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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by Chen
Broker / 企管碩士
德州 /加州地產經紀人

國、台、英語

Grace Wang
工商管理碩士
房地產經紀人

54 Sugar Creek Center Blvd., #300 Sugar Land, TX 77478
買的稱心，賣的放心，售屋高價又快速

值得您依賴的房地產投資專家

專精:房屋 商業 公寓 土地開發 物業管理 

稀有西南區20個單位Condos 出售，
地點極佳，近8號及59高速，
離中國城數分鐘車程，入住率達95%，
高投資報酬達9.12%， Pro-forma rate 
達12.37%買後立即收租金！
投資優值項目，售$1,280,000.
意者請電洽Toby 或Grace，非誠勿擾！

谷歌因壟斷指控被歐盟罰款谷歌因壟斷指控被歐盟罰款5050億美元億美元

谷歌遭指控非法利用安卓智能手機而被罰款谷歌遭指控非法利用安卓智能手機而被罰款5050億美元億美元。。

（綜合報導）周三，歐盟反壟斷監管機構以谷歌非法利用其安
卓智能手機系統的強大市場份額而對谷歌罰款50億美元，谷歌若
沒在90天內終止這非法的行為，將會面臨更多處罰。

歐盟反壟斷監管機構的依據是，安卓系統是全球80％以上智
能手機的運營系統，谷歌濫用這一主導地位來推廣自己的應用和服
務，特別是該公司的搜索引擎。

監管機構要求谷歌在90天內終止這一被認為是非法的做法，
否則將面臨更多處罰。

這一決定是周三在布魯塞爾的一次會議上做出的。谷歌可以對
此提出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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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中原律師
DANIEL LEE

C.Y. LEE LEGAL GROUP, PLLC

www.leelegalgroup.com

11122 Bellaire Blvd., Suite 103, Houston, TX 77072
1305 Prairie St., Ste. 300, Houston, TX 77002

地址//

A02_LEE李中原律師C1234567_16

Of Counsel Mark Thering and Of Counsel Glenn Loethen.

精通國語、英語
粵語、西班牙語

休士頓最佳律師  獲獎無數

歡迎來電預約/ 

832-632-4639
713-487-9028

西 英

中

中

資深出庭辯護律師

刑事事故/車禍意外/人身傷害
家庭法/離婚官司/子女扶養
商業/房產糾紛/各類案件

專
精

為服務華人社區已於美南新聞大樓一樓設有辦公室

manager.v@houstondivorcenow.com
E-mail/

法學博士 ATTORNEY AT LAW

（綜合報導）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周三
（18日）在記者會上，再度就美國指控 「中國竊
取美國企業的智慧財產權」 、 「強逼外資企業技
術移轉」 等指控，做出反駁。她更連用用4個
「錯」 ，反批美國指控不實。

美國副總統潘斯（Mike Pence）早前警告中
國，如果拒絕公平貿易（如：強制外資持股不得
過半、強制技術移轉等），繼續報復美國，美國
不會退縮。美國也將採取強硬措施，阻止中國繼
續 「偷竊」 美國企業的技術。潘斯又說，綜觀所
有行業，中國對美國商品徵收的關稅，是美國對
中國商品徵稅的3倍。

對此，華春瑩反駁，第一，在所有行業，中
國對美國關稅是美國對華關稅的3倍？錯！她以
汽車關稅為例，美國對私人乘用車的進口稅率是
2.5%，但貨車的進口稅率高達25%，而中國對
進口汽車 「零件」 的關稅只有10%，近期又降到
6%。

第二點，中國拒絕公平貿易？華春瑩說：
「錯！中國從來主張公平貿易」 。她又強調，公
平不能各說各話， 「不能完全根據自身利益和需
要來制定標準」 ，中國正在推進 「新一輪對外開
放」 ，將繼續努力營造開放、透明、公平、可預
期的商業環境，而美國卻在製造種種藉口，甚至
濫用 「國家安全」 等荒謬理由，對中國企業在美
國的正常投資和經營活動，製造種種障礙和限制
，中國在開門，美國在關門，誰對誰錯，一目了
然。不過，華春瑩沒有就 「中國強制外資持股不
得過半、強制技術移轉等規定」 ，作出解釋，只
堅稱中國一向主張公平貿易。

華春瑩續說，中國 「竊取」 美國的智慧財產

權也是錯的。華說，美國污衊中國 「偷竊」 智慧
財產權，是對 「歷史」 和現實的嚴重歪曲，中國
正堅定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中國的創新成就
「一不靠偷、二不靠搶」 ，而是13億多中國人民
靠智慧和汗水奮鬥出來的。她舉，美國前財政部
長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柯林頓政府的
財長）曾說過公道話： 「中國企業在技術上處於
領先地位，不是 『竊取』 美國技術的結果，而是
首先源於，中國基礎科學領域優秀的科學家和重
視人才、關注科學的教育體系」 。華春瑩更建議
，美國那些唯我獨尊的人，不妨去認真讀一讀英
國著名歷史學家李約瑟（Joseph Needham）的
《中國科學技術史》。因為該書證認，中國是發
明大國，中國人發明火藥、造紙術、印刷術、指
南針，及煉丹術。

華春瑩指，最後一點是，美國稱： 「如果中
國繼續報復，美國不會退縮」 的論述是錯的，正
確的說法應是， 「如果美國繼續任性妄為，世界
各國將更加堅決有力回擊」 。她重申，這是一場
由美國率先挑起的單邊主義與多邊主義、保護主
義與自由貿易、強權與規則之爭。堅決維護自身
正當權益、維護多邊貿易規則和體系，是國際社
會的強烈共識和決心，如果美國繼續抱守 「美國
打人有理，別國自?無理」 的霸權邏輯，只會在
孤家寡人的錯誤道路上越走越遠。不過，華春瑩
避談，歐盟已拒絕和中國 「聯手抗美」 。5名歐
盟官員本月初告訴路透： 「美國針對中國的批評
，如：強制貿易移轉、拒絕給外資公平待遇、破
壞WTO規則，歐盟幾乎全都同意，只是不同意
美國的方法而已」 。

被批偷竊美國企業技術 中國：錯錯錯錯

（綜合報導）泰國 「野豬」 青少年足球隊
的13名成員，受困睡美人洞受到國際關注，
脫險之後都在醫院裡療養，於當地時間下午5
點終於出院，確定在6點(台北時間7點)開記者
會向各界致謝，感謝外界關心與支援，特別要
紀念因此殉職的泰國特種部隊成員沙曼（Sa-
man Kunont）。

12名青少年與年輕的教練，都穿起野豬
隊的球衣到記者會現場，精神看起來相當不錯
。

隊員們一一向大家自我介紹，包括自己的
名字，感謝的話語，以及經歷事件的心得，語
氣輕鬆自然，有時也會展現幽默與玩笑。

阿克教練說，在受困之後，男孩們最初試
圖挖掘出路，我告訴他們不要害怕，因為當地
還有水，那些水都很乾淨，所以不致於脫水。

被問到餓的時候想到了什麼？一個男孩說他想
到炒飯。

阿克說在在10天，他們聽不到外界的雨
聲，但感受的到水位在上漲，所以要輪流挖掘
空間，並且要喝水。為了保持精神，他們會玩
跳房子。

記者問，當你們看到英國潛水員到來時，
是什麼場面？較懂英語的球員阿杜爾說，一開
始聽到有人說話，曾以為是幻覺，直到手持火
把的米克走近才確定那是英國潛水員，大家都
驚訝他不是泰國人，於是由阿杜爾出面溝通，
他與潛水原的第一句話是hello，那真是奇蹟
的時刻。而且因為這次的經歷，孩子們現在想
要成為海豹特種部隊，希望有朝一日也能幫助
別人。

（綜合報導）美國女星梅根5月19日和哈利王子共結連理
，嫁入英國王室至今已兩個月，每當她出現時，總是笑容可掬，
看來似乎適應得相當好。

可是她的父親湯瑪斯（Thomas Markle）在74歲生日前夕
卻再度發聲，對英國王室讓女兒對他不聞不問表達強烈不滿。

據英國《每日郵報》（DailyMail）17日報導，老湯瑪斯說
， 「他們所要做的，就只是和我談談」 。他說，除非成為女兒生
活的一部份，否則不會停止接受媒體訪問。

就在上次拿錢受訪，大談女兒女婿，透露哈利的政治取向，
而引發軒然大波之後，老湯瑪斯又接受了訪問。他表示，對報導
稱，薩塞克斯公爵（Duke of Sussex）公爵哈利與夫人梅根受不
了他接二連三拿錢受訪不以為然。

