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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第一醫療中心德州第一醫療中心
Texas Regional Health & WellnessTexas Regional Health & Wellness
以專家匯診醫療模式以專家匯診醫療模式﹐﹐專業團隊一起做診療專業團隊一起做診療﹐﹐
包括家庭科包括家庭科﹑﹑內科內科﹑﹑外科外科﹑﹑中醫科中醫科﹑﹑脊椎治療科脊椎治療科
運用幹細胞療法運用幹細胞療法﹐﹐修復受損細胞修復受損細胞﹐﹐達到治療功能達到治療功能
致力於從根本解決問題致力於從根本解決問題
電話電話 :: 832832--998998--24162416(( 中文中文 ))﹑﹑281281--208208--73357335(( 英文英文 ))﹒﹒
中國城診所中國城診所 ::97989798 Bellaire Blv., #K, Houston, TXBellaire Blv., #K, Houston, TX 7703677036
(( 位於黃金廣場位於黃金廣場 ))﹒﹒
糖城診所糖城診所 ::28372837 Dulles Ave., Missouri City, TXDulles Ave., Missouri City, TX 7745977459﹒﹒
www.texasregionalhealth.comwww.texasregionalhealt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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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時間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SUN.

14 15 16 17 18 19 20

00:00-00:30
地理•中國 (重播)

00:30-01:00
明星加油站(重播) 

01:00-01:30

01:30-02:00

動物傳奇(重播) 
(English)

Story China 
故事在中國(重播)

防務新觀察 (重播) 中國大舞臺 (重播)

02:00-02:30

02:30-03:00

03:00-03:30
地理•中國 (重播)

03:30-04:00
司馬白話(重播)

04:00-04:30

04:30-05:00

05:00-05:30
空姐新發現(重播

)

05:30-06:00

Story China 
故事在中國(重播

)
中國大舞臺 (重播)

06:00-06:30

06:30-07:00

07:00-07:30

07:30-08:00
健身舞起來（重播

）
08:00-08:30

08:30-09:00

09:00-09:30

09:30-10:00

Story China 
故事在中國(首播)

快樂童年(重播) 中國大舞臺 (首播)
地理•中國 

(首播)

10:00-10:30 粵語天地 (重播) 明星加油站(首播) 洋言洋語(重播) 空姐新發現(首播)

10:30-11:00
11:00-11:30

11:30-12:00

12:00-12:30

12:30-13:00
空姐新發現(重播

)

13:00-13:30
美食鳳味 (重播)

13:30-14:00 生活 (重播)
動物傳奇(首播) 

(English)
14:00-14:30

14:30-15:00

15:00-15:30
洋言洋語(首播) 粵語天地(首播)

15:30-16:00

地理•中國 
(重播)

中華文化遺產 
(首播)

16:00-16:30 游在美國(首播）

16:30-17:00

我的留學生活(首播
)

17:0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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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0-21:00

21:00-21:30

21:30-22:00

22:00-22:30
游在美國 (重播） 司馬白話(重播)

22:30-23:00

我的留學生活(重播
）

明星加油站 (重播)

23:00-23:30

23:30-00:00

幸福來敲門 
(重播1)

幸福來敲門(重播2)
電視台保留變更節目權利，以實際播出為準。 Updated as: 5/10/2018

Southern Television 15.3             2018年5月份 電視頻道節目表

中國文藝 (重播) 美南新聞 / 台灣新聞 /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環球神奇炫 
(重播)

味道(重播)

經典電影(重播) 中國功夫(首播) 

經典電影(重播)
今日關注(重播)

中國功夫(重播) 

English 900 (首播) 

特別呈現 (重播) 電視劇《家的N次方》（重播）（English Subtitles）
武林風 (重播)

電視劇《杜拉拉升職記》（重播） （English Subtitles）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台灣新聞 美南新聞 / 台灣新聞 /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台灣新聞 

防務新觀察 
(重播) 海峽兩岸(重播)

電影藏密（重播）
謝謝我的家  

(重播)
健康之路 (重播)

環球神奇炫 (首播)
檔案（首播）

經典電影(首播)文明之旅  (重播)
電影藏密（首播

）
今日關注(首播)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台灣新聞 

美南新聞 / 台灣新聞 /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台灣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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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wdy 

Philippines!  
(首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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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呈現 (重播) 綠水青山看中國 
(重播)

武林風  (重播)
中國民歌大會第一

季  (重播)
武林風 (首播)

中國民歌大會第
一季 (首播)中國文藝 (重播)

美南新聞 / 台灣新聞 /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台灣新聞 

Howdy Philippines!  
(重播)

光鹽健康園地 城市一對一 休士頓論壇 台灣心動線

綠水青山看中國 
(首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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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南新聞 / 台灣新聞 / 國際新聞 / 大陸新聞

亞裔商會談休城當前發展亞裔商會談休城當前發展 特納特納：：現在是休士頓最好時機現在是休士頓最好時機

知名地產經紀人王飛雪碩果累累再次獲獎知名地產經紀人王飛雪碩果累累再次獲獎
最高銷售獎最高銷售獎、、最多上市房屋獎及最佳銷售記錄獎最多上市房屋獎及最佳銷售記錄獎

（本報訊）2017年，對休斯敦地產經紀人王飛雪是碩果累累的
一年。陽光、上進、優雅的身影一次次出現在休斯敦社區大大小小
的歌詠比賽和社區演出：水立方、美中之星、旗袍大賽、歌友村、
同鄉會、……，專業、認真、敬業的王飛雪又一次出現在全美銷量
第一的房地產公司頂級榜上：王飛雪(Feixue Wang)一口氣榮獲2017
年RE/MAX西南公司最高銷售獎，最多上市房屋獎，和最佳銷售
記錄獎。

王飛雪所在的RE/MAX西南公司位於休斯敦與糖城必經之路
I-69/I-59邊，每天從這裏經過的車流量達55萬輛。轄區內有眾多
高、中檔成熟社區。“休斯敦房地產近十年來隨著外來人口的增加
而茁壯成長。RE/MAM是全美銷量第一的房地產公司，理所當然
成為各項業績的領頭羊。”寶劍鋒從磨礪出，梅花香自苦寒來，王
飛雪對自己連續多年榮獲的成績從來都不太宣揚，“我特別了解自
己和客戶，我對自己的專業熟悉的程度很契合百煉鋼化繞指柔的境
界，所以，你平時看到的我是那個激情歌唱的少女，但是我的客戶
信賴我，都變成了我最好的朋友。”

王飛雪是RE/MAX西南公司最佳的銷售人員，一出道就蟬連
該分公司2009及2010年兩年的年度銷售冠軍，王飛雪辦公室的墻
上 整 整 齊 齊 的 掛 著 ： Executive Club 2010-2012、 Platinum Club

2011-2013、100% Club 2015-2016、Hall of Fame Lifetime Earnings
2016、 Top Volume Listed 2017、 Top Producer 2017、 Top Units
Sold…王飛雪早已成為RE/MAX地產經紀人得獎專業戶。

口碑的力量是無遠弗界的，王飛雪總是會做事前分析，手上隨
時保有多位買賣方的資料，只要有新的物業一上市，王飛雪總能在
第一時間就讓客戶知道，這是一分無形的資產，是經過她長期的累
積才能做到。王飛雪隨時尋找潛在的買賣雙方，不定時的在特定區
域內郵寄文情並茂的開發信函，在平時就已做好準備工作，滿足客
戶的需求力求精準，為了客戶永不放棄，所有接受過她服務的客戶
都給她打滿分，她不僅是連續多年的銷售冠軍，早早進入房地產經
紀人白金俱樂部，而且連續多年進入100%俱樂部，地產經紀人名人
堂，囊括最高銷售獎(Top Producer)、最多上市房屋獎(Top Volume
Listed)、最佳銷售紀錄獎(Top Units Sold)等一系列房地產經紀人夢
寐以求的大獎，成為公司、同事、客戶心目中的楷模。在休斯敦，
不論是買，還是賣，大家都喜歡找王飛雪，把她當作最佳的選擇。

王飛雪精專住宅丶商業丶投資丶承租丶地產管理，好區新屋介
紹，保證價格優惠。提供全套快速貸款服務，保證最低利率。經驗
豐富，責任心強，六十天內賣掉。王飛雪歡迎有商用丶自住丶投資
房產，買賣丶管理丶承租需求的民眾來電：832 858 4838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休士頓亞裔
商會(Asian Chamber of Commerce, ACC) 10 日
於The Hess俱樂部舉行5月商務午餐月會，除
董事會成員、商會會員和商界領袖踴躍出席外
，會上也邀請休士頓市長特納(Sylvester Turner)
擔任嘉賓主講人，談論休士頓當前發展，受到
現場人士熱烈歡迎。

