巡展將展示大量珍貴的歷史圖片配與
文字敘述，生動地再現了1865至1869年華工在崇山峻岭中,在惡
劣的氣候中,在物資極度缺乏的貧困的生活環境中,用汗水,智慧,甚
至於鮮血和不計其數的性命犧牲才建設出太平洋鐵路.1869年鐵
路貫穿美國東西兩岸,在交通方面形成了一個完整連貫的作業體
系,促使美國大地上物資,文化的快速交流,美國,這幅員遼闊的大國
,在經濟運行上開始連成一片,造就了隨之而來經濟與社會的飛躍
發展. 當年華工用智慧與生命所築出的大鐵路深深嵌入美國大地
，華工對美國建設的不朽貢献也深深嵌入美國的歷史記憶當中.
歷史意義

1862年，美國總統林肯批准通過了第一個建設太平洋鐵路法
案，1869年5月10日，美國中央太平洋鐵路公司總裁、也是著名
的斯坦福大學的創辦者斯坦福把一枚純金的道釘放在釘孔中，然
後舉起銀製的大錘用力砸下……這標誌著美國太平洋鐵路的正式
建成！

在1869年美國中央太平洋鐵路修通之前，美國東西部被崇
山峻嶺、浩瀚沙漠重重阻礙，沒有一條便利的交通線路。巴拿馬
運河也沒有開通，美國人從紐約到舊金山需要乘船繞行南美洲，
最短的時間也要六個月。地理和交通上的困難使得西部成了美國
相對孤立的地區，不僅經濟發展受到影響，也是國家穩定統一的
隱患。

這條橫貫大鐵路，把從紐約到舊金山的交通時間一下子由六
個月縮短成七天，改寫了美國歷史。因此，美國在不太長的時間
裡就發展成為世界上經濟實力最為雄厚的國家。
為什麼是華工？

鐵路工程之所以大量使用選就華工，並不是因為鐵路公司偏
愛華工。當時中央太平洋鐵路公司承包的西段工程地形複雜，氣
候惡劣，不少白人工人應聘後因為受不了惡劣的條件而紛紛甩手
不干，工程進展之慢令人憂心——開工一年鋪軌竟不足50英里
。

在無計可施的情況下，中央太平洋鐵路公司的高管克勞克建
議僱用華工。管理層抱著試試看的心態，在加利福尼亞州僱用了
首批50名華工。 1865年2月，華工在眾人懷疑的目光中走上了
鐵路建設工地。出乎美國人的意料，第一批華工的表現就讓美國
人驚喜。

此前，不少美國人認為中國人身材小、體質弱，不堪重活，
後來他們不得不承認華工能吃苦耐勞、工作效率高。於是，公司
開始廣招華工，甚至派專人到廣東省設立了招工辦公室。

鐵路公司的主管觀察到華工的優點--安分守己，忍耐力強
，節儉度日，比白人儉樸得多，並從不太計較工資的高低. 以勞
工階級而言，他們沉著而安靜，此外，他們非常勤勞，熱愛和平
，耐力也比其他民族強得多。華工的學習能力令人驚訝，他們很

快就學會了鐵路建設工作中所需要具有的專業技術，
而且無論哪一種工作都能在最短的時間內勝任。

太平洋鐵路修築是華工運用了中國人的聰明智慧,
用堅毅負責的態度而完成的. 如果沒有關於試用炸藥
知識並重視炸藥的使用，如果沒有華工在令人目眩的
高空貼在幾乎垂直的懸崖上幹活，如果沒有華工用生
命闖過了其他工人難以忍受的艱苦難關，中央太平洋
鐵路公司負責的路段決不可能短期建成.

最困難的一段路程----在美洲河峽谷以上2000
英尺的地方修築花崗岩的扶壁，和陡峭的岩石路堤，
使鐵路越過開普角。峽谷的兩側沒有立足之地，不屈
不撓的華工用古老的辦法，坐在繩索吊著的筐子裡，
從山頂上放下來，然後懸空用鐵鎚和橇棍把岩石一點
一點地敲掉，開闢一段狹窄的通道。然後再艱難地將
其擴深，最後在美洲河之上1400英尺的地方挖成了一
條鐵路路基。所有這些偉績都是在機械化時代到來之
前完成的。這是用鎬、鍬、鐵鎚和鐵釬完成的，是靠
肩挑土筐、單套馬車拉土完成的。

在全長近1100公里的中央太平洋鐵路上，有95%
的工作是在華工加入築路大軍的四年中完成的。這條
偉大鐵路最艱險的路段，是由以中國人為主的工人修建的。

塞拉嶺通道--華工在修築太平洋鐵路的過程中遇到的困難
是難以想像的。 1866年，華工們開始挑戰工程中最大的攔路虎
——塞拉嶺通道，被稱為合恩角的花崗岩石牆是這裡最難攻克的
險關，它的下部是垂直光滑、深達1000英尺的懸崖峭壁。華工
們腰繫繩索、身懸半空，硬是開出一條行駛車輛的通道。在這段
的施工過程中，有500到1000名華工死於雪崩。

內華達山脈上的中國長城--在與東段公司展開築路競賽的
最後階段，西段華工還創造了一天鋪軌 10 英里 200 英尺(約合
1.6154公里)的世界紀錄！施工中，華工們常以驚人的智慧攻克
難關。 1868年，工程延伸到內華達山脈——地面積雪和時常發
生的雪崩使得已經通車的地段也經常出現阻斷，火車無法通行。
後來鐵路公司從美國東部運來12輛大型鏟雪車，可這些直徑九
米的龐然大物也仍然無濟於事。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華工們沿著
鐵路在容易發生雪崩的地方修建了近70公里的防雪牆。這種建
築實際上是一條用木頭或混凝土建造的隧道，鐵路從中穿過，完
全避免了雪崩的影響。現在，當年華工修建的擋雪牆有一部分已
經廢棄了，但仍有許多路段還在使用之中。所有經過這一帶的人
們都可以遠遠地看到這蔚為壯觀的建築，當地人充滿敬意地把它
稱做”內華達山脈上的中國長城 ”。在施工過程中約有1000名
華工死在這裡。
華工的犧牲

在整個太平洋鐵路建設中，中國華工發揮了驚人的智慧，付
出了巨大的犧牲，目前還沒有確切可靠的文獻材料來估計究竟有
多少華工為太平洋鐵路獻出了寶貴的生命。在築路過程中，華工
死了多少人，根本無記錄可查。但是，當時報紙不時登出開山爆
炸事故、雪崩、塌方、墜入懸崖等等的片斷消息。據現尚健在之
老華僑所言，由羅省至夭馬(Yuma)一段鐵路鋪軌工作，因天時酷
熱，中暑而死之華工可能就達到一萬人。