老湯瑪斯15日接受《太陽報
》（The Sun）專訪時說，女兒被
成為王室成員的新生活 「嚇壞了
」 ！而他根本沒辦法和她連絡。
他擺明了說，無論他們再怎麼受
不了，他都不會停止談女兒和英
國王室。

「我一整年都沒吭聲，」 他告訴娛樂新聞網TMZ， 「媒體
每天都修理我，說我是躲在墨西哥的隱士，所以我說出了我的故
事」 。

老湯瑪斯說，他就快過生日了，希望起碼能讓女兒開懷大笑
。 「顯然那專訪讓王室進入沈默模式，」 他說， 「所以我接受另

一次專訪，以打破沈默，而他們所要做的，就只是和我談談」 。
老湯瑪斯表示，他認為肯辛頓宮（Kensington Palace）沈

默以對很蠢，而那不會讓他摸著鼻子走開。
據《太陽報》本周稍早報導，老湯瑪斯兩個月都沒和梅根說

上話。

泰國13名球員召開記者會向各界致謝

絕地反擊！除非進入梅根生活 老爸絕不放過英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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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一百年前的今日，俄羅斯帝國的末
代沙皇尼古拉二世（Tsar Nicholas II）、皇后及5名
子女遭到槍殺，不僅讓沙皇時代劃上句點，也為當時
混亂的俄羅斯留下不少未解之謎。但俄國科學家日前
宣布，1991年於葉卡捷琳堡（Yekaterinburg）發現
骸骨，透過英國菲利普親王（Prince Philip）提供的
血液樣本判定，確認骸骨屬於尼古拉二世一家，並在
百週年之際，證實了他們的死訊。

尼古拉二世在俄國大革命（Great October So-
cialist Revolution）後退位，因為無法離境赴英避難
，最終在1918年被布爾什維克軍隊逮捕，於7月17
日凌晨遭到集體處決。不過，沙皇的小女兒、安娜塔
西亞公主（Anastasia Nikolaevna）卻傳出，在舊親
衛隊祕密保護下，逃往日本或中國大陸的傳聞，影視
、文學和動畫作品中也多有此一 「真假公主」 的故事
流傳，直到2007年太子阿列克謝（Alexei Nikolaev-
ich）和一名女兒的遺體被發現，這個傳聞才真正終
止。

但為何是用看似沒有 「關係」 的菲利普親王鑑定
？ 原來高齡97歲、擁有希臘王室血統的菲利普，是
尼古拉二世皇后亞歷山德拉（Alexandra Feodorovna
）的外甥孫、兩人同為維多利亞女王次女愛麗絲公主
（Princess Alice）的後代。菲利普親王的祖母、前
希臘王后康斯坦丁諾芙娜（Olga Constantinovna）
，是俄羅斯沙皇尼古拉一世的孫女，才讓菲利普的血
緣成為最接近俄國羅曼諾夫王朝（House of Ro-
manov）的 「現役」 王室成員。

作為俄羅斯最後一位沙皇、尼古拉二世與亞洲有
很深的連結，皇太子的時代出訪日本，卻不幸遇上刺
客行刺；與清廷合資興建東三省鐵路、逼迫日本歸還
遼東半島，並在義和團事變出兵北京，進而佔領滿州
和旅順港，因此點燃1905年的日俄戰爭，卻也就此
埋下帝國覆滅的導火線。在1918年被槍殺後，他與
家人的遺骸長年被前蘇聯（USSR）隱沒，直到鐵幕
落下後，才由英國的團隊與俄羅斯東正教會合作，逐
一解開這道百週年的謎團。

百年謎團解密 藉菲利普親王之血 確認末代沙皇一家遺骸

（綜合報導）日本京都大學的細胞研究團隊，
成功誘導多功能幹細胞（iPS細胞）形成止血過程中
具關鍵作用的血小板，只需5天就可以製成1000億
個以上，這項研究已發表在美國科學雜誌《細胞》
上。

研究團隊主持人江藤拓也教授表示： 「這項技
術已經能夠大量製作用於輸血的高品質血小板。」

血小板是血液中的成分之一，體積要比紅血球
、白血球來的小，但是她們具有凝血因子，一但出
現外傷時，血小板可以為傷口止血，因此在外科手
術上相當重要，目前在通過捐血在收集，但是血小
板的保存時間較短，容易處於不足狀態，因此血小
板的穩定供給，成為外科醫療研究的主要課題。

血小板通常生成於骨髓內部，而骨髓內部會先

製造巨核細胞，然後巨核細胞再分化成血小板。該
團隊先前已可以誘導多功能幹細胞成為巨核細胞，
進行冷凍保存，到了需要時，再由巨核細胞製作成
血小板，但舊的方法無法一次性大量製作血小板。

團隊於是觀察巨核細胞變成血小板的過程，他
們以特殊的顯微鏡對小鼠的骨髓進行觀察，發現當
骨髓中血流，發生不規則變動(亂流)時，巨核細胞就
會生成血小板，因此他們就模仿這個 「亂流」 現象
。

該團隊開發了可製造 「人工亂流」 的圓柱培養
基（容量為8公升），成功的在5天裡製作出約1000
億個血小板，而且這些血小板都功能健全，輸入到
受傷小鼠和兔子的血液中，都能正常起到了止血作
用，可見製作方法正確無誤。

止血利器! 日本成功用幹細胞製作大量血小板

（綜合報導）根據一項新研究，在地
殼的深處藏有一片巨大的鑽石區，可能多
達千兆噸，但是 「鑽石區」 深達地下120~
150公里處，根本無法開採。

大眾機械(popular mechanics)報導，
我們對地球深處的了解，要比探索外太空
要困難的多，因為科學家無法簡單地直接
觀察，只能用震波來間接傾聽，透過對震
波的分析，能夠大致推斷地下的介質形態
與可能的構造。震波在愈硬的結構中傳播
的愈快，因此地質學家可以憑著震波的傳
播速度來猜測地質的密度，與可能的成分
。每一回的地震或火山爆發，對於地質學
家來說都是研究的好時機。現在有一組科
學家分析地震波穿過陸地地殼的深處，稱
之為 「克拉通」 (Craton)的古陸核結構，發

現奇怪異常。所謂克拉通是古老的陸地地
殼核心，而它的根部結構有著超乎尋常的
硬度。

麻省理工學院科學家烏爾里希·福爾
（Ulrich Faul）領導的一組科學家，認為克
拉通深處的構造很不尋常，根據過去幾十
年測量值來看，那些震波移動的速度甚至
超過預期，顯然是密度極高、極硬的材質
。研究團隊先建立一系列的假設材質，再
以電腦模擬比對，發現克拉通的深處，很
可能是普通岩石加上1~2％的鑽石。

這一發現解說了克拉通的材質，也可
能解釋了鑽石的來源。如果克拉通的2％是
由鑽石製成的，相當幾千兆噸的鑽石，就
深埋在地底下，然而我們根本不可能抵達
那個區域。

（綜合報導）身為旅遊大國的日本，近期
以來每年造訪人數不斷攀高。日本觀光局今日
公布今年度（2018）上半年的報告，發現從1
至 6月為止，到訪日本的外國旅客總數增加
15.6%、達到1,589.8萬人次，其中若以國籍來
分，中國大陸遊客以405.6萬人次居冠，台灣名
列第三位，共有250.5萬人前往日本旅行，比去
年同期增加9.5%。

從報告中顯示，訪日的外國旅客分佈，仍
以中國大陸、南韓、台灣和香港4地為最大宗

，除上述提及的大陸外，南韓也有401.6萬旅客
、比去年增加18.3%的比例；香港有111萬名
，也有2.5%的小幅成長。除了亞太4地外，其
他兩個突破 50 萬人次的國家，分別是美國
（77.4萬）和泰國（60.6萬），泰國似乎也受
惠於免簽的政策，近年來愈來愈多旅客訪問日
本。

南韓：今年6月訪日人數突破60萬，受惠
於大批低成本航空（LCC）增加航線，讓機位
和直飛航點大增，因此能吸引更多韓國旅客造

訪。
中

國大陸
： 6 月
份造訪
人數達
76萬，比去年大幅增加29.6%，不僅團體旅遊
需求增加，成長更多的其實是個人自助旅行。

台灣：6月前往日本旅行人數為45.7萬，
比去年增加5.4%，主要是端午節連假和低成本

航空增開航線，讓更多台灣人願意前往日本旅
行。

香港：6月訪問日本的旅客達到20.5萬，
和台灣一樣的原因，因為端午節連假和航班機
位增加，讓更多香港人願意前往日本。

日本上半年外國旅客破1,500萬 250萬來自台灣

科學家在地殼裡發現千兆噸鑽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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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收藏家8000歐元拍下斷頭臺：