亞裔商會董事會主席Wes Weaver首先致歡
迎詞，感謝大家抽空參與。他也介紹亞裔商會

董事成員，向大家一一問好。
亞裔商會會長Milton Young致詞表示，除

介紹與會嘉賓及贊助商，他也表示商會定期與
業界合作，舉辦各項人際交流聯誼活動，包括
5月24日的聯誼之夜和6月5日的SBA貸款工作
坊，都歡迎大家前來參與。

當天最大的看點莫過於迎來休士頓市長特
納擔任主講嘉賓，特納受到現場人士簇擁歡迎
，他也一一向大家寒暄。特納表示，去年12月

率領訪華團近百人飛往中國進行訪問，分別在
深圳、上海及北京與中方代表展開會晤，期間
也簽署合作備忘錄，積極發展中美經貿。

特納表示，休士頓是非常具競爭力，他推
崇ACC的貢獻，該組織扮演重要角色，促進商
業發展和流通。特納說，他的工作是確認這些
商業機會在城市中繁榮發展， 「現在是休士頓
最好的時機，令人興奮」。

特納也回答在場人士提問，舉凡醫療保健

、教育和人口規劃等，提到教育方面，他強調
教育的重要性，一定要讓孩子受教育，才可避
免失業和社會問題發生。

特納說，休士頓市非常多元化，這裡有各
族裔的文化色彩，不用出國就可以環遊世界，
這就是休士頓的競爭力，多元文化融合使城市
更具包融力和進步。

特納精彩演說令在場人士鼓掌叫好。會上
，商會也致贈特納大幅合照及禮物贈送。

特納擔任主講嘉賓特納擔任主講嘉賓。。((記者黃相慈記者黃相慈
／攝影／攝影))

商會友人致贈市長特納商會友人致贈市長特納((右二右二))大幅合照當贈品大幅合照當贈品。。((記者記者
黃相慈／攝影黃相慈／攝影)) 亞裔商會董事會主席亞裔商會董事會主席Wes Weaver(Wes Weaver(右起右起))、、休士頓休士頓

市長特納及亞裔商會會長市長特納及亞裔商會會長Milton YoungMilton Young合影合影。。((
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亞裔商會董事會主席亞裔商會董事會主席Wes Weaver(Wes Weaver(左左))與與
亞裔商會會長亞裔商會會長Milton Young(Milton Young(右右))致贈市致贈市
長特納長特納((中中))禮品禮品。。((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商會友人致贈市長特納商會友人致贈市長特納((右二右二))大幅合照當贈品大幅合照當贈品。。((記者黃相慈記者黃相慈
／攝影／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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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 者 韋
霓 休 斯 頓 報
導) 許多家長
在 暑 假 ， 總
要 為 孩 子 選
擇 好 的 夏 令
營 參 加 ， 讓
孩 子 在 幾 個
月 的 夏 日 中
有 所 成 長 。

Katy GT Academy因為高質量的教學而得到許多家
長的支持，一路擴展，並連連獲獎，受到教育單
位的肯定，連續5年獲頒凱蒂最佳教育服務獎。
教育是對孩子最好的愛

Katy GT Academy成立於十年前，創始人當初
成立的因緣，也是為了孩子，希望在暑假時找到
好的夏日活動，能夠提供活潑生動的教育機會、
又能讓孩子度過愉快的夏天，並且方便家長，不
用上班上到一半，還請假出來接孩子。
就這樣，Katy GT Academy 於各方物色好老師，

舉辦夏令營開始，辦的有聲有色。期間不斷
吸取家長的建議，並得到他們的支持，家長們也

給予許多幫助。後來又增加了課後班、以及蒙特
梭利教育(Montessori)。自 2013 年開始，Katy GT
Academy連續5年獲頒Katy最佳教育服務獎，今年
還獲School Choice Leadership Award 2018，備受肯
定與讚譽。

超強師資
老師是教育裡最重要的核心，好的老師能引

導孩子、啟發孩子、鼓勵孩子，甚至能影響孩子
的一生。Katy GT Academy在師資上特別重視，首
要條件是人品好、素質高，對孩子有愛，能真正
做孩子的表率。其次，這裡的老師是“為熱情而
教”，而不是“為工作而教”，他們為教育孩子
奉獻心力，是始於內在源源不斷對教育的熱愛。
第三，這裡的老師經驗豐富，在專業上超越群倫
。

豐富多彩的夏令營主題
要規劃孩子的暑假課表，最好讓孩子在完成

學業目標的同時，還能發掘自己的興趣，學習不
同的項目，所以Katy GT Academy的夏令營，有學
術營、以及趣味營，並且有豐富多種的選擇，每
種營隊一梯次一週，讓孩子在暑假可以經驗到許
多不同的主題。每個主題都是探索知識寶庫的鑰

匙，由老師們帶領，讓學生學習開啟探索的大門
。

學術營
學術營分三大類，包括主要課程、準備考試

、補充課程。主要課程包括數學、閱讀、寫作、
科學、語言等。準備考試則有 6th & 7th Pre-AP數
學、代數、中文等。補充課程涵蓋繪畫、珠寶、
中文、舞蹈、和空手道課。厚植孩子們在學術方
面的基礎。

趣味營
趣味營的主題可謂多采多姿，例如像機器人

、小廚師、表演藝術、國際象棋、數學、奧林匹
克、投資、製造故事書、珠寶營、藝術/繪畫、科
學營、創意寫作、漫畫書創作等等，讓孩子充分
探索他們的天賦，發展無限的可能，老師們創造
各種不同的條件，引發孩子們的潛能、興趣、與
創造力。

一位家長表示，她很滿意Katy GT Academy的
教學，當初孩子從其他地方轉過來，一開始跟不
上，需要先降級學習。這裡同年齡的孩子基礎很
紮實，比別地方的學生實力高出不少。孩子在這
裡逐漸進步，成長看的出來，他很放心把孩子送

到這裡。
據 悉

， Katy GT
Academy 的
學 生 被 各
校 選 入
「天 才 班

」 的 比 例
， 是 休 斯
頓最高的，遠比其他地方高出許多，一般學校申
請的錄取率平均約為 2%，Katy GT Academy 比一
般多出三十倍以上，進入跳級班的學生也不少，
可見這裡的教學質量很高，學生表現特別出色。

Katy GT Academy的夏令營從5月28日到8月
10日，寓教於樂，讓孩子有個充實而開心的夏天
。除了夏令營之外，Katy GT Academy還有優質的
課後輔導班、蒙特梭利教育(Montessori)，均廣受
肯定，也是Katy地區第一所有自己校舍的綜合性
中文學校。

詳 情 可 洽 Katy GT Academy 電 話:
281-646-7360。 www.katygtacademy.org。 地 址 在
21020 Highland Knolls Dr., Katy, TX 77450。

辛普森古董拍賣行辛普森古董拍賣行
20182018年春季拍賣會將舉槌開拍年春季拍賣會將舉槌開拍

豐富多彩的夏令營充實一夏! Katy GT Academy 倍受肯定

(記者韋霓休斯頓報導) 休斯頓最老
的藝術與古董拍賣公司--辛普森古董
拍賣行將於五月19、20兩天舉行2018
年春季拍賣會，現場將有超過 700 餘
件的珍稀藝術精品與古董公開競拍，
同時在五月14日至18日舉行預展，歡
迎喜愛藝術品的民眾到預展會場欣賞
精緻的藏品，並在拍賣會場參與競拍
盛事。

辛普森古董拍賣行成立於1962年，
專營拍賣藝術精品與古董，引導更多

愛好者鑑賞藝術，了解藝術的市場，同時促進市場買氣，為廣大的
收藏愛好者提供一個最佳服務平台。無論是尋找心儀的藝術品、有
想要割愛的收藏品、或是有價值連城的藝術品，都歡迎聯絡辛普森
古董拍賣行。

這次的拍賣會是一場不應缺席的藝術饗宴，包括了珍稀畫作、
珠寶首飾、玉器、手錶、名貴葡萄酒、歐式家具、亞洲藝術品、歐
洲瓷器、雕塑、Lalique和Saint-Louis的水晶與玻璃精品、精美地毯
、及其他收藏多年的私人藏品等，所有拍品將於會場精心陳設展示
，貨真價實，機會相當難得!