華工遭受的不公平待遇
然而，為這條鐵路付出了巨大生命代價的華工，在鐵路築成

後，卻遭遇不公正待遇！不僅，鐵路建成舉行慶祝儀式時沒有邀
請華工參加，即便在工作中，他們的工資待遇也比白人低，華工
的高強度、高風險勞動和他們所得的待遇也是很不相稱的。他們
幹的是險工，卻與白種工人不同酬。還不包食宿。華工全部沒有
人身保險，鐵路當局根本不承擔對工人家屬的義務。後來，經過
多次抗議，華工的薪水才漲到與白人接近。但是華工還需要向工
頭付吃、住的費用，連使用的工具也要交錢，而白人則不需要付
這些費用。而且，華工不得不工作更長的時間。

因為華工的勤勞能幹，導致懶散怠工的白人面臨工作競爭，
1882年美國國會正式通過了排華法案，成了美國現代化歷史上、
移民史上和人權記錄史上可悲記錄，
華工，不可忘卻的紀念

這些付出了巨大犧牲與奉獻的華工，在漫長的歷史時期中，
都沒有得到公正的評價。直到1943年10月11日在國際反法西斯
戰爭的關鍵時刻，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才要求美國國會正式通
過立法，廢除一系列排華法令。吉米•卡特在他擔任美國總統時
曾對鄧小平說過:“華裔人數之少，與其對這個國家貢獻之大，
不成比例”。

華工對美國的貢獻足以彪炳美國史冊，並被永恆紀念！今天
，是該給這些大鐵路下面的華工冤魂們公平、公正的評價與懷念
的時候了。華工修建的太平洋鐵路是美國的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
、更是移民為美國做出貢獻的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移民仍然受到歧視的今天，這次展覽尤為重要。在休士頓
的這次展覽希望能吸引了大量的華裔、學生及當地居民前來參觀
，希望喚起人們對久遠的歷史的迴聲。 APAPA在美國多個分會
都曾舉辦這樣的展覽，讓華裔和其他族裔都不忘卻這段重要的歷
史，都不忘卻華工為美國做出的重要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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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01-JESSICA REALTY TEAM王洪旭256C_4

金牌地產經紀人   

手機：832-207-8808
微信：andearwang
E-Mail:wanghongxu001@gmail.com

杰喜地產
Jessica Realty Team

王洪旭 Andrew Wang

住房買賣 商業地產 公寓租售
 專精 ●Sugar Land 糖城

 ●T M C 醫學中心

 ●Pear Land 梨城 ● Katy 凱帝

安可保險
汽車–地產–財務–年金

員工保險–人壽–醫療–養老
Henry Chang PE

713-974-3888(3827)  713-259-9038
地址: 9600 Bellaire Blvd, Ste 205A
         Houston, TX 77036  [鄰華美銀行、王朝醫療中心]

辦公室/ 手機/

電郵: hchang@farmersagent.com

I01-ENCORE安可保險46C_4

德州越棉寮華裔聯誼會暨天后廟第德州越棉寮華裔聯誼會暨天后廟第1616屆理屆理
監事就職珍寶海鮮餐廳聯歡晚宴貴賓如雲監事就職珍寶海鮮餐廳聯歡晚宴貴賓如雲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本報記者黃麗珊攝

雙十國慶籌備會嚴杰夫婦雙十國慶籌備會嚴杰夫婦、、陳美芬夫婦陳美芬夫婦、、
陳月燕陳月燕、、AngelAngel 裴裴、、黃春蘭美南旅黃春蘭美南旅館公會館公會
葉德雲葉德雲、、吳國寶出席吳國寶出席越棉寮華裔聯誼會越棉寮華裔聯誼會

就職就職晚宴晚宴

天后廟天后廟理事長理事長 周滿洪夫婦感謝高棉舞團周滿洪夫婦感謝高棉舞團
共襄盛舉共襄盛舉

天后廟天后廟 會長會長翁作華翁作華、、第一副會長第一副會長楊贊楊贊
榮榮、、 副會長副會長 張鎮琰張鎮琰、、副理事長陳作堅副理事長陳作堅

向佳賓們敬酒向佳賓們敬酒

美南銀行郭子彬副總裁率行員們出席美南銀行郭子彬副總裁率行員們出席天天
后廟第后廟第1616屆理監事屆理監事就職就職晚宴晚宴

番港會館譚梓康夫婦番港會館譚梓康夫婦、、陸忠夫婦陸忠夫婦、、黎瓊芳黎瓊芳
、、Peter LeungPeter Leung、、簡先生夫婦參加簡先生夫婦參加就職珍就職珍

寶海鮮餐廳聯歡晚宴寶海鮮餐廳聯歡晚宴

天后廟天后廟理事長理事長周滿洪周滿洪、、第一副會長第一副會長楊楊
贊榮贊榮、、副理事長江鎮煖副理事長江鎮煖、、陳作堅陳作堅、、李明李明
德德熱烈歡迎德州潮州會館林國雄秘書長熱烈歡迎德州潮州會館林國雄秘書長
夫婦夫婦、、林焌軒副秘書長林焌軒副秘書長、、馬強夫婦馬強夫婦、、李李

豪夫人豪夫人、、柯文孝等柯文孝等

天后廟天后廟理事長理事長周滿洪周滿洪、、第一副會長第一副會長楊贊榮楊贊榮、、副理事長江鎮煖副理事長江鎮煖、、李明德李明德、、秘書長秘書長陳錦泉陳錦泉歡迎德州歡迎德州、、關帝廟吳華利會長夫婦等關帝廟吳華利會長夫婦等

天后廟天后廟理事長理事長周滿洪周滿洪、、第一副會長第一副會長楊楊
贊榮贊榮、、副理事長江鎮煖副理事長江鎮煖熱烈歡迎熱烈歡迎
AustinAustin天后宮陳泰洲等理監事們天后宮陳泰洲等理監事們

華埠酒莊東主華埠酒莊東主JackieJackie夫婦及經理瑋哥夫婦夫婦及經理瑋哥夫婦
參加參加天后廟第天后廟第1616屆理監事就職屆理監事就職聯歡晚宴聯歡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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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僑健康日全僑健康日」」食品安全講座食品安全講座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本報記者秦鴻鈞攝

雀巢公司董事長雀巢公司董事長Alex Cheng (Alex Cheng ( 右立者右立者 ）） 談食品安全談食品安全。。

主辦人施惠德醫師主辦人施惠德醫師（（ 左左 ）） 頒獎給雀巢董事長頒獎給雀巢董事長Alex Cheng (Alex Cheng ( 右右 ））

主辦人施惠德醫師主辦人施惠德醫師（（ 左左 ）） 頒獎給主講人之一頒獎給主講人之一 「「 邦元食品邦元食品 」」
代表代表GaryGary 邱先生邱先生（（ 右右 ）。）。