復制品 沒鍘過人
綜合報導 日前，壹個有150年歷史的斷頭臺在法國拍賣，這場拍賣引

發爭議和反對。最後，斷頭臺以8000歐元的價格成交，買家是法國人。
拍賣行表示，這座3米高的斷頭臺其實是壹件復制品，而且從來沒

有鍘過任何人的頭，但是刀刃上卻有幾處凹痕。據介紹，這座斷頭臺原
本陳列在巴黎壹個博物館裏，博物館破產後，壹個爵士音樂酒吧買下博
物館產權，將斷頭臺送到拍賣行拍賣。

這場拍賣引起許多爭議，法國拍賣業監管機構反對將這座斷頭臺公
開拍賣。反對聲音認為，斷頭臺和納粹集中營受難者的衣服，還有
折磨、虐待人的刑具壹樣，拍賣這些物品會傷害人的感情。

但是，斷頭臺還是在7月11日在巴黎如期拍賣，起標價4000歐元
，競價只花了2分鐘就成交。喜好收藏怪異物品的法國工業家費夫裏耶
（Christophe Février）以8008歐元拍得。

斷頭臺起源於法國。在法國大革命期間，斷頭臺是法國執行死刑的
主要方法。1793年至1794年之間，有16000人被送上斷頭臺處死，最
有名的就是法國國王路易十六和他的妻子瑪麗皇後。法國最後壹次以斷
頭臺執行死刑是在1977年，1981年法國廢除死刑。

真正的斷頭臺過去也曾經拍賣過，2011年，壹座真正的斷頭臺在
巴黎以22萬歐元的價格拍賣成交。2014年，另壹座真的斷頭臺在法國
西部城市南特拍賣，估價4萬歐元，但最終未能成交。

歐安組織特別觀察團：
烏克蘭東部局勢近期明顯緩和

綜合報導 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歐安組織）駐烏克蘭特別觀察團
第壹副團長胡格在基輔表示，從7月1日開始實施的新停火計劃已現成
效，烏東部頓巴斯地區局勢近期明顯緩和。

據烏克蘭獨立新聞社消息，胡格當天在於烏克蘭首都基輔舉行的新
聞發布會上說，根據特別觀察團在頓巴斯地區的監測數據，盡管仍有零
星射擊，但上周違反停火計劃的次數比前壹周減少85%，使用停火計劃
禁止的重型武器的情況減少94%。

胡格透露，監測顯示過去壹周共發生近1200次破壞停火的行為，
其根本原因在於“雙方仍有42件被停火計劃禁止的武器未撤出相關地區”
，包括烏克蘭政府軍方面的16件和民間武裝方面的26件。

此外，過去壹周間無平民傷亡。烏克蘭真理報網援引胡格的話指出，
初步統計結果表明，過去7天是最近壹段時間來唯壹沒有平民傷亡報告
的壹周。

據烏克蘭“壹周鏡報”網報道，胡格還強調，盡管局勢有所緩和，
但民眾仍然受到地雷的威脅，且沖突雙方間相隔的停火距離不大，“這
意味著平靜仍有可能轉變成暴風雨”。

2014年4月，烏克蘭東部頓巴斯地區（包括頓涅茨克州和盧甘斯克州）
爆發烏政府軍和民間武裝間的大規模沖突。經國際社會斡旋，沖突雙方分別
於2014年9月和2015年2月在白俄羅斯首都明斯克達成停火協議，確定了
停火分界線，大規模武裝沖突得到控制，但小型交火事件至今時有發生。

制裁伊朗石油
美國決心不變但有意“寬限”

美國財政部長史蒂文·姆努欽說，美
國政府可能考慮給予壹些進口伊朗石油
的國家以“寬限”，使這些國家的企業
有較充裕時間斷絕與伊方生意往來，免
受美國11月初恢復對伊能源行業制裁的
連帶影響。

不過，他強調，美方不會“全面豁
免”，“寬限”前提是相關國家今後幾
個月內“大幅減少”購買伊朗石油。

【不豁免 或寬限】
姆努欽當天告訴媒體記者：“我們

希望大家把購買（伊朗）石油的數量降
為零；不過，假如某些國家壹時做不

到，我們會考慮例外處理。”
路透社報道，姆努欽在“澄清”其

他美國官員先前聲稱連帶制裁“沒有例
外”的說法。

與姆努欽壹同會見記者的美國國務
卿邁克·蓬佩奧補充道，美方施壓伊朗經
濟的決心不變。“不要理解錯了。我們
堅決在全球範圍、廣泛領域內施行這些
制裁措施。”

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今年5月8
日宣布退出2015年簽署的伊朗核問題全
面協議，同時恢復依據協議取消的壹系
列經濟和金融制裁。第壹批制裁定於8
月6日生效，針對伊朗能源行業的制裁

定於11月4日生效；與伊朗有業務往來
的外國企業將受所謂“次級制裁”、即
連帶制裁。

美方警告，外國企業如果不在生效
日之前斷絕與伊朗的生意往來，在美資
產和業務、如美國提供的金融服務將遭
凍結。

美國政府上月開始加緊催促其他國
家停止進口伊朗石油，以確保對伊“極
限施壓”效果。美國媒體15日報道，蓬
佩奧和姆努欽已經拒絕德、法、英三國
和歐洲聯盟領導機構所提“豁免”歐洲
企業的要求。

【美國施壓見效？】
媒體報道姆努欽的“寬限”言論，

國際原油價格隨之下跌。作為市場基準
價，紐約輕質原油期貨價格16日大幅下
滑4.2%，至每桶68.06美元；倫敦北海
布倫特原油期貨價格下跌 4.4%，至
71.99美元。

同壹天，美國石油企業股票價格
明顯下跌。埃克森美孚公司股價下滑
1.1%，馬拉松石油公司股價下跌幅度

達6.2%。
白宮說，自美國5月退出伊核協議，

50多家外國企業陸續退出伊朗市場。
壹個美國官方代表團本周將前往印

度，敦促印方減少對伊朗石油供應的依
賴。由於兩大石油出口國委內瑞拉和伊
朗都受到美國制裁，印度正考慮尋求替
代供應方。美國原油對印度出口額今年
6月創最高紀錄。路透社報道，印度可
能要求美國釋放部分“戰略石油儲備”
，以保障全球石油供應穩定。

特朗普暗示，美國退出協議、施壓
伊朗的策略已“見效”。

在接受美國福克斯新聞頻道采訪
時，特朗普誇耀說，伊朗多座城市發生
騷亂，通貨膨脹率沖高，“自從我終止
那份協議，（伊朗）發生了不少爭鬥。
所以，我們走著瞧吧”。

【伊朗硬氣回擊】
針對美國“極限施壓”，伊朗政府

顯現“硬氣”。
伊朗外交部長賈瓦德·紮裏夫16日

說，伊朗已向設在荷蘭海牙市的聯合國

國際法院呈交訴狀，指控美國“非法”
對伊朗重新施加單方面制裁。紮裏夫在
社交媒體“推特”寫道：“面對美國蔑
視外交和法律義務，伊朗堅守法治原則。
有必要對美國屢屢違反國際法的做法予
以反擊。”

伊朗總統哈桑·魯哈尼14日說，美
國堅持制裁伊朗，使美國更加“孤立”，
美方“非法邏輯”不受任何國際組織
支持。

伊朗武裝力量總參謀長穆罕默德·侯
賽因·巴蓋裏訪問巴基斯坦時告訴媒體，
企圖在中東地區“制造不穩定”的國家
中，美國處於“頭號”位置。

只是，美國重啟制裁無疑將加重伊
朗經濟困難。路透社報道，伊朗貨幣裏
亞爾過去6個月對美元貶值將近50%。
物價上漲惹民眾不滿，壹些城市近幾個
星期出現小規模示威。

位於新加坡的能源咨詢機構FACTS
環球能源公司預測，在美國恢復制裁的
“最壞情況下”，伊朗今年年底前原油
出口量可能降至每天70萬桶，比現階段
220萬桶減少三分之二。

法國球迷慶祝奪冠“變了味”：
狂歡演變成打砸搶！

世界杯奪冠後，法國全國沸騰，在
巴黎等眾多城市，球迷湧上街頭，徹夜
歡慶。然而歡慶之中變了味道：壹些地
方局勢壹度失控，從狂歡演變為打砸
搶。當夜有數人死、傷。警方出動維護
治安，逮捕多人。

報道稱，世界杯奪冠後，法國多地
出現騷亂。在巴黎，壹些球迷與維護治
安的警方發生沖突，朝警方投擲石塊等
物品。壹些商家也遭到破壞。大約30名
年輕人洗劫了壹家藥店。