亮點還包括20世紀美國藝術家弗雷德里克(Frederick Elliot Hart)
的雕塑、法國印象派畫家Édouard Cortés、和美國景觀藝術家 Por-
firio Salinas與Gerald Harvey的繪畫作品、著名的英國銀匠本傑明史
密斯二世所作的19世紀早期的展示酒櫃、以及來自私人酒窖的精選
法國舊世界葡萄酒。

在本次拍賣會上還有獨家提供品—由密蘇里州堪薩斯城John T.
Wagner先生與夫人提供的終身收藏品，包括德國和法國高級瓷器。

此外，還有以下精品：
•密蘇里州堪薩斯城John T. Wagner先生與夫人的收藏品
•德州休斯頓 Lorraine Malcolm George 與 Jeannette Clift George 的私

人收藏品
•紐約市的John Melmoth Dow上尉收藏的精品
•德州休斯頓的Laniece Thomas的藏品
•德州賽普拉斯Bud and Mary Hadfield的收藏品

於過去超過50個年頭，辛普森古董拍賣行一直在休斯頓為民眾
服務藝術品和古董的交易。從1962年開始，威廉辛普森開始收集精
美的古董與藝術品，教育自己以及其他人。辛普森古董拍賣行對卓
越與鑑賞的承諾，讓其名聲遠播，成為可信賴的招牌。

預展時間: 5月14日~18日，每天10am~5pm(星期四至晚間8點)
。

拍賣時間: 5月19日和20日，下午1點。
歡迎大眾參加。若您不方便來到拍賣會場，亦可透過電話參與

競投，請致電（713）524-6751或發送電子郵件至info@simpsongal-
leries.com以獲取更多信息。網站:www.simpsongalleries.com。
地址: 6116 Skyline Drive, Suite 1, Houston, TX 77057。

華美銀行董事長吳建民撰文敦促企業各界幫助美中關係重新步入正軌華美銀行董事長吳建民撰文敦促企業各界幫助美中關係重新步入正軌
【洛杉磯訊】下週，美國企業將參

與在國會舉行的公開聽證會，商討特朗
普（又譯川普）政府之前擬議的關稅。
考慮到美中關係惡化後將對各界及美國
消費者造成的傷害，華美銀行董事長兼
最高執行長吳建民（Dominic Ng）近日
撰文，敦促美國企業行動起來幫助美中
商貿關係重新步入正軌。

吳建民在文中提到，美中雙方未能
在上週於北京進行的談判達成協議，顯
示出兩國在此問題上存在許多分歧。貿
易爭端的最壞情況將嚴重損害兩國消費
者和企業的利益。他認為，美國必須努
力與中國協商，達成促進兩國經貿合作
的 「新協議」，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為順利達成這項 「新協議」，未來
幾週，美中兩國可以重點關注下面幾個
方面：

首先，兩國都需要將國家安全與經
濟關係分開。當前的美國政府將國家安
全與經濟利益混為一談，這有違美國傳
統；而中國近年也將安全和管控的重要
性凌駕於經濟之上。這種形勢對兩國達
成協議都不利。兩國可以聯合制定一份
與國家安全無關的行業 「白名單」，並
保證不干預與此相關的商業交易。

再者，兩國領導人需要就一個合理
的政策進行談判，一方面解決美國的擔

憂，另一方面也考慮到
中國的歷史遺留問題和
發展現狀。美國目前向
中國政府提出的一系列
要求中，部分帶有攻擊
性且缺乏健全的分析依
據，如將對華貿易逆差
減少 2,000 億美元和要
求中國放棄產業政策；
但也有部分是合理的，
如要求中國為外商創造
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
並將中國的進口關稅提
升至於其它大型經濟體
一致的水平。

最後，任何協議都
需要一個清晰的實施路
線圖。從歷史上來看，
中國在實施市場化改革
承諾方面的進程非常緩
慢，所以美國提出的召
開 「季度會議」審查進展的措施是有理
可循的；但有些是不能接受的，例如要
求中國不得向美國針對其拖延而採取的
任何措施提出異議。

文末，吳建民特別強調了美國企業
在糾正雙邊關係中的重要性。他提到，
企業一直處在商業活動的前線，擁有即

時市場動態的數據和相關信息，而這些
都是政策制定者需要聽到的。此外，吳
建民認為企業應擔當起幫助領導人理解
真正問題的職責，並指出哪些是沒有意
義的政治伎倆。如果要讓美中關係回到
更冷靜且富有成效的軌道上，企業就必
須在監督雙方履行承諾的過程中發揮重
要作用。

生命需要更好的學習 讓正向學習成為人生最幸福的陪伴
社區成長團體 生活教練免費培訓 歡迎熱心社區公益的朋友報名參加

【本報訊】由美國世台聯合基金會主辦，專為華人成立
的社區成長團體〈生命雜學家族〉，現在正在廣邀社區裡具
有社工、社團幹部背景之熱心人士，參與這項計畫。

該計畫在全美六個城市同時辦理，邀請台美兩地具有輔
導諮商、社會工作等專業的人士參加講座，組合成培訓群，
透過 『生活教練培養計畫』，希望未來能在社區裡以正向的
價值為主導，辦理各項教育活動，進而組織華人社區裡的家
庭，成為以正向互動、互助、互學為基礎的成長團體，帶動
社區更多家庭健康的生活智慧。歡迎有志一同的社區朋友加
入免費培訓，一起為華裔家庭貢獻心力。

第一代移民華裔家庭在充滿競爭與文化衝擊的大環境中
繆力於生存，但在奮鬥的歷程裡，總有許多的挑戰與難關。
無論是工作、家庭、經濟、親子、教育、健康……，種種情
境都需要自我調適、需要親人朋友的鼓勵、需要更多客觀而
正確的價值來支持。經世台聯合基金會長期觀察，華裔在適
應挑戰的過程中多為獨立克服；尤其在家庭關係、親子教育
等議題上，更需要互相扶持，因此今年度培訓特別專注在人

我和諧、親子教育、族裔認同等議題，作為開啟未來三年陸
續推出婚姻經營、社會參與、身心靈健康、富裕人生等七大
領域培訓課程以及相關資訊的推廣平台。

今年的培訓內容非常豐富，理論與實務並進，包含了理
論系統、行動體驗、諮商概念、生命典範等，從個人的認同
自我關係作為基礎，並搭配培養組織社團實務、成長團體活
動設計、成長團體推廣實務、社團籌款等非常實用之課程。

參加培訓的學員除了參加三日培訓外，更有為期一年的
『線上研討』可以參加。一年中有專業教師輔導小組協助學

員，在社區成立以健康生活追求、正向生命智慧學習為主軸
之 『生命雜學家族』，提供社區更多正向積極的生活價值，
並能連結與全美其他地區聯合、交流。

此次培訓全美僅有180個名額，於7月13日到8月2日在
全美六大城市同步展開，歡迎具有社工、心理學習背景，以
及社團資深幹部把握機會報名參加，報名相關資訊請參考以
下網址：http://www.stuflifeducation.org/

日前日前，，華美銀行董事長兼最高執行長吳建民華美銀行董事長兼最高執行長吳建民（（Dominic NgDominic Ng））在亞洲在亞洲
協會德州中心協會德州中心（（Asia Society Texas CenterAsia Society Texas Center））就中美貿易爭端發表見就中美貿易爭端發表見
解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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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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州龍舟恊會龍舟大賽德州龍舟恊會龍舟大賽
台灣傳奇舞龍又舞獅台灣傳奇舞龍又舞獅

德州龍舟恊會年度龍舟大賽五月五日在城中心德州龍舟恊會年度龍舟大賽五月五日在城中心Buffalo BayouBuffalo Bayou舉行舉行，，今年進入第今年進入第
十八年十八年，，由台灣傳奇的舞龍隊及舞獅隊擔任開幕式表演由台灣傳奇的舞龍隊及舞獅隊擔任開幕式表演，，他們精彩的演出他們精彩的演出，，得到大得到大
會好評會好評，，市長特納贊許這是十分成功的表演市長特納贊許這是十分成功的表演。。

在水牛河口的公園在水牛河口的公園，， 橘黃色的龍盤旋橘黃色的龍盤旋、、遊走在濃蔭密佈和起伏的青草地上遊走在濃蔭密佈和起伏的青草地上，，顯顯
得奪目出眾得奪目出眾，，在鑼在鑼鼓齊鳴聲中鼓齊鳴聲中，，為今年龍舟大賽作了熱鬧揭開場為今年龍舟大賽作了熱鬧揭開場。。

本報記者黃麗珊報導本報記者黃麗珊報導

（（左至右左至右））台灣傳奇理事和本次表演總恊調台灣傳奇理事和本次表演總恊調
羅茜莉羅茜莉、、會長甘幼蘋會長甘幼蘋、、德州龍舟恊會大衛德州龍舟恊會大衛、、
休士頓市長特納休士頓市長特納、、休士頓華僑文化活動中心休士頓華僑文化活動中心
主任莊雅淑主任莊雅淑，，派送紅包給舞龍和舞獅派送紅包給舞龍和舞獅。。

台灣傳奇舞龍隊和舞獅隊和大會主要工作人員合影台灣傳奇舞龍隊和舞獅隊和大會主要工作人員合影

表演開始表演開始，，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 ((右下右下))
向休士頓市長特納解說舞龍的意義向休士頓市長特納解說舞龍的意義。。