主辦人施惠德醫師主辦人施惠德醫師（（ 右右 ）） 頒獎給主講人之一休巿巿政府頒獎給主講人之一休巿巿政府 「「食品食品
安全安全」」 部門部門 代表徐俊義先生代表徐俊義先生（（ 左左 ）。）。

休士頓巿西南管理區主席李雄休士頓巿西南管理區主席李雄 先生先生（（ 左一左一 ）） 以他當年從事超巿的經驗談食品安全的重要以他當年從事超巿的經驗談食品安全的重要。。

雀巢公司董事長雀巢公司董事長Alex ChengAlex Cheng （（ 立者立者 ）） 在會上發表食品安全經在會上發表食品安全經
驗談驗談。。

出席座談會的協辦各單位人士出席座談會的協辦各單位人士。。

「「邦元豆腐邦元豆腐」」 代表代表GaryGary 邱回答現場觀眾對食品管理的疑問邱回答現場觀眾對食品管理的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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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明中醫針炙師 (ACOO196)

9889 Bellaire Blvd Suite A119
Houston, TX 77036

中醫全科 / 頭痛 / 偏頭痛 / 頸背腰痛 / 各種過敏症 / 氣喘咳嗽各
種胃病 / 男女不孕症 / 性功能障礙 / 月經不調 / 更年期綜合症
各種腸胃病 / 運動損傷 / 戒煙 / 神經性疾病 / 高血壓 / 中風偏癱
口眼歪斜 / 風濕關節炎 / 內分泌失調 / 肝病等...

A03_LU MING呂明中醫2456B_4

主
治

御醫
傳人

免費
諮詢

中國吉林長春中醫學院畢業
具有41余年臨床經驗

美國德州執照中醫針炙醫生

Ming Lu Acupuncture Clinic

~ 科學中藥
           一次性針炙針~

713-271-0118
預 約 電 話 /

週一至週五：10:30AM-4:30PM
週六、日：9AM-1PM 週四休息

門 診 時 間 /

門 診 地 址 /

美國第41任總統老布殊（George H W. Bush)的髮
妻和第43任總統小布殊（George W. Bush)、前佛羅
里達州州長傑布(Jeff Bush)的母親芭芭拉布殊（Bar-
bara Bush))，以92歲 的高壽，於4 月17 日魂返瑤池
！但其夫君老布殊仍然健在，打破了 世上一般男仕
先走的常規！

自45 年我從澳門移民美國，5 年後入籍歸化為美
國國民後，美國已成為我的第二個國家。從上世紀
1973 年起，美國歷經尼克遜、福特、占美卡特、朗
努列根、老布殊、克林頓、小布殊、奧巴馬、特朗

普9 任美國總統，已先逝的是尼克遜、福特、朗努列根，其餘6 位
總統及夫人，仍然健在。美國人愛稱在任時的總統夫人為：第一夫
人（First Lady)， 而當她們年事已高時，則尊稱為國母.不過，在大
多數美國人民心中口中，是以剛離世的芭芭拉布殊為眾口一致的美
國國母！因為她是242 年美國歷史上，第二位既是第一夫人，又貴
為美國總統母親的身份！生前為人妻和為人母，都是成功的典範！
廣受千百萬國人尊敬，被稱得上為美國國母， 「實至名歸」！

芭芭拉多年來深受慢性阻塞性肺病和鬱血性心衰竭所苦，於
2009年曾動過心臟手術，近8 年，不斷接受嚴重甲狀腺疾病治療。
近月來，她的健康情況惡化，需要返回休士頓家中，接受安寧照護
。 家庭代言人在她去世前的4 月15 號，才對外公開宣告：決定拒絕
進行進一步治療，僅以健康護理照顧進行。那知兩天之後，，壽終
就寢，享年92歲。芭芭拉撒手人寰，身後留下5名子女以及17個孫
子和7個曾孫。

芭芭拉以一頭雪白銀髮和
保護家人的強悍作風著稱
，丈夫和子女因此都喊她
「銀狐」（The Silver Fox

）。她的性格頑強、慧黠幽默，又直來直往，經常語出驚人死不休
。在很多方面上，芭芭拉於尋常美國人心目中的聲望，凌駕在她的
夫婿和多位兒子之上。老布希伉儷是美國結縭最久的總統夫婦，結
婚72年。芭芭拉在休士頓家裡與世長辭時，老布希一直握著她的手
，對痛失愛妻傷心不已。他18日強忍悲痛說： 「我們知道生命會持
續下去。所以不要為布希家人擔心。」

少女時代的芭芭拉名字叫皮爾斯(Barbara Pierce)1925年生在紐約
市皇后區法拉盛的救世軍布斯紀念醫院，後來搬到紐約市郊。她16
歲那年，在聖誕舞會上，與未來的丈夫老布希相遇，從此結下長達
76年的一生之緣，直到她以92歲高壽辭世，才畫下句點。她曾在接
受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訪問時說： 「我嫁給了我這輩子第一次接
吻的男人。」真是既溫馨浪漫，又忠於愛情，贏得了千百萬對美國
夫婦的敬重！

1999年，老布希與妻子數十年的愛情故事，透過兩人書信往來
內容的公開，讓外界有機會一探究竟。其中一封老布希給芭芭拉的
信上寫著： 「妳帶給我的快樂，是很少男人曾經擁有過的。」

1941年聖誕節舞會，是芭芭拉與老布希愛情故事的起點。當時
，芭芭拉是出版家的女兒，正準備要到南卡羅萊納州上學，而17歲
的老布希，則是受訓中的海軍飛行員。他在舞會上遠遠看到穿著紅
綠兩色聖誕洋裝的芭芭拉，馬上一見鍾情，要求朋友幫忙介紹。

經過一年半的交往之後，老布希1943年8月向芭芭拉求婚，旋
即以海軍飛官的身分加入二次世界大戰。服役期間，他把三架開過
的飛機都取名為 「芭芭拉」，其中一架還是魚雷轟炸機。

老布希與芭芭拉在1945年1月6日結婚，1946年生下未來總統

的長子小布希。1953年，他們的三歲女兒羅賓(Robin)被診斷出血癌
，與病魔對抗七個月後不治，是老布希夫婦一生的最痛。

翻看老布殊一生，他曾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當兵殺敵，停戰
後，搖身為石油經銷商，發跡至富後，才走向華府從政。因為他們
的出身在美國德州休斯頓及美蘭（Midland)., 所以有一段很長的時間
，為美國東北部政治圈內的高貴白人政治家所看不起，貶稱布殊一
家僅僅是 「牛仔之星」（The Star of Cowboy) 而矣（即滿腳牛屎，
難登華府大雅之堂）。不過1976 年，老布殊被當年美國總統委任為
美國駐北京聯絡主任，駐守在中國首都北京多年，其平民化作風，
樸實無華的工作風格，贏得中美外交界的一片讚譽，為後來上世紀
八十年代競選41 任美國總統，創造了有力有利的優異條件。