此前，球迷們還在這裏和平、愉快
地慶祝法國在決賽中4：2戰勝克羅地
亞，歷史上第二次舉起大力神杯。

全法逮捕近300人
法國內政部壹名發言人15日表示，

全法共292人在周日夜間的狂歡和騷亂
中被捕。不過該發言人也表示，這個夜
晚總體上還是充滿“節日氣氛和幽默感
的”。

在巴黎，警方稱逮捕了95人，其中
83人被扣押接受問訊。

在香榭麗舍大街，至少3家店鋪遭
遇了打砸搶。壹名男子在廝打中嚴重受

傷，總共有 70 人進了醫
院。警方之後使用了催淚
彈，對香榭麗舍大街清
場。警察表示，除了催淚
彈外，還不得不使用了水
炮驅散人群。

“不能這麼慶祝”
數十名青少年破壞了

香榭麗舍大街上壹處商家
的玻璃窗，蒙面的示威者
在這裏留下了葡萄酒瓶、香檳酒瓶。其
中壹些人在嬉鬧的同時還用手機拍下這
壹幕。壹些人朝安保人員投擲東西。

“不能這麼慶祝”，壹名穿著法國
隊服、淚流滿面的旁觀者說。

據法國BFM電視臺和法新社報道，
裏昂、馬賽、阿雅克肖、斯特拉斯堡和
裏昂同樣發生了騷亂。在裏昂，大約
100名青少年球迷先是在公共場所看球
時爬上了警車，之後與警方發生沖突。
青少年投擲物品、放火燒垃圾桶，在這
裏警方也使用了催淚彈。在壹座橋上，
大約50名年輕人試圖沖破警戒線，有8
人被逮捕。

在馬賽，也發生類似的事件，其中
2名警察受傷。有10人被逮捕。在科西
嘉島的阿雅克肖，法國球迷和克羅地亞
球迷發生沖突。

在安納西東南部，壹名50歲的男子
喪生。據警方稱，他在終場哨響後跳入
淺水渠時摔斷了脖子。在法國北部的聖
費利（Saint-Félix），也有壹名男子在
賽後因為車禍喪生。

據法新社報道，僅在巴黎，14日
的法國國慶和15日的世界杯決賽，就
有 11 萬警察 出動執 勤 。而法 國在
2015年的系列恐怖襲擊後壹直處於高
度戒備狀態。

宇宙的“創造之柱”：
恒星孕育之地 景象壯觀

綜 合 報 導 美 國 宇 航 局
（NASA）網站日前發布了鷹星
雲的圖像，展示了恒星孕育之地
“創造之柱”色彩斑斕的壯觀景象
。鷹星雲，也被稱為 Messier
16，位於巨蛇座，因為形狀如同
壹只展翅翺翔的雄鷹。它包括了
年輕的星團NGC 6611，同時也
是壯觀的恒星誕生之地“創造
之柱”的所在。

這個新的合成圖像顯示了
“創造之柱”周圍的區域，距
地球約5700光年。圖像結合了
美國宇航局錢德拉 X 射線天文
臺和哈勃太空望遠鏡的 X 射線
數據。

這張圖像強化了星際氣體和塵
埃，塵埃狀的棕色星雲被包圍藍綠
色的霧靄之中，而粉紅色的光點則
是恒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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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總統專機空軍一號
（Air Force One），不僅是元首的專機、同
時也是美國聯邦政府的象徵之一，而隨著曝
光度增加，當前的藍白雙色機身，已讓人印
象深刻。但有一人卻不喜歡，川普（Donald
Trump）日前在哥倫比亞廣播電視台（CBS
）專訪時透露，空軍一號將 「換裝」 ，成為
塗有美國國旗三原色：紅白藍3色系的專機
。

川普表示， 「空軍一號將以不可思議的
新造型亮相，也會是全世界最厲害的專機！
我認為，空軍一號應該改成紅、白、藍3色
才適當。我將採用，波音給我們的一份優秀
方案！」 白宮相關人員也透露，私底下，川
普個人介入換裝工程非常深，經常與團隊進
行深入討論。

其實，空軍一號目前的藍白雙色塗裝，
源自於1962年甘迺迪總統（John F. Ken-
nedy）時期的設計，由設計師雷蒙（Ray-
mond Loewy）操刀、一直沿用至今。有趣

的是，川普政府已向波音購買2架新版空軍
一號專機，但需等到2021年、川普 「第二
任期」 時才會交機。

曾是波音公司（Boeing）最大的驕傲，
747系列客機被外界譽為 「空中女王」 ，自
1970年投入服務後，至2007年為止，波音
747保持全球載客量最高飛機的紀錄長達37
年。擁有4架引擎的雙層巨無霸設計，三級
艙等設計能載416人、二級艙等則能有524
人的高載客量。747系列不僅能載客，在貨
運和軍事運輸上都曾稱霸一方。

目前美國總統專機 「空軍一號」 ，仍是
使用老布希總統（George H.W. Bush）時期
（1990）採購的版本，一款特殊、且獨一無
二的軍事用波音747飛機- VC-25型。包含
總統與內閣成員，機上共可搭載最多76名成
員，未來新版本的空軍一號專機，則將裝載
自我防衛系統，用以保護機上成員們的生命
安全。

美空軍一號專機將 「變裝」 川普要換紅白藍3色系

（綜合報導）美國聯邦眾議員約霍
（Ted Yoho）今天倡議，美國應面對 「一個
中國、一個台灣」 的現實。他還說，如果中
國聰明，就該讓台灣持續發展，這讓世界與
中國都受惠。

共和黨籍的約霍是眾院外委會亞太小組
主席，中央社報導，他今天出席傳統基金會
與台灣民主基金會合辦的 「兩岸關係機遇與
挑戰」 研討會，在會中發表演說，重申自己
支持 「一個中國、一個台灣」 的一貫主張。
他說，這是確保台灣能持續存在的唯一方式
。

他會後回答媒體提問時則闡述，美國應
務實地面對現實狀況，台灣是一個 「民主實
體」 的存在是事實，有合法的民主政府，也
有自己的人民、國旗與軍隊，台灣尊重法治
，且有自己的經濟制度。

他也指出，美國國會將持續與國務院溝

通，要讓中華民國的國旗能夠重新放回國務
院的官網上。

約霍說，美國的目標不是要壓制中國，
美國也願與中國貿易往來及擁有良好的美中
關係。然而，如果中國持續恐嚇與脅迫的作
為，甚至像在南海議題上 「說一套、做一套
」 ，向世界說謊， 「美國不會想與一個欺騙
說謊的國家做生意、打交道」 。

他還指出，如果中國是聰明的，就應清
楚了解台灣的經濟發展對世界的貢獻，像在
醫藥方面，台灣的研發創新也有益人類健康
，但中國的做法卻是將台灣排除在世界衛生
大會之外， 「中國如果聰明就應該鼓勵台灣
持續成功發展，這也能讓中國受益」 。

約霍還說，美國對台灣的政策有灰色地
帶，而從國會通過 「台灣旅行法」 以後，他
更要確保相關對台政策能落實且是務實強化
美台關係。

美眾院亞太小組主席 倡面對一中一台事實
（綜合報導）據波音公司（Boeing）聲明稿指

出，英國范堡羅航空展（Farnborough Internation-
al Airshow）目前正在盛大展出中，波音昨日確認
與美國租賃公司（Air Lease Corporation）簽下大
訂單，將出售75架737 MAX8與3架787客機，總
金額預估高達96億美元。

有趣的是，美國租賃公司是波音大客戶之一，
從2010年開始，共採購了361架新型客機，包含
288架737、21架777和52架787客機。之所以買
下這麼多架單走道737客機，租賃公司執行長約翰
（John Plueger）表示， 「由於高便利性與經濟效
應，我們旗下的737和787兩款新型客機，深受航
空公司的高度歡迎！」

波音737 MAX型客機是在原來737客機基礎上
改良研發的新型機種，目前尚無正式服役的客機，
如以MAX 900型來說，總載客量為180人、滿載最

大航程為6,658公里，未來將與空巴集團的新型
A320 neo客機，搶攻各家區域航線的訂單。目前
波音擬定推出5種版本，700、800、900、1000和
廉航版本200型，將在2020年前後，成為波音公
司下一階段的主力區域機種。

787夢幻客機，是當前波音旗下最新型的廣體
客機。潛在對手為空巴A330系列客機，2011年正
式投入市場服務，燃料消耗遠低於前一代的767型
客機。全球首間使用787客機的航空是全日空航空
（ANA），包含聯合航空（United Airlines）、日
本航空（Japan Airlines）等都是用戶之一。長榮航
空（Eva Air）亦於前年購入18架787-10型客機。
最大飛行距離約為13,000公里至15,000公里之間
，最大載客量則介於242至420人之間，共分為8
、9、10三種子型號。