休士頓市長特納休士頓市長特納、、休士頓僑教活動中心休士頓僑教活動中心
主任莊雅淑準備了紅包主任莊雅淑準備了紅包，，要送給龍要送給龍。。

台灣傳奇舞龍隊在表演中台灣傳奇舞龍隊在表演中。。

飛龍向觀眾及貴賓行禮飛龍向觀眾及貴賓行禮。。開幕表演由可愛的獅子打頭陣出場開幕表演由可愛的獅子打頭陣出場。。

賽前由市長擔任點睛儀式賽前由市長擔任點睛儀式，，左為鑼鼓隊左為鑼鼓隊，，
（（左至右左至右））曾鴻文曾鴻文，，陳稚琴陳稚琴，，劉美玲劉美玲。。

（（左至右左至右））台灣傳奇在今年德州龍舟恊台灣傳奇在今年德州龍舟恊
會龍舟大賽開幕式中表演舞龍及舞獅會龍舟大賽開幕式中表演舞龍及舞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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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禾地產凱蒂辦公室本周三聯禾地產凱蒂辦公室本周三
（（55 月月 99 日日））盛大開業盛大開業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本報記者秦鴻鈞攝

出席大會的貴賓剪綵儀式前合影出席大會的貴賓剪綵儀式前合影（（ 左起左起 ）） 郭穎郭穎、、駱健明夫婦駱健明夫婦
、、慈濟黃太山慈濟黃太山、、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副處長林映佐副處長林映佐、、處長陳家彥處長陳家彥，，
Josie LinJosie Lin 父母父母、、聯禾地產負責人聯禾地產負責人Josie Lin ,Josie Lin ,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
，，楊明耕董事長楊明耕董事長。。

聯禾地產負責人聯禾地產負責人Josie LinJosie Lin （（ 中中 ）） 在開幕式剪綵儀式現場在開幕式剪綵儀式現場。。

聯禾地產負責人聯禾地產負責人Josie LinJosie Lin （（ 右一右一 ））在開幕式上講話在開幕式上講話。。

RE/MAXRE/MAX 公司高級副總栽公司高級副總栽 Mike Reagan (Mike Reagan ( 左左
立立 ）） 在開幕式上講話在開幕式上講話。。

聯禾地產負責人聯禾地產負責人JosieJosie （（ 左一左一 ））與母親與母親（（ 右一右一 ）） 及僑務及僑務
促進委員駱健明促進委員駱健明、、郭穎夫婦郭穎夫婦（（ 中中）） 在開幕式上在開幕式上。。

聯禾地產負責人聯禾地產負責人Josie LinJosie Lin （（ 中中 ）） 與多年好友與多年好友
，，賀客賀客 「「美南銀行美南銀行 」」 公關經理莊幃婷公關經理莊幃婷（（ 左左
）） 等人合影等人合影。。

聯禾地產負責人聯禾地產負責人Josie LinJosie Lin 在儀式上介紹在儀式上介紹
創業的心路歷程創業的心路歷程。。

聯禾地產負責人聯禾地產負責人Josie Lin (Josie Lin ( 右右 ）） 在儀式上特別介紹她專程來在儀式上特別介紹她專程來
自台灣的父母自台灣的父母Masa Lin (Masa Lin ( 中中 ）、）、Margaret Lin (Margaret Lin ( 左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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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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執起筆桿開寫本文之前，先想到港方好友送上近日
香港大學裡一首超級搞笑的（木蘭詞]）~，積積復
積積 唔識就唔識 測驗夠刺激 居然冇題識 上堂聽唔
識 搗亂多款式自修一樣識 睬佢都生係中國人 死係
中國魂 要我學英文 梗係冇可能英語唔合格 更顯我
性格 數學唔合格 老師負全責 語文唔合格 咁我冇辦
法 考試考得好 全靠隔離好 考試考唔好 隔離唔識做
日日返學愁更愁 老師講嘢無厘頭 我就聽到似夢遊
次次批評冇理由功課多到似報仇 做嘢做到似福頭返
學為咗乜 日日被糟質 功課都係抄 一係就唔交 返學

等放學 放學飲可樂。
打鐘各自飛 係咁又一 day，休市讀者若能用廣東話來唸，真的

是格外傳神，超強搞笑！
引發我撰寫今次內容，全因為在看香港立法會中，特首林鄭月

娥跟議員爭論香港母語原為粵語的，但特區政府自我應內地政府心
態，欲想改為普通話（國語），因而受到議員群起反彈。

林鄭月娥在出席其上任後第三次立法會行政長官答問會。多位
民主派議員質問林鄭粵語是否是母語，但林鄭三次皆沒正面回答。
有議員憂慮8年前廣州“推普廢粵政策”，會波及香港。林鄭月娥
開場發言時認為，香港要保持“一國兩制”的獨特優勢，不能故步
自封，否則只會不進則退。她引用香港教育局曾在2014年在官方網
頁，撰文稱：97%港人說的廣東話“但這不是中國政府法定語言的
中國方言”。近日再被網民揭露，指教育局中大研究普通話學者宋
欣橋撰寫的文章，當中提到“香港漢族人的母語是漢語”，粵語只
屬方言。

香港社福界議員邵家臻在答問大會上，質問林鄭月娥其母語是

什麼，“教育局網頁的小學中文教學資源網頁中引述了一個沒研究
過粵語的學者，他說粵語只是方言，不是香港人的母語。我覺得'月
是故鄉明，粵語好鬼勁'。粵語是我的母語，我不知道特首，請問你
，你的母語是什麼？”林鄭稱教育界是“無風起浪” ：“過去一段
時間，很多政治問題入侵校園，我相信近日有人為何要無風起浪，
就是覺得教育界太平靜，最好引入這樣的議題。”又說有人將2013
年的東西拿出來炒作，又回應近日關於高中核心科目通識科進行檢
討，有傳會將通識科剔出必修科的言論，批評，有人將教育問題政
治化：“大家又在擔心、猜忌，甚至有人說這個沒可能是專責小組
自己想的，背後有黑手、有政治的黑手，甚至是來自北方。”

邵家臻不滿林鄭迴避問題再次追問：“我以廣東話為榮，我問
特首，特首你的母語是什麼？”林鄭回答說：“對不起，我不回答
這麼無聊的問題。”

之後，會計界梁繼昌也追問母語的問題，反駁林鄭無聊問題論
接著教育界葉建源也要求林鄭清楚回答，是否打算眨抑粵語地位，
令普通話變成母語、林鄭初時肯定地答：“一個字，無”，但及後
又補充“在這一刻是無” ，強調世事會變，不可要求任何事都一生
一世，隨後多位民主派議員，質問林鄭粵語是否是母語，但她皆沒
正面回答。

會後，邵高舉寫著和“月是故鄉明，粵語好鬼勁”的標語。他
強調近期社會皆在討論粵語是否香港人母語，絕非林鄭口中的“無
聊問題”。他擔心政府試圖推動“推普廢粵”的精神：“2010年在
廣州就有'推普廢粵'，我很擔心這個風波會波及香港，所以我問究竟
你的母語是什麼？很可惜她的回應是'我不答這個無聊問題'，對於我
們的母語、我們的廣東話，全世界有1.2億的人正在講，怎會是無聊
、怎會是可以不答？”他批評林鄭月娥“ 3次不認母語”，不認為
這是私隱問題。他不同意林鄭指有關問題無聊、無風起浪：“可能
她揣摩到中央的心意，是有'推普廢粵'的動機存在，可能她不想全速
進行，但又不想有違中央意願，所以她就說不答這個無聊問題。”

他相信今次答問會後，會有更多港人及東南亞、海外廣東人關

心此一問題，教育局及林鄭必須公開澄清。另外，教育局局長楊潤
雄晚上接受電台節目訪問時，再被問到他母語是什麼。他表示會直
接答母語是粵語，又指香港常用的溝通語言，仍是以粵語為主，學
校大部分，仍然是粵語作教學語言，當局暫時無想過改變語文政策
。

今次事件，究竟是誰令無風起大浪？
無風起浪，事出有因；母語風波，不是吹縐一池春水，而是星

星之火，借風燎原。那份文件的確是2013年的事，本來是過去式，
但林鄭的答案，卻令事件變成了 「現在進行式」。一句 「無聊」，
犯了兩個錯誤。

一，權力的傲慢，不屑回答議員提問，這不是單單對議員有無
禮貌的問題，而是反映了特首不掌握民情，不知道社會的確都很逼
切想知道政府對 「廣東話是否香港母語」作出澄清。為甚麼特首丁
點都不能和市民connect？怎麼不知道市民就是希望你講一句 「我母
語係廣東話」，便能向市場派定心丸。即使她內心多麼覺得 「無風
起浪」，多麼痛恨 「點解要搵2013年既舊文件討論」，她應該平心
靜風，理解市民對 「保衛香港文化」的憂慮，正面回應。她的一句
「無聊」，正正就是替火苗加上電油。