老布殊一家住在我現居城市休斯頓（Houston），父子先後成為
美國總統，是我們德州州民、休斯頓市市民的光榮！芭芭拉老太太
離世，我有點哀傷！說到底，她曾為中美兩國建立邦交，出過力氣
。因此在4 月20 日休士頓聖馬丁主教教堂開放民眾悼念前第一夫人
芭芭拉‧布希時，我夫妻兩人，跟隨着數以千計駕車人仕，花上兩
個多小時，入到教堂內，向她致以最後的敬意。（翌日的舉殯儀式
，僅限官方人員及指定親友應邀出席，一般平民百姓只能透過電視
台作現場直播）。我們見到前總統老布殊在民眾入場前，在女兒桃
樂絲‧布殊‧陪伴下，坐著輪椅，默默地望著芭芭拉的靈柩，也面
對前來教堂為愛妻悼念的大批群眾。他已屆93歲高齡，剛遇上喪妻
之痛，但也堅強地坐在靈柩旁的輪椅上，向到場人仕答禮，並與民
眾一一握手。我夫妻二人緊緊握著老布殊的手掌時，自然憶起我慈
母來，她月前剛以90 歲高齢駕鶴西去。此際双母在天 ，希望同樣照
顧美國國人及我家人 ！

離開教堂時，夕陽西下，我心中忽然想起兩句詩句來：
「樹繁枝茂花長好 志在春秋氣更雄」願中美兩國長治久安，並

肩強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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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既是長期貿赤 為何可以長存？

楊楚楓楊楚楓

特 朗 普
指控他的
前任，任

由中國長期在貿易上揾美國着數，全無反制的決
心。他認為這是懦弱的表現，而他一定會以美國
的利益為重，會引用301條款，對中國還以顏色。

他之所謂被中國揾了着數，主要是指中美之
間的貿易，是美國人買中國製造的產品多，中國
人買美國製造的產品少，以至中國人從美國身上
賺到的錢多，美國人從中國身上賺到的錢少。

這種情況特朗普的前任老布殊、克林頓、奧
巴馬多位美國總統，又怎會不知道？只是他們認
為有貿赤不要緊，而且對美國有益。因為，中國
輸美的產品價廉物美，美國人民覺得抵買，才會
出錢去買的。中國是商品的製造者，美國則是商
品的享用者。做享用者當然勝過做製造者。中國
人捱世界，讓美國人歎世界，這對美國有甚麼不
好？

金錢雖然給中國人賺去了，但中國賺到了的
錢，大部分用來買美國的國債，等如把賺來的錢
又再借給美國，讓美國可以繼續用中國借給他的
錢來買中國貨。這樣不斷循環下去，美國人就可
以長歎，中國人就要長捱，他們豈不妙哉！

這種事情只有美國能做得到，其他國家如果
也這樣做，很快就會出問題，難以為繼的。原因
是，一個普通國家若是長期出現龐大貿赤(美國不
但對中國有貿赤，對很多國家亦有，只是問題沒
有中國那麼嚴重罷了)，他的貨幣就會貶值，再也
沒有能力不斷進口了。

內地在改革開放前，經濟發展水平低，所生
產的商品在國際市場上缺乏競爭力，沒法靠出口

賺到太多的外匯(當時主要靠副食品輸港），所以
想進口也沒有錢，因為那個年代，中國的人民幣
是沒有用的，要進口就必須用其他國家也能接受
的貨幣，當時主要是美元、英鎊與日圓等。因此
，一個普通國家如果想進口，必須先出口，待賺
到外匯(主要是美元)後，才可以向別國買想進口的
商品。

在這種情況下，普通國家只可以在個別年度
出現貿赤(靠動用以前積累的外匯儲備，或向別國
舉債)，不可能像美國那樣長期貿赤，因為儲備總
有用光的一天，而舉債多了，別國就會不肯借，
落入前年希臘一樣的命運。

美國的情況就大大不一樣，美元是全世界都
接受的國際貨幣，用來進口甚麼都沒有問題。在
這種情況下，美國人就可以不事生產，不出口足
夠的商品，也一樣可以進口，享用全世界最好的
商品。若是錢不夠，便發債或向銀行借，若是銀
行不夠錢，還可以靠聯儲局QE。

美國人就是憑印鈔紅利，可以 「少做功夫，
多歎世界」。這是世上何等美妙的事，美國人怎
會輕易放棄？因此，特朗普絕對不是想解決美國
的貿赤問題──變成不再有貿赤；而是想維持以
後都可以長期貿赤，也不致於出問題。關鍵是要
全世界的人繼續相信美元，接受美元。

怎樣才能做到這樣呢？唯一的方法就是要美
國的國力可維持全球一哥的位置。然而，中國正
在崛起，且增長的速度比美國快，以現時中國的
增速，估計到2030年已可超越美國。因此，美國
必須設法為難中國，令中國的增長減速。這才是
打貿易戰的主要原因。美國不會真的不想要貿赤
。

當今世界上有着
百多個國家。普通一
個國家，是不可能長
期有龐大的貿易赤字

而經濟仍能正常運作，一如貿赤沒有出現過一樣
。只有美國才可以那麼超級。美國之所以能夠舉
重若輕，是因為美國有發鈔紅利，不愁因貿赤而
出現外匯不足問題。以至美國可以不事出產，依
然可以享用他國生產出來的商品，隨意用印出來
的美元，來購買全球資源，讓美國人的生活，可
以過得比全球大部分國家人民的生活都要好，而
且好得多，好得令人羨慕、或生妬。

然而，正因為發鈔紅利令一切來得太容易，
反而替美國經濟帶來隱憂，走上了潛力漸失的不
歸路。二千年前中國的大哲學家老子己說過：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就是這個道理。

美國作為世界第一強國，令美元成為全球都
樂於接受的通用貨幣與儲存貨幣。在這種情況下
，美國可以按自己的判斷，來發行世界所需要的
美元，無需先生產出等值的財富，作為發行貨幣
的基礎。這樣，美國就可以靠印美元，去換取外
國生產的商品，而不用靠自己的出口去換取。

普通國家，若想進口外國商品去補自己的不
足，就得拼命生產，靠出口去賺外匯，有了外匯
，才可以支付進口的費用。這種需要，令經濟發
展有一個天然的平衡點，不容長期出現貿赤，而
進口的需要，會推動一個國家，不斷提升自己的
出口能力，令經濟發展，可以不斷有動力。而美
國卻因為沒有賺外匯的需要，美國的經濟，反而
失去了原動力。