砸3千億 美國租賃公司向波音採購78架新客機

（綜合報導）美國川普政府不顧各國與國內企業反對，堅決發動中美貿易戰，引起國際社會擔憂。
大陸外交部發言人人華春瑩18日指出，美國打貿易戰不僅針對中國，還以全世界為敵， 「將把世界經濟
拖入危險境地」 。

華春瑩強調，貿易戰打擊全球貿易增長勢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研究指出，有關關稅威脅和其他壁
壘將使所有國家進口物價上漲10％，5年後全球貿易將萎縮15％。世界銀行認為，美國與主要貿易夥伴
間加徵關稅帶來的影響，相當於2008至2009年金融危機期間下降的貿易量。

華春瑩指出，貿易戰衝擊各方對世界經濟的信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拉加德日前警告說，籠罩
世界經濟的烏雲正變得越來越重，最大和最重的烏雲是信心的惡化。 「如果大家翻翻近來各國的報紙，
就不難看出，日益升級的貿易戰已成為世界經濟最大的 『信心殺手』 」 ，將破壞來之不易的複蘇態勢，
動搖全球經濟增長的根基。經合組織預測，隨著相關國家關稅上調，全球經濟增速將下降1.4個百分點。

發言人強調，貿易戰危及全球民眾福祉。貿組織總幹事阿澤維多表示，貿易戰對所有人都有害，對
就業將帶來嚴重影響，窮人將損失高達63％的購買力。美國經濟機構也預測，貿易戰將導緻美國60萬人
失業，美國工人、農民和消費者都將受到連帶損害 最後，華春瑩表示，出於國內政治考慮，以一己
之私發動貿易戰， 「是典型的單邊主義和零和思維」 ，這是二戰結束以來國際規則和全球治理的一次全
面倒退，如果發展下去，對世界經濟造成的損害可能是深層次的，確實令人擔憂。

（綜合報導）美國權威汽車評級機構J.
D. Power 公佈 2018 年美國新車質量調查
（IQS），發現新車質素比去年改善4%，
達到歷年來最佳。品牌排名最佳的頭三位為
Genesis、Kia和現代汽車（Hyundai），皆
為南韓車廠。

調查以 「每百輛汽車問題數（Prob-
lems per 100 vehicles, PP100）」 為指標，
計算車主接受新車首90天發現的問題
，數值以最低為佳。今年PP100數值
連續第四年改善，8個評估分類當中
，6項皆有改善。調查的31個汽車品
牌當中，21個品牌新車質素較去年提
升。

整體新車質素最佳的廠牌是現代
汽車旗下豪華汽車品牌 Genesis，

PP100為68。排第二為另一間南韓車廠起亞
（Kia），PP100錄得72；現代汽車PP100
數值為74，排名由去年的第6位躍升至第3
位，旗下Tucson被評為排名最高的小型休
旅車。整體來說，語音、溝通、娛樂及導航
系統（ACEN）仍然是新車主最頭痛的部份
，不過，這個分類的表現連續第三年有改善
，以內置語音識別系統錄得最大改進。

美堅決發動貿易戰陸：以全世界為敵美國新車素質上升 南韓車廠包辦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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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前往暴雨災區路段發生交通事故

4名誌願者受傷

綜合報導 據日媒報道，壹輛載
有誌願者並向暴雨災區運輸物資的面
包車清晨在日本岡山縣內壹路段發生交
通事故，造成車內4名誌願者受傷。

這輛面包車於當地時間15日清
晨5時左右在岡山縣備前市內壹公路
路段發生側翻，隨後又被從後方行駛
而來的壹輛大型卡車撞上。事故造成
面包車上4人受傷，但均無生命危險
。

岡山縣警方表示，4 名傷者說
他們當時正要前往岡山縣內的暴雨
災區進行誌願活動，車上還載有飲
用水等物資。當地警方壹度封鎖事
故路段約兩小時。事故原因正在進壹
步調查中。

日本5日以來暴雨所造成的山洪、
泥石流等災害已造成超過200人死亡，
仍有數十人下落不明，救援隊仍在緊
急搜救，但災區持續高溫、環境惡劣
等因素影響了搜救進度。此外，目前
全日本多地災區交通依然受阻、物資
緊缺，約16.7萬戶居民自來水供應中
斷，約5000人被迫在避難所生活，
災害造成的影響仍在持續。

日本自14日起迎來包括壹天公
眾假日在內的連續3天假期。據日本
官民合作型慈善團體社會福祉協議會
預計，這3天中將有大量誌願者奔赴
暴雨災區，其中前往受災尤為嚴重的
廣島縣、岡山縣、愛媛縣的誌願者總
數或將超過1.8萬人。

日本防衛預算申請額
或超5.2萬億日元

再創新高
綜合報導 日本政府消息人士透露，日本防衛省已開始協

調關於自衛隊活動和裝備所用2019年度預算申請額。包括美
軍整編相關經費在內，計入迄今最多的約5.2萬億日元至5.3
萬億日元。在安倍政府執政期間，防衛費從2013年度轉為增
長，到下年度預計將連續7年增長。

據報道，2015年度起，日本的防衛預算已連續4年創新高。
日本政府計劃年內敲定2019年度起的新《中期防衛力整備計
劃》。現行《中期防》中寫入的自衛隊主要裝備引進費用為
0.8%的年均增長率，在新《中期防》中或將擴至約1%，成
為防衛預算增加的主要原因之壹。

報道稱，導彈攔截系統“陸基宙斯盾”的引進費用將計入預
算申請。日本防衛省將致力於提高作為新防衛領域的太空、網絡
空間應對能力，預計也繼續寫入“南西諸島”防衛的強化措施。

此外，日本政府擬在沖繩本島部署陸基反艦導彈新部隊，下年度之
後或將列入相關經費中。日本政府在6月內閣會議上通過的經濟財
政運營基本方針“骨太方針”明確提到“大幅強化防衛力量”。

《防衛計劃大綱》是日本政府為十年左右的預設期制定
的關於防衛力建設、維持和運用的基本指針。1976年首次制
定，之後分別於1995年、2004年、2010年制定新大綱。第
二屆安倍政府上臺後於2013年底在內閣會議上通過了現行大綱
。新大綱擬在2018年底制定。

《中期防衛力整備計劃》以防衛大綱為基礎，每五年匯
總壹次詳細的部隊規模與經費內容。現行《中期防》的適用
年份是2014至2018年度。下壹期將為2019至2023年度。

日本各界人士：中國改革開放為世界帶來發展機遇

綜合報導 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
40周年，也是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
結40周年，日本政界、經濟界、學
界等多位人士近日在不同場合紛紛表
示，40年來，中國改革開放取得了
重大成果，為中日關系發展提供了機
遇，也為世界發展帶來了機遇。

日本自民黨幹事長二階俊博近日
向在日華人教授會致信表示，改革開
放40年間中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
今天，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
體。1978年，日中和平友好條約締結，
40年來日中友好關系尤其是在經濟領
域的交流同樣取得了令人驚嘆的成果。
“作為日本的政治家，我發自內心地
感到欣喜和尊敬”，二階俊博說。

二階俊博還強調，他本人壹直很

重視和亞洲諸國的外交，這其中投入
心力最多的還是日中關系的改善。如
今的中國邁入新時代，希望今後與中
方共同努力，構築新型日中友好關系，
邁入日中關系的新時代。

日本國際貿易促進協會顧問武吉次
郎曾在該協會事務局工作了27年，據
他講，1949年10月1日，他在黑龍江
省和中國的朋友壹起慶祝中華人民共和
國的誕生。1972年9月29日，他在日
本豐田汽車廠和來自中國汽車行業的代
表團共同慶祝日中邦交正常化。作為歷
史見證人，他直接或間接參與了許多中
國經濟建設和日中經濟合作的項目。

武吉次郎回憶道，在參與中國改
革開放的進程中，日中友好關系進壹
步發展。

日本早稻田大學教授劉傑在接受
中新社記者采訪時表示，日本是最早
支援中國改革開放的國家之壹，提供
了許多資金和技術等方面的支持。今
後中國發展中遇到的問題有很多是日
本已經或正在經歷的，日本的經驗和
教訓值得中國借鑒，兩國應在環境、
醫療等多個領域擴大交流。

劉傑還稱，如今中國的國際地位
和周邊環境都在迅速發生變化，或因
對中國真實情況的不了解，或因對中
國政策的不理解，“中國威脅論”由
來已久，這壹問題需要其它國家全面、
客觀認識中國，建立壹種信賴關系之
後才能慢慢解決。中國作為大國，持
續不斷發展下去，對亞洲和世界來說
都是壹種機遇。