二，你說她傲慢，或者覺得 「阿媽是女人」所以不屑回答，這
還不是最差的結局；最怕卻是，大家以為她害怕回答，她不敢回答
。這有前車可鑑，梁振英特首，不敢在中國隊和香港隊的比賽中，
明確表示 「我支持香港隊」，傷盡幾多香港人的心。今天林鄭也有
一種不敢表態 「母語是否廣東話」的嫌疑。她究竟怕甚麼？是否也
摸不清，北京對香港語言的政策方針？是否也怕被人扣上 「大香港
地方主義心態」的帽子？總之，她的 「無聊」，可能是心虛 「無膽
」表態。

她被問到會否改變兩文三語政策時，說 「不會」，再補充 「呢
一刻不會，但不能作出一生一世的保證」。這叫謹慎？還是縮骨？
還是春江水暖鵝先知，她收到了某些風聲？政府未能在母語風波上
起到 「定海神針」的作用，反而行為閃縮，揚起了更大的風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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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 老人掌旗

楊楚楓楊楚楓

5 月 9 號
，馬來西
亞舉行歷

來最激烈國會選舉，由1,500萬選民選出222個議
席，今己有結果，外界關注執政國民陣線能否力
保江山，以及貪腐醜聞纏身的首相納吉布會否因
國陣得票跌被拉下馬，納吉布昨稱有信心勝選。
分析指若投票率高，對 「出山」倒戈挑戰納吉布
的92歲前首相馬哈蒂爾，所領導的反對派 「希望
聯盟」有利，但有選民埋怨排隊3小時方能投票，
而當地選舉是相對多數制，選前反對派批評當局
藉重劃選區，平均分配國陣票源，提高其在多區
的勝算。
馬來西亞變天馬哈蒂爾爆冷贏大選

今次馬來西亞國會大選，的確是充滿戲劇性
，92歲高齡的前首相馬哈蒂爾異軍突起，率領反
對派挑戰昔日徒弟兼首相納吉布，投票前被看低
一線的他，領導 「希望聯盟(希盟)」昨爆冷贏得
113個議席，超過國會半數，再度上台掌政，並為
反對派帶來首場勝仗，結束 「國民陣線(國陣)」自
大馬脫離英國獨立以來的逾60年執政，創造歷史
。

在國會222個議席中，國陣僅奪79席，流失約
四成議席，在州議會選舉中，該黨也首度失去據
地柔佛、檳城、馬六甲和森美蘭州的控制權，被

馬 哈 蒂 爾 捲 起 的
「馬來海嘯」完全

淹沒。納吉布稱，
尊重國會原則和民

主制度，並相信國家元首蘇丹莫哈末五世委任首
相人選的智慧，但他並無承認國陣敗選，又指大
選中沒有政黨贏得簡單多數議席，被指圖挽回敗
局。馬哈蒂爾昨日的宣誓就職儀式也一度推遲，
惹起外界揣測。

馬哈蒂爾原屬國陣最大黨巫統，在1981年至
2003年出任首相，推動大馬經濟改革，但被指鐵
腕管治，他今次東山再起上台創造傳奇，並成為
全球最年長民選領袖。國陣一直獲大馬主要人口
馬拉人(巫裔)支持，故外界認為馬哈蒂爾勝算不大
，但他與前副手、後反目的反對派領袖安華結盟
，加上選民不滿物價上漲及納吉布涉貪污，令選
舉結果爆冷。反對派勝選 結束 「國陣」執政60年
局面。

馬來西亞大選結束，92歲前總理馬哈蒂爾領
導的反對派 「希望聯盟」，在國會下議院取得過
半數議席。結束馬來西亞獨立建國60年來 「國民
陣線」獨大的局面。馬哈蒂爾亦可望籌組內閣，
成為全球最年長的民選政府首腦。

大馬選舉委員會公布官方點票結果， 「希望
聯盟」在下議院 222 個議席當中，取得 121 席；
「國民陣線」由選前133席跌至僅得79席。

官方確定在野陣營勝選後，馬哈蒂爾表示，
王室已聯絡 「希盟」，預期他會在未來一天宣誓
就任首相。

馬來西亞大選結束，92歲前總理馬哈蒂爾領
導的反對派 「希望聯盟」，在國會下議院取得過
半數議席。結束馬來西亞獨立建國60年來 「國民
陣線」獨大的局面。

新總理原定今日宣誓就職，但官方表示，今
日不會舉行儀式，但未有解釋原因。

馬哈蒂爾早前表示，王室已聯絡 「希盟」，
預期他會在未來一天宣誓就任首相。

大馬選舉委員會公布官方點票結果， 「希望
聯盟」在下議院 222 個議席當中，取得 121 席；
「國民陣線」由僅得79席。

曾出任馬來西亞首相22年、已退休的馬哈蒂
爾出山戰國會大選，出乎外界意料，但最訝異的
是他竟與昔日一手提攜、並一手拉下馬的政敵安
華和解，獲對方支持領導反對派。馬哈蒂爾還揚
言，第二度就任首相後會特赦安華，以便交棒給
他，為爆冷的選舉結果更添戲劇性。

安華在馬哈蒂爾首度任首相時出任副首相，
但兩人在處理亞洲金融風暴時現分歧，最終師徒
決裂，馬哈蒂爾在98年以雞姦及瀆職罪名，革除
安華職務，安華更被定罪入獄，反對派指因日益
獲民眾支持，而遭當權者打壓。安華將在下月8日
刑滿出獄，馬哈蒂爾稱會特赦其罪，讓他可參加
選舉，名正言順獲選民支持後，於兩年內交棒給
他。但馬哈蒂爾有 「反臉不認人」前科，今次被
其擊敗的首相納吉布也曾是其門生，他猛烈抨擊
對方貪腐，還倒戈與反對派聯手參選，故他對安
華的承諾能否兌現成疑。

居住在馬來西亞的華人選民說，非常高興大

馬 「變天」，認為納吉布政府太過貪腐。另有選
民形容，今次選舉如同國家贏得獨立，希望有一
個更好的政府，社會變得更自由和團結。馬哈蒂
爾昨稱，會改變上屆政府一些政策，以及與中國
的合作。他強調支持中國倡議的 「一帶一路」，
但可能重新與中方談判部分協議條文，納吉布曾
被批評將大馬 「賣」給中國，馬哈蒂爾也可能重
啟南海問題談判。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在北京的例行記者會
上表示，中方相信馬來西亞將繼續保持穩定和發
展。我們願同馬方一道，本着相互尊重、平等互
利的原則，推動中馬全面戰略夥伴關係持續發展
，進一步造福兩國人民，促進地區的穩定與繁榮
。

有記者問：據報道，即將組建的馬來西亞新
政府稱，可能將與中國就此前已簽署協議中的部
分條款重新進行談判。中方對此有何評論？

耿爽說，中國和馬來西亞是友好鄰邦。中方
高度重視同馬來西亞的友好關係。當前，中馬全
面戰略夥伴關係發展勢頭良好，互利合作成果豐
碩，給兩國和兩國人民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好處和
利益，這值得雙方共同珍惜和維護。

還有記者提出：此前，即將組建新政府的反
對黨領導人馬哈蒂爾對中國發表了一些言論，這
是否會影響兩國關係？

耿爽稱：“我想說的是，馬哈蒂爾先生是位
資深的政治家，他曾為中馬關係的發展作出過重
要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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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母語為粵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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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化業部分領域現投資過熱
去產能等政策行動將落地

2017年石油和化學工業主要經濟指標

均達到六年來最高增速，今年壹季度全行

業繼續保持穩中向好、穩中提質發展態

勢，多個品種產能利用率提升。但值得註

意的是，PX、煤制乙二醇、烯烴、化工新

材料等部分領域出現投資過熱現象。

這是記者在2018石化產業發展大會上

獲得的信息。對此，國家發改委和工信部

相關負責人表示，後續去產能補短板等相

關政策和行動將落地，其中包括全力推進

危險化學品生產企業改造搬遷、組織今年

最後壹批智能制造示範試點、出臺化工新

材料發展指導意見、氮肥磷肥產業的產能

置換政策以及《綠色石化工藝名錄》等。

主要指標增速創紀錄
中國石油和化學工業聯合會（下稱

“中國石化聯合會”）數據顯示，2017年

石油和化學工業全行業主營業務收入13.78

萬億元，比上年增長15.7%；利潤總額

8462億元，同比增長51.9%；資產總計

13.03萬億元，增加5.4%。而今年壹季度主

營業務收入3.12萬億元，同比增長11.4%；

利潤總額2296億元，同比增長22.7%。

“專用化學品、精細化學品、化工

新材料等在全行業收入、利潤、投資中所

占份額進壹步增大、經濟運行更加平穩，

向好態勢更加鞏固。”中國石化聯合會會

長李壽生在會上介紹說，化工行業收入增

長的83.4%來自於這三大領域。

與此同時，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兩年來，傳統產業的產能過剩局面得到

有效遏制。據了解，2017年煉油行業累

計淘汰落後裝置119套，合計淘汰落後

產能 8980萬噸；全年合成氨產能減少

165萬噸，尿素退出280萬噸，還有2000

多萬噸產能處於停產狀態；磷肥退出7.5

萬噸，約有十幾家企業合計100多萬噸

產能處於停產狀態；電石轉產、淘汰的

產能達到350萬噸，長期停產的產能還

有900萬噸；PVC退出28萬噸，燒堿退

出27萬噸；塗料退出小企業約3000家。

在此之下，整個行業產能利用率也

有所提高。當天在會上發布的《2018年

度重點石化產品 產能預警報告》（下稱

《報告》）顯示，中國石化聯合會重點

監測的28個品種主要石化產品，2017年

平均產能利用率為72.2%，較上年提升

3.1個百分點。

部分領域現投資過熱
“石化產業是我國國民經濟的支柱

產業，處於世界前列，但與高質量發展

的總體要求相比，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

題仍比較突出，主要表現在產能結構性

過剩，安全環保壓力加大，自主創新能

力不強，產業制造水平不高等方面。”