上世紀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初期，美國的工
業生產，仍然是相當蓬勃。全世界的人，都喜歡
買 「made in USA」的商品。當年美國連成衣業，
也有得出口，至今世界上不少男仕愛穿得 「Arrow
」恤衫，就是一隻有着80 年歷史的響噹噹的牌子

。但今天不要說世人，連美國人自己，想在美國
本土買到 「made in USA」的 Arrow」恤衫產品，
也不容易。有的也已是從外國地方縫製出來的原
美國 「鴉努」恤衫了。可憐的是大多數人未明此
理。正因為美國有發鈔紅利，美國人並沒有意識
到自己國家的經濟，正逐步逐步走入危機中來。

再看鋼鐵業與汽車製造業，曾是美國的強項
，但美國卻任由日本、德國、韓國、中國等國家
的汔車，一一超越自己；既不肯花錢去更新生產
設備，又不肯花氣力去壓低自己的營運成本；到
今天才想靠關稅來保護自己的工業，實在已經太
遲了。因為美國的製造業，實在太落後，成本太
高了。即使關稅令中國貨的售價大升，美國的消
費者，也不會、不願意去買美國自己生產的商品
，美國人還可以選擇來自印尼、墨西哥、以至土
耳其的商品。特朗普說，要把工作帶回美國，那
先要看看美國工人肯不肯拿第三世界的工人一樣
的工資，並以同樣的勞動強度來工作。很多經濟
學家都預期，美國增徵關稅的結果，只是換了一
批入口國家。但由於新的一批商品供應國家，本
來並非最有競爭力的國家，所以來價較高，質素
較差，而美國的消費者，付出較高代價後，卻少
了選擇。另一方面，美國的產業工人，卻一樣沒
有工作可做。

發鈔紅利除了令美國的製造業衰落，貿赤不
斷惡化之外，最要命的是整個國家，不論是政府
還是人民，都習慣了舉債度日。普通人想消費，
可以刷信用卡，政府要花錢，可叫議員提升國債
的上限。這種做法太容易了，已成了經濟學上的
途徑依賴，今後會愈來愈難扭轉。美國這一代的
輕鬆消費，將變成下一代的沉重負擔。如果美國
一旦失去發鈔紅利，下一代真是不知道可以怎樣
過日子。

因此我可以大膽講一句： 美國貪發鈔紅利 ，
變禍國殃民！

楊楚楓楊楚楓

別了，美國國母芭芭拉布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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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品牌玩具企業廣交會上受青睞

出口預期向好

綜合報導 世界最大玩具零售

商“玩具反鬥城”今年3月底宣布

破產的消息引發行業關註，而就

目前情況看來，中國玩具產業受

其影響有限。正在廣州舉行的第

123屆廣交會二期上，中國品牌玩

具企業對出口市場預期普遍向好。

中國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玩

具生產和出口基地，其中來自廣

東的出口額占比超過壹半。受惠

於創新產品頻出、歐美經濟復蘇

等利好因素刺激，去年中國玩具

在全球市場十分好賣。據中國玩

具和嬰童用品協會日前發布的數

據顯示，2017年以來中國玩具出

口形勢樂觀，當年出口金額達

441.5億美元，同比增長31.2%，創

近10年來最大增幅。

記者走訪本屆廣交會二期

玩具展館發現，註重設計創新、

技術含量高、積極開拓營銷渠

道的品牌玩具企業更為“玩得

轉”。

在北京凱藝玩具有限公司展

位上，壹款“太空沙”手感細膩

柔軟，且不粘手，放在手上還會

自然流動。壹名年輕的非洲采

購商壹邊玩沙子壹邊笑著對記

者說：“很好玩”。

該公司總經理劉樹平稱，這

款太空沙無毒安全，是由自然沙

子和交聯劑制成，不會很快變

幹，塑形度也很高，讓小朋友們

可以盡情發揮想象力。他表示，

由於技術含量較高，這種太空沙

玩具的附加值和出口價格更高，

目前在歐美國家賣得不錯。

不同於普通積木玩具，上市

企業廣東邦寶益智玩具股份有限

公司參展的系列教育機器人積

木，不但可以搭出挖掘機、推土

機、坦克等多種造型，還能監測

濕度、溫度、風向等，甚至具有

超聲波避障功能，讓小朋友在玩

積木同時，也了解到了物理、化

學等方面的知識。

“玩具產品已經不能僅限於

好玩，還要玩了之後有知識的收

獲。”該公司經理洪鑫表示，只

有不斷創新技術和設計，貼近外

國市場需求，企業才能保持較強

的出口競爭力。

除了新奇的益智、智能類玩

具，廣交會玩具展館更多是的布

娃娃等傳統玩具，這類中國玩具

企業面對國際市場越來越激烈的

局面，也紛紛走轉型升級之路。

作為毛絨玩具行業領軍企業

的山東威海丘特工藝品有限公

司，近年來努力走自主高端品牌

路線，積極拓寬國際營銷渠道。

據該公司負責人介紹，公司在布

魯塞爾設立了展銷中心，直接向

歐洲客戶展示產品，對接當地經

銷商，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雖然目前中國玩具出口市場

仍然以傳統的歐美地區為主，但

隨著新興國家經濟的發展，中國

玩具出口市場更加多元化。不少

中國玩具企業人士稱，近年來，

南美、中東以及俄羅斯等國家

和地區的玩具市場需求逐步釋

放，這給中國企業帶來了更多

的商機。

長久以來，中國大多數玩具

企業主要采用代工生產模式，但

近年來這種情況已經有所改觀。

本屆廣交會上的自主品牌玩具企

業占據了壹定比例。廣東省玩具

協會會長李卓明稍早前亦稱，2017

年廣東以加工貿易方式出口的玩

具產品所占份額較2016年下降9.7

個百分點，占比下降至42.52%，

而早期這壹比例在90%以上。

全球首創可完全替代人工的環衛設備亮相長沙
綜合報導 自動感知到周邊行人車輛、對垃圾

進行追蹤清掃、根據垃圾種類及負荷調整作業車

速、掃盤轉速等作業參數……24日上午，全球首

創、可完全替代人工的環衛智慧作業機器人、無

人駕駛小型掃路車等新壹代人工智能產品首次在

長沙亮相。

這兩款產品均由由中聯重科環境產業有限公司

研發。在當日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中聯環境執行

總裁陳培亮介紹了環衛產業人工智能新產品趨勢，

描繪了未來智慧城市全環境治理場景。

陳培亮說，傳統環衛工作以人機結合作業方式

為核心，以人為主，設備為輔。但隨著市場化與服

務要求的提升，垃圾“三化四分”難度大、工作效

率低、人事物監管難等問題將是環衛工人必須解決

的問題。“環衛智慧作業機器人、無人駕駛小型掃

路車為解決這些問題提供了方向。”