“吃雞”手遊現“731部隊”
韓開發商下架道歉

綜合報導 人氣手機遊戲《絕地求生》
開發商、韓國藍洞工作室下架壹批問題
遊戲裝備，將舊日本軍旗“旭日旗”和
“731 部隊”從這款手遊中刪除，同時
致歉。

負責《絕地求生》業務的藍洞子公司
PUBG14日推出新裝備，其中壹款用於裝
飾遊戲中戰鬥機飛行員的面具，“旭日
旗”圖案從人物右耳壹直延伸到右臉。
開發商還將遊戲中人工智能角色命名為
“731部隊”。

“旭日旗”被視為日本軍國主義象征；
“731部隊”是侵華日軍細菌戰部隊，第二
次世界大戰期間以大批中國和朝鮮俘虜為活

體實驗“材料”，折磨致死大量實驗對象。
問題裝備上架後遭玩家批評。他們在

《絕地求生》官方論壇上留言說，“為什麼
韓國企業要用日本軍國主義的象征？”，
“對妳們感到失望，我會刪除遊戲”。

PUBG公司15日解釋，這款裝備本應在
驗收階段刪除卻當成新裝備發售，“我們會
立即刪除這壹裝備和角色名並退款”。

連鎖快餐企業漢堡王去年5月在韓國推
出新品“松葉蟹皇堡”，因包裝圖案酷似
“旭日旗”遭遇抗議；去年4月，幾名日本
球迷在韓國球場舉起“旭日旗”，遭韓國球
迷圍堵；2014年，壹名韓國藝人因為服裝圖
案酷似“旭日旗”而受到輿論討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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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房屋、商業、人壽、醫療、老人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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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8日是入伏第一天日是入伏第一天。。浙江杭州的浙江杭州的
““最美涼茶舖最美涼茶舖””又推到了長明寺巷又推到了長明寺巷
口口————清新養眼的綠色小檔清新養眼的綠色小檔、、降溫解降溫解
暑的涼茶以及暑的涼茶以及8080歲高齡的涼茶爺爺歲高齡的涼茶爺爺
顧忠根再一次出現在了人們的視野顧忠根再一次出現在了人們的視野
中中。。對於杭州市民來說對於杭州市民來說，，這個涼茶檔這個涼茶檔
並不陌生並不陌生。。每年的這個時候每年的這個時候，，顧忠根顧忠根
老人都會推着涼茶出現在這裡老人都會推着涼茶出現在這裡，，從上從上
午午1010點左右一直到下午點左右一直到下午33點半點半，，為行為行
人免費送去清涼人免費送去清涼，，如今已是第如今已是第4141個個
年頭了年頭了。。茶味依舊可口茶味依舊可口，，茶檔卻有了茶檔卻有了
大變化大變化————在中國美術學院在中國美術學院““彤花山彤花山
燁燁””設計師公益改造計劃志願者的幫設計師公益改造計劃志願者的幫

助下助下，，小小的涼茶舖披上了小小的涼茶舖披上了““高顏高顏
值值””新裝新裝。。

美院跨媒體藝術學院學生孫楠最美院跨媒體藝術學院學生孫楠最
早被顧忠根老人的堅守故事感動早被顧忠根老人的堅守故事感動。。
““當時看到新聞報道時當時看到新聞報道時，，我就被顧爺我就被顧爺
爺爺4141年的愛心之舉所感動年的愛心之舉所感動。”。”孫楠孫楠
告訴記者告訴記者，，許多隊員和她一樣許多隊員和她一樣，，希望希望
能用自己的一技之長能用自己的一技之長、、用設計的力用設計的力
量量，，解決力所能及的問題解決力所能及的問題。。

茶檔改造看似容易茶檔改造看似容易，，卻處處考驗卻處處考驗
創造力創造力。。考慮到涼茶爺爺每天都要親考慮到涼茶爺爺每天都要親
自從家裡推出小推車自從家裡推出小推車，，所以移動方所以移動方
便便、、結構穩固很重要結構穩固很重要。。因此學生們為因此學生們為

小推車安裝了輕便又防水防潮的小推車安裝了輕便又防水防潮的PVCPVC
護板進行加固護板進行加固。。針對小推車不方便挪針對小推車不方便挪
動的問題動的問題，，大家腦洞大開大家腦洞大開，，將自行車將自行車
把安裝在車上把安裝在車上，，令新的小推車活動自令新的小推車活動自
如如。。

復古茶缸 手繪秘方
裝涼茶的搪瓷水缸顏值亦有大提裝涼茶的搪瓷水缸顏值亦有大提

升升。。為符合搪瓷自帶的復古氣質為符合搪瓷自帶的復古氣質，，同同
學們反覆斟酌學們反覆斟酌，，決定使用跟整體檔位決定使用跟整體檔位
色調一致的墨綠色色調一致的墨綠色，，光是一個光是一個““茶茶””
字就設計了好幾個極具藝術感的版字就設計了好幾個極具藝術感的版
本本。。涼茶爺爺的涼茶配方是家中祖傳涼茶爺爺的涼茶配方是家中祖傳

下來的秘方下來的秘方，，已經用了已經用了4040多年多年。。不不
僅清熱降暑僅清熱降暑，，口感也相當不錯口感也相當不錯，，常有常有
路人來詢問配方路人來詢問配方。。於是於是，，學生們直接學生們直接
將配方畫在了自製的小招牌上將配方畫在了自製的小招牌上。。

學生們還為茶舖貼心定製了一批學生們還為茶舖貼心定製了一批
““制服制服”，”，衣服上衣服上““最美涼茶舖最美涼茶舖””五五
個大字均是他們親手印上去的個大字均是他們親手印上去的。。顧忠顧忠
根老人也有專屬套裝根老人也有專屬套裝——袖口印有茶袖口印有茶
葉的葉的TT恤以及米白色的大圍裙恤以及米白色的大圍裙。。

小善也是大愛小善也是大愛。。中國美院的學生中國美院的學生
們說們說，，這次設計改造是希愛心涼茶舖這次設計改造是希愛心涼茶舖
更好地服務他人更好地服務他人，，讓更多的人在烈日讓更多的人在烈日
下感受到善意的清涼下感受到善意的清涼。。 ■■澎湃新聞澎湃新聞

禮服閃耀魔都
展現中國設中國設計計

河
南
時
裝
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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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

河
南
時
裝
設
計
師
：：

來自河南周口鄲城的青年王鋒來自河南周口鄲城的青年王鋒，，癡迷於服裝設計癡迷於服裝設計，，為了追尋心中的時為了追尋心中的時

裝夢裝夢，，他他20022002年離鄉赴滬年離鄉赴滬，，經過十餘年的奮鬥經過十餘年的奮鬥，，終於在終於在20152015年上海時裝年上海時裝

周上呈現同名品牌周上呈現同名品牌WANG FENG HAUTE COUTUREWANG FENG HAUTE COUTURE首秀首秀！！時隔兩年時隔兩年，，經經

歷了歷了11,,125125天的籌備天的籌備，，坐落在古北虹橋的坐落在古北虹橋的WANG FENGWANG FENG匠人縫製館也終於匠人縫製館也終於

落成落成，，在一場在一場““鋒芒所致鋒芒所致，，格物至新格物至新””的開業派對中揭開了它的面紗的開業派對中揭開了它的面紗。。

■■文文//圖圖：：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戚紅麗戚紅麗 河南報道河南報道

■■河南商道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張立志河南商道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張立志（（左一左一）、）、設計師王設計師王
鋒鋒（（右二右二））及其哥哥王有鋒及其哥哥王有鋒（（左三左三））在開業儀式上剪綵在開業儀式上剪綵。。

浙八旬翁浙八旬翁4411載送涼茶載送涼茶 美院生美院生創意造靚舖創意造靚舖
■■中國美術學院的學生中國美術學院的學生
們與涼茶爺爺在涼茶檔們與涼茶爺爺在涼茶檔
前合照前合照。。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河南商道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張立志上月受邀
到上海參加了WANG FENG匠人縫製館的

開業儀式，“到了之後，感覺十分驚艷。”他回
憶道。
坐落在古北虹橋的WANG FENG匠人縫製

館開業儀式在上海服裝設計圈引起不小的轟動。
據王鋒介紹，開業儀式歷經1,125天的籌備，儀
式主題為“鋒芒所致，格物至新”，王鋒15年
的設計生涯中結交的不少明星及媒體好友紛紛到
場，“雪姨”王琳主持了本場開幕儀式，本身穿
着WANG FENG為她設計的玫紅色禮服，寓意
WANG FENG高定紅紅火火。

兄弟同心 創縫製館
開業當天王琳穿着由其量身設計的麥穗禮服

主理現場。這件在意大利純手工縫製禮服上佈滿
了金絲麥穗，也蘊含對WANG FENG匠人縫製
館日日豐收的美意。用鬱金香和剔透亞克力堆搭
的現場，重構出一座充滿藝術氣息的魔都烏托
邦，伴隨着WANG FENG匠人縫製館的開業，
也將為“china design”（中國設計）增添另一種
感知禮服的可能性。
哥哥王有鋒和弟弟王鋒是WANG FENG匠