國家發展改革委產業協調司副司長盧衛

生在會上直言。

《報告》也指出，隨著行業效益好轉、

項目審批權下放及金融行業對實體經濟支

持增加等相關政策出臺，部分投資過熱領

域需引起重視。“十三五”末和“十四

五”期間，中國石化市場將面臨巨大的供

應壓力，投資多元化及產能集中釋放將加

劇未來石化產品的市場競爭。

“PX作為近幾年國內少數缺口較大

的化工產品之壹，企業投資熱情較高。”

中國石化聯合會副秘書長孫偉善介紹說，

預計“十三五”期間，國內在建、擬建

PX項目較多，投產時間相對集中，其中

浙江石化、盛虹石化、恒力石化等新建

大型煉化壹體化項目均配套較大規模PX

裝置，地方煉油企業謀求煉油轉型發展，

也有多個在建和計劃項目。

同時，隨著國家對煤化工產業支持

力度不斷加大，煤制乙二醇產能穩步提

升，項目經濟效益良好，促使國內煤制

乙二醇建設及規劃再掀熱潮。而同期下

遊聚酯產能增長速度放緩，屆時將出現

產能過剩的局面。

引發新壹輪投資熱的還有烯烴項目。

《報告》指出，美國頁巖氣革命後，乙

烷產量激增，在目前乙烷市場價格下，

相比於石腦油裂解制乙烯有壹定價格優

勢，壹些企業計劃進口乙烷裂解制乙烯。

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在建和擬建進口乙

烷裂解項目有十幾個之多，部分項目在

資源、港口、運輸等尚未落實的情況下

就盲目投資，風險較大。隨著乙烯、丙

烯項目的大量建設，2020年至2025年，

主要下遊產品，如聚乙烯、聚丙烯、環

氧丙烷等進口量將大幅減少，其中聚丙

烯可能供過於求。

化工新材料領域的狀況則是壹方面產

能過剩，壹方面高端產品全靠進口。據孫

偉善介紹，受國內需求增長緩慢、進口產

品沖擊以及工藝技術有待突破等因素制

約，國內碳纖維、高吸水性樹脂、聚甲醛

等化工新材料產品產能利用率較低，其

中，碳纖維行業平均利用率不足四成。

系列政策和行動將落地
在李壽生看來，今後壹段時間，不

斷加大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力度，深化供

給側結構性改革，仍然是石化行業的首

要任務。

盧衛生也認為，目前石化產業存在

結構性過剩和部分化工品短缺並重的局

面，因此應堅持去產能和補短板。堅決

淘汰落後和低效產能，嚴格控制部分行

業新增產能，今後除七大石化基地之外，

其他地區原則上不再規劃新的項目。同

時，依托園區優化布局，完善配套設施，

降低成本，增加效率，倒逼小散亂企業

退出。

據工信部原材料工業司副司長潘愛

華透露，該部門今後重點抓的第壹個工

作就是，全力推進危險化學品生產企業

改造搬遷工作，全國涉及1300家企業。

另壹個重點工作則是傳統產業改造和升

級，後續將出臺氮肥、磷肥行業的產能

置換方案。

《報告》還建議，加快培育戰略性

新興產業，如石墨烯、高性能復合材料、

電子化學品、功能性膜材料等。“我們初步

編制了壹個產業政策文件，這對化工行業發

展新材料有很好的指導作用。”潘愛華稱。

2017年，國家發改委和工信部聯合制

定了《關於促進石化產業綠色發展的指導

意見》，並於12月5日發布實施。《意見》

中的第六大任務“健全行業綠色標準”提

出，適時發布《綠色石化工藝名錄》。就

在9日的會議上，該名錄正式公示。

“今年委托了石化聯合會對化工園區

的標準進行研究。”潘愛華透露，今年的

壹大重點任務還涉及兩化融合和智能制

造，今年將組織最後壹批智能制造示範試

點，目前部分省份已經開啟相關工作。

英女王皇冠、老爺車、薄胎瓷齊聚中國電子第壹街華強北
綜合報導 第十四屆文博會華強北文化消費節

在深圳華強北商圈拉開帷幕，包括陶瓷大師現場薄

胎瓷藝術版畫創作表演、中歐時尚珠寶秀、東西方

文明碰撞音樂會、田黃石研討會、中歐珠寶玉石文

化交流論壇、影像科技文化周在內的12項50多場

專題活動、20多個主題展覽，讓來自世界各地的觀

眾盡情領略“中國電子第壹街”的風采。

華強北文化消費節由福田區文化產業發展辦公

室和華強北街道辦事處聯合主辦。在活動的重頭戲

“絲路瑰寶”中歐頂級珠寶精品展中，由英國皇家

禦用珠寶商Asprey手工制作完成的皇冠首次在中國

展出。本屆文博會，Asprey總裁攜包括英國皇冠在

內、十八世紀至今歐洲古董與現代珠寶精品赴深圳

參展，這也是該品牌第壹次亮相中國，分別在華強

北女人世界名店壹樓碧和園珠寶展廳、福田保稅區

保稅創意園碧和園珠寶展廳、文博會主展館福田展

區及9號館展出。

消費節期間，影像科技文化周主打“影像文

化＋科技”主題，由王琛影像博物館收藏的30臺

上世紀20年代至80年代的老電影放映機、攝錄機

同臺，讓觀眾在時空穿越中了解世界電影放映技術

的演變歷程。

在第四屆汽車文化節中，將展出10多輛代表

中國汽車發展歷史的車輛，包括紅旗CA72、民

用轎車上海SH760等。世界級品牌的瑪莎拉蒂、

保時捷、阿爾法羅密歐、凱迪拉克等經典車也同

時亮相。

此外，亞姐與田黃石後冠、權杖珠聯璧合，5

位雕刻工藝師現場展示技藝，美玉與工藝相得益

彰；100多件項級蘇州薄胎玉雕作品、30多件榮寶

齋木版水印作品和袁氏剪紙作品將齊聚華強北，讓

古老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在中國最現代化的城市重放

異彩；還有民族樂器、打擊樂表演，讓中西方音樂

文化激情碰撞；時裝品牌展示秀，緊跟時尚流行生活

節奏；創意集市DIY體驗活動，讓廣大市民享受創意

樂趣；女報生活美學活動，塑造時尚達人品味。

福田區人民政府相關負責人表示，福田區作為

首批國家文化消費試點城市的主體區域，近年來充

分發揮典型示範和輻射作用，著力增加文化產品和

文化服務的有效供給，開展文化消費提升行動，取

得了顯著成效。

作為享譽世界的“中國電子第壹街”，華強北

不斷完善基層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在繁華商圈實現

了商業、旅遊、文化的跨界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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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瓦萊州的兩頭奶牛正在年度瑞士瓦萊州的兩頭奶牛正在年度““女王大女王大
戰戰””上激烈廝殺上激烈廝殺。。每年在瑞士阿爾卑斯山瓦萊每年在瑞士阿爾卑斯山瓦萊
州的州的AprozAproz都會舉行都會舉行““女王之戰女王之戰”，”，當地的埃當地的埃
朗奶牛會通過決鬥來決定誰是族群的領導者朗奶牛會通過決鬥來決定誰是族群的領導者。。

圖坦卡蒙戰車遷至大埃及博物館將於年底與公眾見面圖坦卡蒙戰車遷至大埃及博物館將於年底與公眾見面

古埃及法老圖坦卡蒙陪葬品中的最後壹輛戰車運抵埃及古埃及法老圖坦卡蒙陪葬品中的最後壹輛戰車運抵埃及
首都開羅的大埃及博物館首都開羅的大埃及博物館。。該戰車將與其他約該戰車將與其他約50005000件圖坦卡件圖坦卡
蒙陪葬品壹道於蒙陪葬品壹道於20182018年年底同公眾見面年年底同公眾見面。。