在現場，中聯環衛智慧作業機器人“綠色精靈”

圓胖的身體，橘紅色的機械手臂，“萌萌”的外表

吸引了眾多參觀者。它不僅可以對垃圾進行智能識

別清撿，通過機器臂加裝吸管頭、洗地裝置、修理

剪刀，還可變種實現智能定點清洗、園林裁剪、定

點吸拾。加上它使用的是綠色新能源動力，可以自

動無線充電續航，這個“綠色精靈”成為了全球首

創的、可完全替代人工的高端環衛裝備產品。

“這將大幅度提升環境保衛工作的效率，杜絕

環衛工人工作時的安全隱患和安全事故的發生，大

幅度節省環境環衛人力成本。”陳培亮說，中聯環

境的環衛智慧作業機器人可廣泛應用於廣場、公園、

產業園區、人行道、街區、生活小區、機場高鐵等

眾多場所。

同時亮相的無人駕駛小型掃路車也讓人眼前壹

亮。這款全液壓驅動的智能掃路機，不僅實現了全

工況無人駕駛能力，能自動感知到周邊行人、車輛、

動物等物體，還可以對垃圾進行精準的追蹤清掃，

會根據地面垃圾種類及負荷，調整作業車速、掃盤

轉速、風機功率等作業參數，實現節能清掃。其運

行視頻、作業軌跡和工況數據等都會實時傳輸到調

度雲平臺，支持遠程對它進行實時控制，是行業內

第壹款可“實戰”作業的無人掃路車。

“早上六點，妳起床後提著垃圾出門，來到小

區內的智能分類垃圾桶前，垃圾桶自動識別妳手中

的垃圾袋，實現分類丟棄。在上班沿途，妳將看到

無人駕駛的新能源動力抑塵車、新能源動力掃路車

正在井然有序的作業，智能市政園林作業機器人正

在修剪花木，智能環衛保潔作業機器人正在撿拾路

上的垃圾……”

現場，陳培亮向大家描述了這樣壹幅智慧城

市全環境治理的未來場景。作為行業內極少數集

設計、制造、建設、運營於壹體的大型環境治理

綜合性企業，陳培亮介紹，未來5至10年，中聯

環境將投資30億元人民幣用於建設環境產業智能

工廠，投入50億元用於創新研發、籌備200億元

用於環境投資運營，將能夠基本實現智慧城市全

環境治理。

探訪巴黎探訪巴黎““渡橋渡橋””舊書店舊書店 收藏有收藏有1717至至1919世紀精裝書世紀精裝書

孔泰－貝亞呂在法國巴黎“渡橋”舊書店內整理圖書。在法國巴黎塞納河左岸拉丁區盧森堡公園旁，有家名為
“渡橋”的舊書店。它由法國詩人馬塞爾·貝亞呂於1949年創辦，並於1973年搬至現址，目前由他的遺孀若澤·孔
泰－貝亞呂經營，主要販賣當代詩集、小說、美術畫冊以及17至19世紀有收藏價值的精裝書。

英國凱特王妃安全產子英國凱特王妃安全產子
民眾醫院外歡呼慶祝民眾醫院外歡呼慶祝

英國肯辛頓宮公
布消息稱，凱特王妃
於當天上午生下壹名
男嬰。這是凱特王妃
和丈夫威廉王子的第
三個孩子。圖為倫敦
市中心的聖瑪麗醫
院的林多私人分院
門外，圖為壹名身
著傳統公告報信員
服飾的男子（右）
向民眾宣告凱特王
妃產子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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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德文郡的佩恩頓動物園英國德文郡的佩恩頓動物園，，兩頭西部低地大猩猩為爭奪食物兩頭西部低地大猩猩為爭奪食物，，看看
起來是要進行壹場拳擊賽起來是要進行壹場拳擊賽。。動物園的飼養員們將這場爭奪稱之為階級戰動物園的飼養員們將這場爭奪稱之為階級戰
爭爭。。畫面中畫面中，，低階級的猩猩低階級的猩猩KivuKivu努力地保護著自己的食物不被中級的大努力地保護著自己的食物不被中級的大
猩猩猩猩KiondoKiondo奪走奪走。。園內的壹名遊客拍攝下了這些畫面園內的壹名遊客拍攝下了這些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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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讯息