人縫製館的共同締造者。當年，22歲的哥哥和20
歲的弟弟共同來到上海闖蕩，17年患難與共、兄
弟同心，在長期的合作中明確了各自的分工，哥
哥負責弟弟事業上的對外業務、商業推廣、合作

洽談，甚至包括了弟弟的衣食住行，而弟弟王鋒
則潛心於設計藝術。這種以骨肉之情為基礎的合
作有着更牢固的根基，每當有工作上的意見分
歧，“有時聽他的，有時聽我的，以我為主
吧。”哥哥王有鋒笑稱。

堅持信仰 精雕細琢
快餐時代，流水線批量生產、爆款、迅速流

行成為了人們追求的關鍵詞，但外表剛烈內心柔
軟的王鋒卻不以為然。 “這是一種深入骨髓、
銘刻於心的熱愛和喜好，設計上的每個細節都讓
我沉迷其中。一座建築、一片田地、一朵花、一
粒麥穗都能成為設計的源泉。或許，這就是藝術
帶來的魅力和信仰帶來的力量。” 在談起設計
與作品時，他的眼睛裡閃爍的是光芒。
WANG FENG HAUTE COUTURE作品擅

長運用高檔絲綢閃緞、珠光面料、帶有獨特花紋
的蕾絲、精細的手工刺繡，同時運用褶皺、水晶
和閃鑽，大手筆勾勒出精美華麗的服飾盛宴，揮
灑着熠熠星光。每一件禮服均是匠人們一針一線
精雕細琢出的潛心之作，考究的面料和獨特的技
藝讓每一件作品都極具張力與美感。
也因此，WANG FENG HAUTE COU-

TURE作品收穫了“雪姨”王琳、劉嘉玲、林
允、韓雪、張儷等明星名流粉絲。在不少紅毯活
動中，WANG FENG HAUTE COUTURE的身
影總是讓人眼前一亮。

■WANG FENG匠人縫製館
形象極具藝術氣息。

添小說漫畫 引孩子睇書
朱先生：這是我第二年來書展，我並無
預算花多少買書，只要看到感興趣的都
會買。但現階段還是先購買孩子的補充
練習為主，當中亦會按孩子的喜好添置
漫畫，因為多看課外書會對孩子有益
處，他們最愛看的是偵探小說和漫畫
書。

碰上簽名會 興奮又刺激
楊小姐：我今年是衝着一本書才來的書
展，目的只是想買到手，但沒料到剛巧
能碰上現場的作者簽名會，讓我感到很
興奮和刺激。我也得知今年大會的主題
是“愛情文學”，但感覺早就過了那個
年紀，不會再有衝動去買，反而是轉向
看一些休閒書籍，例如是旅行和星座書
等，預計花費200港元至300港元。

感受書卷味 盼得心頭好
鄺同學：我今年升中五，特意來書展感受
一下那種獨有的書卷味。我會偏向選購中
文的參考書，因為作者會歸納不同的應試
技巧，與學校普通的教科書略有差別，所
以寧願多買點課外書來操練。我個人也喜
歡閱讀歷史方面的書籍，希望今年能買到
合心意的書本。

偵探言情書 合眼緣就買
邱同學：我差不多每年都會來書展逛一
下，由於今年要升中六，所以準備來書
展買一些課本的參考書及不同練習題，
一共買了7本書，當中，中國語文中的文
言文為重點。如果遇見合眼緣的書亦會
購買，例如偵探和言情小說，不過因學
業原因，估計要三四個月才能讀完一本
課外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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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嚴杏意）香港政務司司長張建宗
18日到書展與8名青年交談並分
享彼此的閱讀心得，更即場推薦
書籍予青年，鼓勵市民多閱讀，
開卷有益。張建宗指，書展是一
個推廣文化的重要場合，他向一
眾青年推薦由朱光潛所著的《給
青年的十二封信》，“這書十分
勵志，且內容與香港有着密切關
係，青年可從書中更了解香
港。”
張建宗與青年對談時，被問

到最想學習什麼新技能，他表示
自己擔任過不同政府崗位，面對
過許多不同挑戰，每次都學到不
同事物，例如負責福利工作時要
兼顧小童及長者需要，因此經常
提醒自己要多讀書，充實自己。

愛儲舊報紙“書卷味”入迷
他形容自己從小便是一名新

聞發燒友，每天會閱讀本地及外
國新聞，並把14份報章的社論

讀完，他又酷愛儲存舊報紙，笑
言因此被太太投訴儲得太多剪
報，怕會滋生白蟻。他表示，太
太提醒他網上亦有新聞可讀，不
必儲舊報紙，但他認為報章才有
“書卷味”，才能吸引他閱讀。
他透露，在平日工作中，身

邊亦要播放着電視新聞台才感到
安心，目的是要去了解世界大事
及不同觀點，緊貼社會現況。他
並指，希望有更多時間從閱讀中
尋找智慧，因為開卷有益，一本
書能總結別人數十年的人生經
驗，帶來很多智慧，“我經常提
醒自己係唔夠料嘅，要謙卑，要
多看書去充實自己，以掌握更多
資訊追上時代。”

除了喜愛看新聞外，張建宗
亦指做運動可以使人紓緩抑鬱的
情緒。他最愛的其中一項運動是
踢一人足球，“可以自己扭波，
對着牆壁踢波，這項運動非常激
烈，且強度十足，但我從中獲得
很大樂趣。”

今年的書展以“愛情文學”為主題，近
百名書迷在書展開放前已在場外排

隊，連續第七年排頭位的杜先生17日晚10
時已到場，他指自己是愛情小說家林詠琛的
書迷，入場目標是購買對方的簽名小說。
愛情無分地域、膚色與年齡，喜歡愛

情小說的讀者亦不局限於年輕人。年逾60
歲的鄭女士18日亦入場購買了約20本愛情
小說，她指自己特別喜歡古代愛情故事。

另一名退休人士陳女士更一次過購買
了50本愛情小說，她指書展的書本售價遠
較市面上的書店低。

攤位三分之一放愛情小說
主打愛情小說的天地圖書今年以攤位三

分之一位置放滿青春浪漫愛情小說“尋夢
園”系列。天地圖書市場推廣及行政部經理
區麗兒認為，大會的主題會有利他們吸引更
多讀者，“我們有出版亦舒、徐速等愛情小
說家的作品，他們的手稿和重要作品都有於
‘文藝廊’展出，且愛情文學一向較受大眾

歡迎。”她指部分書籍只售10元（港元，下
同）一本，期望生意額可按年增加20%至
30%。除愛情小說外，書展內亦繼續有其他
不同類型的書籍。主要出售旅遊書籍的經緯
文化出版有限公司負責人黃慶雄估計，18日
早上的生意額較去年同期上升20%，“去年
書展以‘旅遊文學’為主題，市民以為書展
內會有大量旅遊書出售，傾向多看幾個攤位
再決定是否購買，今年則較快決定是否購
買。”
他指公司參與書展約10年，生意每年

都有所增長，期望今年的生意額可以再上升
20%。

怕未睇完變雜物 買書更審慎
金培企業有限公司營銷及市場經理林明

麗日前雖然擔心颱風會影響市民入場意慾，
幸“山神”最終在書展開幕前遠離香港，她
指“山神”令幼稚園突然多一日假期，令帶
小朋友入場行書展的家長增加，對書商而言
是突如其來的好消息，因為幼稚園學童的家

長是消費意慾較高的一群，他們平均消費介
乎200元至300元。

不過，林明麗亦指其他年齡層的讀者近
年買書決定變得審慎，不少人都只會購買特
別版及在書展外較難找到的書籍。她相信這
與透過手機取得資訊變得容易及市民居住環
境擠迫，家中難以存放太多書本有關，但仍
期望今年的生意可按年增加5%。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副總經理陳

超英同樣指書展18日人流雖多，但生意卻不
算太理想，顧客平均只買一兩本書，“香港
人的住所太細，工作亦很忙，未必有時間睇
書，而且很多人買書後未看完就會想看其他
書，所以市民近年買書前傾向更小心考慮，
唔會買太多書。”

不少書商18日已經分別以不同方式吸
引顧客，超媒體有限公司更推出100元一袋
書，任由書迷在30秒內自由在攤位內拿書。

書商設計編輯黎小姐表示，公司出版的
書籍不少是由作者自資出書，有關促銷活動
目的是希望令讀者認識更多本土作家。

建宗自謙建宗自謙““未夠料未夠料””
開卷有益尋智慧開卷有益尋智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晉傑）熱帶風暴“山神”未有吹向香港，天文台18日早上9時