四川首次同時發現四川首次同時發現2020余座成漢時期墓葬余座成漢時期墓葬
出土大量文物出土大量文物

記者從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獲悉記者從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獲悉，，經過經過88個月的考古發掘工作個月的考古發掘工作，，考古人員從四川省成都市金堂考古人員從四川省成都市金堂
縣十裏村縣十裏村66組的崖墓群中清理出東漢中晚期至兩晉時期崖墓組的崖墓群中清理出東漢中晚期至兩晉時期崖墓9090余座余座，，其中其中2020余座據出土器物可確認余座據出土器物可確認
為成漢時期墓葬，為四川地區同時發現成漢墓葬最多的考古項目。

成漢(304年-347年)也稱成，是中國歷史上五胡十六國時期之“十六國”之壹。都成都，盛時有今四
川東部和雲南、貴州的各壹部分。347年，成都為東晉權臣桓溫奪取，而後滅亡，共歷五主，共43年。

據悉，本次考古工作共出土隨葬器物400余件，主要包括陶器、瓷器、銅器、銀器、鐵器，其
中不乏陶罐、陶甑、陶釜、舞俑、撫琴俑、鎮墓俑、銅鏡、印章等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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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嘴巴是心灵的.。.心灵的插座吧。要保持插座，啊不，嘴巴的性能，保持牙齿的健康

显然非常重要。牙口好，这是做一个吃货毕生的梦想。自从牙刷发明之后，这个梦想就容易了许多。加上“巴

氏刷牙法”这样的路线指导，牙刷这个看起来没有技术含量的东西似乎没啥进步空间了。

牙刷的历史已不可考，但从最早的树枝、动物鬃毛，直到 1932年杜邦公司发明近代合成纤维，牙刷才变

成了真正经久耐用的日常用品，人类的口腔健康才第一次得以大规模的保证。但是实际上，因为人类有一种

难以治愈、感染相当广泛的病症———懒，而且很多人还是晚期患者，可以想象，仅有的两分钟的刷牙时间也

大都在睡眼惺忪和昏昏欲睡的状态糊弄过去了。咋办？拥抱电动牙刷吧。

原理、分类与品牌
1954年，瑞士医生 Philippe-Guy Woog发明了电动牙刷，Broxo S.A公司则制造了第一支商品化的电动

牙刷 Broxodent。令人惊讶的是，60年过去了，现在的电动牙刷居然与这位前辈极为相似。

从原理上分，电动牙刷有两大类：旋转与振动。旋转类的牙刷原理简单，就是电动机驱动圆形刷头旋转，

在执行普通刷牙动作的同时加强摩擦效果。振动类型的牙刷更复杂，从价格上来看也更高端。震动类型的牙

刷内部有一个电驱动的振动电机，能让刷头产生垂直于刷柄方向的高频摆动，但摆动的幅度很小，一般为数

5毫米左右。刷牙的时候一方面高频摆动的刷头能高效完成洗刷牙齿的动作，另一方面超过 20000次每分

钟的振动也让嘴巴里的牙膏和水的混合物产生大量微小的气泡，起泡爆裂时产生的压力可以深入牙缝情结

污垢。

市售的很多电动牙刷都以“声波电动牙刷”命名。实际上牙刷并不产生声波，只能产生高频机械波，效果

与工业用超声波清洗机类似，眼镜店里洗眼镜的那个嗡嗡作响的电动水池也是如此。

汽车界有装 X三件宝：索八 K5迈锐宝，牙刷界则有三大招牌：松下博朗飞利浦。特别说明，小家电著名

企业飞利浦的电动牙刷品牌“Sonicare”是收购而来，精于声波电动牙刷制造。而博朗的电动牙刷全称为博朗

Oral-B，Oral-B在国内有中文品牌叫欧乐 -B，是个专业的牙刷生产商，与剃须刀大王博朗合作制造电动牙

刷。博朗 Oral-B旗下旋转式与声波式牙刷都有旗舰产品。另外，日本“没什么不生产”企业松下有松下 Doltz

牙刷产品线，拥有“磁悬浮电机”、“负离子释放”这样的外星科技。

旋转式牙刷

旋转式牙刷原理简单，只有旋转速度这一个进步方向。牙刷三巨头里面也只有博朗 Oral-B有该类型

的旗舰产品。博朗 Oral-B的旗舰产品型号 D32，在旋转动作上加上了振动，也就是旋转和声波二合一，旋

转速度标称 8800转每分钟，振动频率标称 40000次分钟。D32的特色不止于此，除了一般电动牙刷都具备

的无线充电之外，还有一个小小的黑白液晶显示器，可以提供刷牙力度过大警示，30秒翻面提示，刷头需更

换提示等等。

需要说明一点的是，一些牙医文献中认为，旋转式的电动牙刷与牙齿的接触面刷的更干净，但对牙齿的

磨损程度要比声波式的大 4-5倍。虽然刷牙这件事就是牙膏中的研磨剂在起作用，但是过度磨损并不是好

事。而且 D32这种振动加旋转是不是磨损更厉害的嫌疑？但如果你追求这种彻底的干净，D32是一款优秀

的产品，国电电商价格大约在 800元。

当然，博朗 Oral-B的低端产品也可以选择，但要注意某些老型号使用的镍镉电池有严重的记忆效应，

且因为电压问题转数较低，选择时请甄别。

声波式牙刷

花样设计小能手飞利浦非常擅长丰富自家产品线，除了核心性能振动频率之外，还在工作模式、配件多

寡，甚至外形设计方面让自家产品拉开价格档次。不提早年的老系列产品，现在飞利浦主打的有 3个系列：

SonicareHX9、6、3。

HX3xxx系列牙刷是飞利浦的入门系列，主要性能统一为振动速度每分钟 15000次。主打系列 HX6xxx

与 HX9xxx系列统一为 31000次振动每分钟。HX3系列一般只有一种模式，就是按下开关运行两分钟，

HX6系列则设计更精巧，能够防水在淋浴时使用，提供超过 3种的清洁模式，并有 30秒翻面提醒。6系列现

在的电商售价，我指那些能买到工包货的电商，6730、6511等的售价基本上都在 400元这个档次，按照外形

挑选就好。HX9系列则看上去就很不一样，比如 HX9332，陶瓷质感的一体外壳，隐藏式的指示灯，标准套

装里的充电茶杯和旅行 USB充电盒，这些东西的外形和做工都基本无可挑剔，商场售价在 1000元以上。小

诀窍：如果你喜欢 HX9系列的外形，或是 6系列某些型号的紫外线消毒器，可以去某 C2C电商搜搜工包

货，绝对可以任君选择自由搭配。

松下的电动牙刷看起来非常高端，声波刷牙同时可以在嘴里电极释放负离子杀菌，外形设计也高端大

气。但是高端的 DE4x型号中国大陆并不售卖，售价 13000日元左右。低端型号的 DW-DLx等产品同样具

有磁悬浮电机，标称振动频率同样高达 31000次每分钟，只是没有负离子释放功能，售价约在 500元级别。

使用成本

电动牙刷和普通牙刷一样有寿命，大约 3个月，或者按照牙刷的智能提示更换。以上所说的电动牙刷

中，松下与博朗Oral-B的刷头每只的平均售价在 30元上下，飞利浦则在每只 60元上下。牙刷可以买工包

货，但是为了你的健康，请购买正品刷头。

另外，请注意你的牙刷使用的充电电池类型，是镍氢还是锂离子，虽然现在的电动牙刷都表示自己可以

长期放在无线充电底座上，但是镍氢电池还是有无法忽略的记忆效应，请按照正确的方式充电。当然，高端

的锂离子电池就无所谓了，随用随充。

友情提示

1.第一次使用电动牙刷可能会因为高频振动让牙齿和口腔略有不适，然几次过后就会消失。而且很多

型号的电动牙刷会有学习过程，第一次使用开始会逐次加强力度直到标准力度。

2.请轻一点刷牙。如果牙龈出血很严重，那么可能是你太用劲，或者你需要看牙医。

3.刷头不能多人混用，有消毒器也不行。

4.刷头需要按说明书更换，别嫌贵，健康第一。

祝你有个好牙口，好胃口。

如何科学的挑选一把
电动牙刷

[[ NN
BB
AA

季
後
賽

季
後
賽]]

騎
士
騎
士44

--
00

淘
汰
猛
龍
晉
級
東
部
決
賽

淘
汰
猛
龍
晉
級
東
部
決
賽

[[

中
超
中
超]]

江
蘇
蘇
寧

江
蘇
蘇
寧22

--
00

長
春
亞
泰

長
春
亞
泰

20182018貝爾法斯特馬拉松精彩貝爾法斯特馬拉松精彩



BB1111體育消息
星期日 2018年5月13日 Sunday, May 13, 2018

美南版5 體 育 新 聞 ■責任編輯：周文超 2018年5月14日（星期一）

曼聯於北京時間11日凌晨英超補賽，雖然作
客僅能互無紀錄悶和韋斯咸，但球隊仍憑藉這1
分，提早鎖定本屆英超亞軍資格。另一方面，“紅
魔鬼”門將迪基亞則再度保持清白之身，個人首度
贏得今季“金手套”獎。