野味 v.s.养殖：口感、营养、安全大比拼

渊三分之二冤

事实：
野生动物的肉类与养殖的确实有差异，但哪种口感更好，很大程度受进食者主观感受的影响，不能说哪

种更好。而且，口感也不决定营养价值。就算偏好野生动物的口感，不在乎营养价值，野生动物带来的健

康风险却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重点。

口感好，不代表营养价值高

野生动物跟养殖动物的口感确实存在差异。野生动物在野外为活下去疲于奔命，因此肌纤维发达，脂肪

含量少，口感更筋道。而养殖的动物由于缺少一个让它们不停奔跑的环境，因此肌肉中脂肪含量会比野

生动物要高，口感也偏向细腻、柔软，而且现代养殖实际上也是一个不断筛选培育更符合人们偏好的肉

类的过程。但是，哪种口感更好，取决进食者的主观感受，很难说野生动物的口感就

比养殖动物要好。

以鸡肉为例，鸡肉的香味很大程度上由其中的“呈味核苷酸”决定，而“劲道”“有嚼头”则是由肉中的胶原

蛋白和弹性蛋白决定。这些决定风味和口感的成分跟鸡的生长期有关。生长时间越短，“鸡味”越淡，也越

嫩。不过这些影响风味口感的成分跟营养没有什么关系。

另外，“标价越高的红酒越好喝”的心理作用也会影响人们的对于食物的判断。市场上，野生动物的价格

甚至可以是同物种养殖产品价格的几倍，可能令人产生“越贵的东西味道越好”的心理暗示。

野味：美味的风险

在某些人热爱生鱼片的人眼里，野生的生鱼片毫无疑问是一道珍馐，有些人甚至觉得野生的生鱼片可以

随便吃。但三文鱼、大马哈鱼、金枪鱼、海鲈鱼、鳕鱼、带鱼等作为异尖线虫的中间宿主，其体内感染的异

尖线虫如果进入食用者体内，虽然无法在发育为成虫，但其幼虫对人体的伤害也不容忽视。大量活虫进

入人体造成的急性异尖线虫病虽然少见，但并非罕见，曾有报道称，研究人员在一条鳕鱼身上分离出 800

多条异尖线虫幼虫。而过敏性异尖线虫病的发生率则高出很多，对人体造成的危害也更为严重。（更多详

细内容请看：海鱼有虫，生食小心）

而蛙和蛇作为常见的被食用野生动物，则是某些迭宫绦虫最喜爱的中间宿主。有新闻表明甚至在一条蛇

身上发现了 150多只迭宫绦虫的中绦期幼虫[3]。当然，养殖的动物也可能存在这个问题，不过至少在有

人工介入的情况下，寄生虫感染会得到有效控制。

另外，野生动物携带的病毒也可能经由密切接触或被食用而感染人类，譬如前不久引发大家恐慌的 H9N7

禽流感病毒，2003年引起非典疫情的 SARS病毒，科学家经过追踪发现它很有可能来源于野生动物。

即使对野生动物进行极度彻底的烹煮，彻底杀灭病菌与寄生虫，那么食客们还必须面临下一个风险———

毒物属富集作用。即在自然界中，污染物如重金属通过较低营养级生物进入生物链，传递到营养级较高

的生物，导致营养级越高的生物，其体内无法分解代谢的有害物质堆积越多，且重金属无法有效去除。许

多人热衷的野生鲨鱼、石斑鱼、各种食肉动物，都是富集作用严重的生物，并且富集的重金属随着体重和

年龄的增长而增加[5]，因此，食用这些野生动物，也意味着接管它们蓄积了一生的重金属。

目前，我国允许梅花鹿、北极狐、野猪、非洲鸵鸟等 54种野生动物[6]在取得人工驯养繁育许可后，进行

人工驯养繁殖，并且用于商业用途[7]，这是对野生动物利用的一大步，经过审批检疫后进入市场的野生

动物可以在最大程度上规避其带来的健康风险。不过从现有的情况上来看，合法商用野生动物的市场依

旧不容乐观，也许是因为经过人工驯养繁殖后的野生动物听上去不是那么“尊贵”，人们对“纯野生”动物

的追逐，导致现在贩卖野生蛇类的情况仍然存在。

被误读的养殖业

青睐野生动物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们对养殖业的一些误解。提到养殖业，许多人的第一印象是用

“激素”、“抗生素”喂养的动物，因此觉得养殖的动物会对人体健康造成不良影响。

提到养殖业与激素，首当其冲的就是水产养殖和鸡肉。最早称水产养殖采用避孕药的是 1998年的《成都

商报》，该报报道称：重庆一养殖户向记者报料，其在黄鳝饲料中添加避孕药，使黄鳝长得又肥又大。事实

上，黄鳝是一种具性逆转特性的生物，雄性体型较大，而避孕药大部分为雌激素，黄鳝摄入雌激素后会转

为雌性，这毫无疑问是件得不偿失的事。后来又演变出“避孕药养虾”，“避孕药养蟹”之类的谣言。[9]但

真实情况是，虾蟹对激素水平极其敏感，若喂食避孕药稍有不慎就可能引起大面积死亡。养殖户不太可

能做这种提高成本减少收益的事。

至于“激素养殖”导致儿童性早熟的问题，同样是个谣言。以鸡为例，现在我们吃的肉鸡正是通过无数次

的杂交育种和极为严格的饲养方法带来的产物，肉鸡的品种就决定了其极快的生长速度，无需激素助

长。根据 2005年修订的《商品肉鸡生产技术规程》，肉鸡在 6周龄（42天）的体重指标为 2.42千克[10]，

这个行业标准在许多消费者眼里似乎是有点疯狂，但这是科技带来的实惠，否则，我们会处在一个只有

少数人能吃得起鸡肉的社会。

而《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和《兽药管理条例》更是明文禁止使用激素饲养[11]，因此，在正规合法

的养殖场，所谓的“激素养殖”存在的可能性很小。

但是我们人工饲养的动物还有个问题，那就是抗生素残留。不过，要谈抗生素残留的安全问题，必须要看

其残留剂量。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第 235号公告》，其中详细规定了各种兽药在养殖动物身上的

安全残留标准，只要在规定限量以内，就是可以放心食用的[12]。

合理利用，保护生态

食用野生动物的问题不仅仅在于“食品安全”的问题上，更重要的一点在于生态保护上，虽然地球上每年

都有因为不能适应环境而灭绝的动物，但是，更多野生动物是由于人类捕杀而濒临灭绝，今天的野味，也

许明天就成为了博物馆里的拉丁文名字。

结语
野生动物在营养价值方面并不比养殖动物更高，反而有较高的食用风险，而养殖的动物在兽药残留标准

下是可以放心食用的，因此，个人认为与其冒健康风险去破坏生态，还不如选择更安全廉价的养殖动物。

动物还是要吃野生的好，养殖的无论口感还是营养都比不上野生的。野味（野生动物

制成的食品）味道鲜美、口感好，营养价值也更高：脂肪含量低、蛋白质含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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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郭正謙）冠軍到手的
傑志28日面對冠忠南區
起用小將鄭展龍為進攻
核心，而這名新星亦不
負眾望交出兩入球兩助
攻，助傑志以4：1大破
對手，距離聯賽全季不
敗只差一場。

已提早封王的傑志
今場收起部分正選，鄭
展龍獲委以重任擔當進
攻核心，這名年僅20歲
的進攻中場先助攻佐迪
先開紀錄，換邊後鄭展
龍勁射被對方守衛擋
出，福保羅補中成功助
傑志領先2：0，其後鄭
展龍繼續其個人表演，
兩度接應隊友傳送近門
建功，最終傑志以4：1
大勝有蘇沙“破蛋”的
南區，聯賽目前戰績為
14勝2和，距離全季不
敗只差一場。

傑志主帥朱志光讚
揚鄭展龍表現不俗，不
過強調如果他要站穩正
選以及在亞洲賽有好表
現，尚有很大的提升空
間。而鄭展龍亦承認自

己仍有很多不足：“我在跑動、
走位及意識方面還有不足，今場
很感謝隊友一直在造就好機會，
浪費了華杜斯的妙傳未能連中三
元感到很不好意思。”

29 日有兩場港超賽事上
演，頭場下午2時30分和富大
埔將於大埔運動場對R&F富
力，而尾場5時30分夢想FC則
於青衣運動場對理文。

秉承球星父親郭錦洪
的運動基因，Ken-

neth （郭嘉諾英文名）年輕時也
是一名足球員，2015年離開飛馬全

職執教港青，由於追隨港隊主帥金判坤
多年，自然被這名“鐵血教練”“die for
Hong Kong”的執教理念所感染，不過談
到重用歸化球員，Kenneth則另有自己
的看法。

歸化球員應助港青成長
“用歸化球員是全球性趨

勢，香港歸化兵也是有質素兼
具備優秀職業道德。如果他
們改為協助港隊年輕球
員，比如前鋒組合起用歸化
兵拍檔本土球員，透過比賽，
分享和傳授他們的經驗，對港隊
新一代成長將極具推動作用。”
郭嘉諾進一步指出：“不過西班牙
那班（歸化兵）已是35歲以上，他們
年紀不輕，很難再恃洋人優越感在港隊
成為當然正選。有心為港隊和球迷踢好每