曼聯領隊摩連奴是役收起了拉舒福特及安東尼
馬迪爾，似是不滿兩名新星上仗不敵白禮頓時的表
現。然而以阿歷斯山齊士及連格掛帥的客軍，上半
場表現反而不俗，可惜山齊士、勞基梳爾及連格的
埋門皆未竟全功。
下半場雙方表現拘謹，最搶鏡反而只有保羅普

巴與對手麥克盧保之間的衝突，兩軍最終互無紀錄
完場。
據英媒表示，球證雖已對普巴及盧保出示黃牌

作警告，但英足總仍有機會對二人作秋後算賬，亦
有可能指控球會未能控制球員的情緒。

卡域克正選告別
今場比賽之後，曼聯37戰得78分，已肯定取

得本屆英超亞軍資格。領隊摩連奴賽後表示，本屆
得亞軍是可接受，但不太值得高興：“英超非常困
難，有6支球隊有力爭標，所以得第2名也算是不
錯。然而，我的目標可是冠軍，所以沒有太值得高

興的理由。”摩連奴同時表示，季後退役的隊長卡
域克將於煞科戰登場，而拉舒福特及馬迪爾，今場
沒有正選是因為輪換，亦會正選上陣。

值得一提，今場成功保持清白之身的曼聯門將
迪基亞，是全季第18場比賽沒有失球，已肯定可
以獲得代表最佳門將的“金手套”獎。首度獲獎的
迪基亞在發表獲獎感言時表示，拿獎是全隊球員的
功勞，因沒有隊友的幫助，他也沒有可能有如此多
的“零封”紀錄。

莫耶斯要看球隊野心
另一方面，韋斯咸領隊莫耶斯季中臨危受命，

協助“槌仔幫”成功護級，但這位前曼聯主帥就表
示，未必會與韋斯咸續約：“我與球隊的續約條
件，是看管理層有沒有進軍歐洲賽的野心，說實
在，季尾因護級成功與球迷揮手致意真的很奇怪，
我認為只有獲得歐戰資格，才應該與球迷分享喜
悅。”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浩然

日前香港文匯報曾提及皇馬巨星基斯坦奴朗
拿度（C朗），除拍攝電視劇外，還變成卡通
《Striker Force 7》的主角。11日這套卡通的宣傳
相片就出爐，劇中主角的外貌的確與C朗十分相
似。
根據報道，C朗這套任監製的卡通，是與

美國及印度的公司聯手合作，這位葡萄牙球星
就對自己的作品有很大的期待：“我一直很喜
歡看英雄片，所以能夠參與製作這種卡通片，
我真的感到很高興。我認為，英雄人物與足球
球星的角色有點相似，大家也能夠把各人團結
起來。”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浩然

CC朗朗化身卡通超級英雄化身卡通超級英雄

■■CC朗成為卡通英雄主角及監製朗成為卡通英雄主角及監製。。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曼聯公佈來季第三作客球衣。
曼聯官網相片

鑽石聯賽上海站 以0.01秒不敵英國選手

蘇炳添男子百米遺憾失金

正在北侖備戰世界女排國家聯賽的中國女排，日
前拍了一張全家福（見圖）。可是，在這張集體照中
卻不見曾春蕾的身影。據報道，曾春蕾回北京處理私
事，而對於曾春蕾的私事也有多種傳說，其中一種是
指她有可能與日本俱樂部簽約，再啟留洋之旅。至於
結束歐聯比賽的朱婷，則馬不停蹄，趕抵寧波與中國
女排會合，她在接受內地傳媒訪問時表示：“見到郎
導（郎平）感覺很踏實”，她還開心地說：“7個月
沒見面，一點陌生感都沒有，特別親切！”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衛冕冠軍鞏立姣12日晚第一投就
投出了19米27的成績，第二投

更是將成績刷新為19米99，第三投19
米87的成績同樣不俗。隨後的第四、
第五投雖然犯規，但其成績早已遠遠
甩開其他選手，提前鎖定了冠軍。不
過，鞏立姣似乎想要再搏一搏，於是
最後一投中拿到19米85的成績，如此
一來，這位賽前笑言要用自己的重量
來展現中國力量的姑娘，以當晚最佳
的三個成績，包攬了今年女子鉛球的
世界前三成績，冠軍之位實至名歸。

而在當晚進行的男子100米比

賽，雖然遭遇了兩屆世錦賽男子100
米冠軍加杜連，被譽為“保特接班
人”的加拿大神奇小子德格拉斯，去
年衝出9.98秒黃種人新紀錄的日本飛
人桐生祥秀，但中國選手蘇炳添和謝
震業仍頂住壓力。

中國男子百米奪亞季
當蘇炳添以10.05秒成績衝過終

點線時，現場觀眾均以為他成功衛
冕，但根據慢鏡頭回放，英國選手普
雷斯科德以0.01秒的優勢，爆冷奪
冠。兩位中國選手分列二、三。 ■■蘇炳添蘇炳添（（中中））以以00..0101秒之差屈居亞軍秒之差屈居亞軍。。 路透社路透社

即將備戰俄羅斯世界盃的巴西
國家隊，首席前鋒尼馬將於本周復
操，但根據最新消息，王牌右閘丹
尼爾的傷勢卻比預期嚴重，意味着
這位35歲老將就此緣盡極可能是其
最後一屆的世盃。
丹尼爾上周法國盃決賽右膝

受傷，所屬球會巴黎聖日耳門
（PSG）法國時間11日更新了其
右膝傷情評估，報告指丹尼爾即將
接受手術。到了巴黎的巴西國足隊
醫拉斯馬也表示，丹尼爾術後將缺
陣大約半年。
自2006年巴西隊首演以來，丹

尼爾共代表“森巴軍”出戰 107
次，包括之前兩屆世盃決賽周。4年
前主場以1：7慘負於德國無緣決
賽，該仗坐後備席的丹尼爾世盃征
程料就此留憾。他球員生涯贏得38
個冠軍，是球員奪冠數的一項紀
錄。至於其PSG隊友尼馬，養傷近
三個月後本周將全面復操，備戰世
盃。

冰島搶閘公佈世盃23人名單
另外，首闖世盃決賽周的冰島

成為首支決選23人名單的32強隊
伍，効力愛華頓的主力攻擊中場基
菲爾施古臣帶傷入伍，陣中較具名
氣的卡迪夫城守將艾朗根拿臣和般
尼中場貝治古蒙臣亦續上榜。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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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馬康復進度理想尼馬康復進度理想。。 美聯社美聯社

■■已經已經3535歲的丹尼爾歲的丹尼爾，，
相信征戰世界盃的生涯就相信征戰世界盃的生涯就
此畫上句號此畫上句號。。 法新社法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夏微 上海報道）2018國際田聯鑽

石聯賽——上海站比賽在12日晚展開，去年拿下年度鑽石大

獎的鞏立姣成功在女子鉛球項目衛冕；而備受注目的百米飛人

大戰，中國飛人蘇炳添以0.01秒不敵英國選手普雷斯科德遺憾

失金。

迪基亞首奪金手套 曼聯鎖定英超亞軍

■迪基亞首度奪得金手套獎。 網上圖片

李琰：中國短道隊朝高目標再出發

■中國短道速滑隊主教練李琰在開訓儀式上
講話 新華社

49人的超大運動員團隊近日在京集結，來
自韓國的強力外教有望加盟。面對四年後的
2022年北京冬奧會，中國短道速滑隊朝着主教
練李琰設定的“高高的目標”再次出發。 據
中國滑冰協會主席兼中國短道速滑隊主教練李
琰介紹，未來四年中國隊都將保持這樣的集訓
規模，統一規劃，動態管理，而教練和保障團
隊的人數也在20人以上。
在溫哥華、索契和平昌冬奧會上，李琰以

主教練的身份分別率領中國隊奪得4枚、2枚和
1枚金牌。李琰表示，她之所以選擇留任主教
練，是為了“擔當”。

“大家都知道任務相當艱巨，都知道意義
所在。”李琰說，“有的時候歷史重任不一定
放到你的肩上，想找機會擔也擔不了。一旦放
在你肩上，也不要去躲避，我就說順其自然，
讓我擔我就擔，讓我做我就做，但是我會竭盡
全力去做。”
面對2022年冬奧會目標的問題，李琰的回

應是：“作為職業人來講，你肯定把目標設得
高高的，然後踏踏實實做好每一天。”
來自韓國的教練趙載範和宋在根也參加

了11日上午的動員會。雖然尚未正式簽約，
但他們有望以執行教練的身份加盟中國隊，

與多位中方教練一起輔佐李琰。李琰說：
“兩位都是韓國的教練，有個是沈石溪的教
練。整個世界的格局是動態的，各個國家的
教練員交流非常頻繁。外教加入中國團隊之
中，他們非常高興。”

■新華社

女排全家福 曾春蕾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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