一場比賽、力爭贏每一場的歸化兵是港隊所需

要。若將港隊視為尋求北上內地落班的捷徑，到
頭對港隊不忠，這些歸化港腳就不可靠了！”

談到推年輕人上大港腳的問題，Kenneth認
為：“23歲港青經過省港盃、港澳埠際賽及多年
職業賽經驗，已具備升上大港腳的能力，他們只
欠經驗。今年是世界盃年，國際比賽日少，需要
球會放人支持港隊。過去兩年備戰亞洲盃外圍
賽，年輕人極少在A級國際友誼賽中獲得上場機
會，目前U23需要更多的國際A級賽，增加大賽
經驗來應付下半年的亞運和11月中華台北主辦的
東亞盃外圍賽。”

籲棄逐排名 予U23更多機會
對於近年香港隊不斷追逐世界排名，郭嘉諾

不以為然：“足總應暫且放下追求排名，今年有
很多比賽，為了港隊走得更遠的路，應讓這班
U23打更多的比賽、盡早成熟，最終與大港腳換
血接軌。”
郭嘉諾被足總委任為以年輕球員為主的香港

B隊教練，去年他帶領這支B隊，於第73屆港澳
埠際賽以4：0擊敗澳門代表隊；同年12月，他再
度帶領香港B隊在第40屆省港盃比賽憑互射12碼
以4：2擊敗廣東，重奪失落五屆的省港盃冠軍，
戰績有目共睹。

郭嘉諾郭嘉諾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潘志南）率

港隊奪得第40屆省港盃冠

軍的主教練郭嘉諾，日前獲香

港足總委任為香港U23代表隊臨時

主教練，目標是8月印尼亞運會。他

在接受記者專訪談到帶隊理念時

強調，未來兩年將是大港腳

的換血期，歸化球員須

重新定位。

獲委任香港B隊主帥 迎戰亞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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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羽毛球錦標賽（亞羽
賽）28日在武漢繼續進行，中
國羽隊（國羽）打入男女單、
男雙及混雙四項決賽。不過，
馬來西亞“一哥”李宗偉則連
輸兩局，被日本名將桃田賢斗
淘汰。

作為衛冕冠軍，諶龍的
準決賽對手是印度二號選手普
蘭諾伊。結果這位里約奧運金
牌得主沒遇太大阻力，用時
52分鐘以21：16、21：18淘
汰對手，連續三屆打入男單決
賽。

男單另一場準決賽，由
大馬拿督李宗偉迎戰日本的桃
田賢斗。經過一番惡鬥，桃田
以21：19、21：14險勝。今
午桃田賢斗與諶龍爭奪冠軍。

女單方面，國羽獨苗陳

雨菲直落兩局，以21：12、
21：13擊敗韓國“一姐”成
池鉉打進決賽；男雙世錦賽冠
軍劉成/張楠苦戰三局，以
21：14、12：21及23：25惜
敗給日本組合嘉村健士/園田
啟悟。而另一場男雙準決賽則
為國羽內戰，最終李俊慧/劉
雨辰以 21： 17、 14： 21、
21：10淘汰隊友黃凱翔/王懿
律晉級。

混雙準決賽，鄭思維/黃
雅瓊以21：11、21：13不敵
印尼組合阿哈邁德/納西爾。
後者今與另一對國羽組合王懿
律/黃東萍爭冠。王懿律／黃東
萍28日以18：21、21：18、
21：17挫隊友張楠／李茵暉躋
身決賽。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2018世界乒乓球團體錦標賽
（世乒賽）當地時間29日將在瑞
典海爾姆斯塔德打響。據《北京
日報》消息，衛冕冠軍中國隊已
於當地時間26日抵達賽地，並於
27日進入比賽場館熱身。中國隊
領隊黃飆表示，國乒會把本次大
賽視作東京奧運周期的重要戰
役，“既要成績，也要鍛煉隊
伍。”

對人才濟濟的中國隊來說，
每屆世乒賽既是彰顯實力的競技
場，又是內部“洗牌”的舞台。
今年團體賽仍將成為考察隊員的
“考場”，國乒男女隊主帥劉國
正和李隼均表示，會給年輕人更
多上場機會。

集訓期間，劉國正曾透露，
年輕選手可能在世乒賽上擔綱關
鍵場次，“我會有針對性地安排
他們上場，希望他們打出年輕人
的拚搏精神。”

李隼也表示，王曼昱是封閉訓練期間
“練得最扎實、進步最大”的一位，“世
乒賽會給她和陳夢這些打大賽關q鍵場次
不多的球員上場機會，甚至派她們打一些
‘自己過去不好打的球’。”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諶龍連續三屆晉決賽諶龍連續三屆晉決賽
李宗偉遭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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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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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南區的蘇沙高人一等南區的蘇沙高人一等，，搶搶
得制空權得制空權。。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 攝攝

■■鄭展龍鄭展龍（（右一右一））個人連入兩個人連入兩
球球。。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 攝攝

■■郭嘉諾出任香港郭嘉諾出任香港UU2323代代
表隊臨時主帥表隊臨時主帥。。 足總圖片足總圖片

■■去年年底去年年底，，郭嘉諾郭嘉諾（（中中））率港隊備戰省港盃率港隊備戰省港盃。。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郭嘉諾率港隊時隔郭嘉諾率港隊時隔55年年
重奪省港盃重奪省港盃。。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諶龍連續三屆晉級亞羽賽男單決賽。新華社

桌球世錦賽展開次輪較量
中國小將呂昊天英國時間27日

在謝菲爾德進行的世界桌球錦標賽第
二輪第二階段中，暫以7：9落後前世
錦賽亞軍鶴健士。另外，中國頭號選
手丁俊暉在29日進行第二輪第一階段
迎戰27歲的麥克吉爾。第二輪比賽實
行25局13勝制。今年世錦賽的總獎
金高達196.8萬英鎊，其中冠軍獎金
42.5 萬英鎊，冠軍將於 5月 7日產
生。 ■新華社

鄧亞萍為患癌名宿籌善款
乒乓球名宿鄧亞萍27日發佈微

博，為“中國短道速滑第一人”李金艷
募集治療乳腺癌的醫療費用。
李金艷曾被評為改變中國短道速滑格
局第一人。在1987年第六屆全國冬運
會上打破3,000米的世界紀錄，並奪得
全國冠軍。
2013年，李金艷被查出身患乳腺

癌。由於長期受病症折磨，在高昂的治
療費用下，李金艷稱自己已經到了舉債
度日的境地。鄧亞萍在微博寫道：“我
懇請大家一起來幫助這些曾經為國爭光
的英雄！”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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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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