許在一連7天的香港書展開幕前除下所有風球，令不少書商終可放下“心頭大石”並抹去

打風陰霾。不少書迷早早便入場尋覓“心頭好”，氣氛熱鬧。今年的主題“愛情文學”亦

有不少支持者，有書迷通宵輪候，為的是其心儀作家的簽名小說；亦有不少年過半百的愛

情小說迷一口氣“掃走”數十本愛情小說回家細味。但有書商指“土地問題”困擾港人，

令讀者近年買書決定較過往審慎，避免家中有太多雜物。

打風反增小朋友入場 半百婦狂掃數十本愛情小說

�=�3

練習攤位“打蛇餅”望子成龍不管價
�&

“情迷”書展
老少咸宜

■■不少書迷早早便入場尋覓不少書迷早早便入場尋覓
““心頭好心頭好”，”，氣氛熱鬧氣氛熱鬧。。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攝

“ 望 子
成龍”是大
部分家長的

共同願望，書展中的“兒童天
地”是人流最多的展館之一，有
出售補充練習的攤位更是迫滿家
長，排隊結賬的人龍更足以圍繞
攤位一圈，書商透露有顧客更一
次過購買價值近 2,000 元（港
元，下同）的練習。

書展除了有不同類型的課外
書，亦有大批不同科目、不同程
度的補充練習，不少家長18日特
地到書展為子女挑選練習。育有
兩名分別在就讀幼稚園及小學子
女的劉小姐，亦購買了26本不同
科目的小三補充練習，“我沒有
看價錢，不知全部練習要多少
錢，適合就會買。”她指自己除
了會買補充練習外，亦會買其他
課外書籍，預計最終花費 3,000
元。

另一名家長戴小姐表示，今
年打算在書展花費4,000元為子

女購買課外書、補充練習和文
具。她指，其小朋友喜歡做課外
練習，因為做練習可方便找出未
學會的課程內容，針對性地溫
習，減少溫習的時間。

攤檔：有家長豪花近2,000元
主要出售小學補充練習的樂

思教育出版社攤位18日下午迫滿
家長，結賬人龍更足以包圍攤位
一圈，出版社市場經理利玉萍指
人龍較去年長約三分之一，直言
攤位受歡迎程度超乎預期。她透
露有家長更一次過用近2,000元
購買多本練習，期望今年的生意
額可以有雙位數增長。

但亦有家長認為小朋友不應
該被過度操練，所以不打算購買
任何練習。王小姐說：“我買了4
盒桌上遊戲，花費約2,000元。”
她表示，之後還可能會為小朋友
購買一些繪本，並會考慮帶他們
入場參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晉傑

一千蚊買書 育兒教學生
何小姐：我本身是一名教師。距離上次
來書展已經是兩年前的事，但因為我有
個一歲的孩子，今年打算買點幼兒書和
識字書回去備用，預計大約花費1,000
港元。我自己傾向買多些旅遊、醫學和
健康生活的書，同時也會購置有關寫作

技巧的書本，這有助我上中文課時教導小學生。我建議大會可
把主題分為成人、學生和退休人士，這樣按年齡層劃分的概念
比現在愛情文學更好。

圖／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顏晉傑
實習記者 嚴杏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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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8日是入伏第一天日是入伏第一天。。浙江杭州的浙江杭州的
““最美涼茶舖最美涼茶舖””又推到了長明寺巷又推到了長明寺巷
口口————清新養眼的綠色小檔清新養眼的綠色小檔、、降溫解降溫解
暑的涼茶以及暑的涼茶以及8080歲高齡的涼茶爺爺歲高齡的涼茶爺爺
顧忠根再一次出現在了人們的視野顧忠根再一次出現在了人們的視野
中中。。對於杭州市民來說對於杭州市民來說，，這個涼茶檔這個涼茶檔
並不陌生並不陌生。。每年的這個時候每年的這個時候，，顧忠根顧忠根
老人都會推着涼茶出現在這裡老人都會推着涼茶出現在這裡，，從上從上
午午1010點左右一直到下午點左右一直到下午33點半點半，，為行為行
人免費送去清涼人免費送去清涼，，如今已是第如今已是第4141個個
年頭了年頭了。。茶味依舊可口茶味依舊可口，，茶檔卻有了茶檔卻有了
大變化大變化————在中國美術學院在中國美術學院““彤花山彤花山
燁燁””設計師公益改造計劃志願者的幫設計師公益改造計劃志願者的幫

助下助下，，小小的涼茶舖披上了小小的涼茶舖披上了““高顏高顏
值值””新裝新裝。。

美院跨媒體藝術學院學生孫楠最美院跨媒體藝術學院學生孫楠最
早被顧忠根老人的堅守故事感動早被顧忠根老人的堅守故事感動。。
““當時看到新聞報道時當時看到新聞報道時，，我就被顧爺我就被顧爺
爺爺4141年的愛心之舉所感動年的愛心之舉所感動。”。”孫楠孫楠
告訴記者告訴記者，，許多隊員和她一樣許多隊員和她一樣，，希望希望
能用自己的一技之長能用自己的一技之長、、用設計的力用設計的力
量量，，解決力所能及的問題解決力所能及的問題。。

茶檔改造看似容易茶檔改造看似容易，，卻處處考驗卻處處考驗
創造力創造力。。考慮到涼茶爺爺每天都要親考慮到涼茶爺爺每天都要親
自從家裡推出小推車自從家裡推出小推車，，所以移動方所以移動方
便便、、結構穩固很重要結構穩固很重要。。因此學生們為因此學生們為

小推車安裝了輕便又防水防潮的小推車安裝了輕便又防水防潮的PVCPVC
護板進行加固護板進行加固。。針對小推車不方便挪針對小推車不方便挪
動的問題動的問題，，大家腦洞大開大家腦洞大開，，將自行車將自行車
把安裝在車上把安裝在車上，，令新的小推車活動自令新的小推車活動自
如如。。

復古茶缸 手繪秘方
裝涼茶的搪瓷水缸顏值亦有大提裝涼茶的搪瓷水缸顏值亦有大提

升升。。為符合搪瓷自帶的復古氣質為符合搪瓷自帶的復古氣質，，同同
學們反覆斟酌學們反覆斟酌，，決定使用跟整體檔位決定使用跟整體檔位
色調一致的墨綠色色調一致的墨綠色，，光是一個光是一個““茶茶””
字就設計了好幾個極具藝術感的版字就設計了好幾個極具藝術感的版
本本。。涼茶爺爺的涼茶配方是家中祖傳涼茶爺爺的涼茶配方是家中祖傳

下來的秘方下來的秘方，，已經用了已經用了4040多年多年。。不不
僅清熱降暑僅清熱降暑，，口感也相當不錯口感也相當不錯，，常有常有
路人來詢問配方路人來詢問配方。。於是於是，，學生們直接學生們直接
將配方畫在了自製的小招牌上將配方畫在了自製的小招牌上。。

學生們還為茶舖貼心定製了一批學生們還為茶舖貼心定製了一批
““制服制服”，”，衣服上衣服上““最美涼茶舖最美涼茶舖””五五
個大字均是他們親手印上去的個大字均是他們親手印上去的。。顧忠顧忠
根老人也有專屬套裝根老人也有專屬套裝——袖口印有茶袖口印有茶
葉的葉的TT恤以及米白色的大圍裙恤以及米白色的大圍裙。。

小善也是大愛小善也是大愛。。中國美院的學生中國美院的學生
們說們說，，這次設計改造是希愛心涼茶舖這次設計改造是希愛心涼茶舖
更好地服務他人更好地服務他人，，讓更多的人在烈日讓更多的人在烈日
下感受到善意的清涼下感受到善意的清涼。。 ■■澎湃新聞澎湃新聞

禮服閃耀魔都
展現中國設中國設計計

河
南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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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

河
南
時
裝
設
計
師
：：

來自河南周口鄲城的青年王鋒來自河南周口鄲城的青年王鋒，，癡迷於服裝設計癡迷於服裝設計，，為了追尋心中的時為了追尋心中的時

裝夢裝夢，，他他20022002年離鄉赴滬年離鄉赴滬，，經過十餘年的奮鬥經過十餘年的奮鬥，，終於在終於在20152015年上海時裝年上海時裝

周上呈現同名品牌周上呈現同名品牌WANG FENG HAUTE COUTUREWANG FENG HAUTE COUTURE首秀首秀！！時隔兩年時隔兩年，，經經

歷了歷了11,,125125天的籌備天的籌備，，坐落在古北虹橋的坐落在古北虹橋的WANG FENGWANG FENG匠人縫製館也終於匠人縫製館也終於

落成落成，，在一場在一場““鋒芒所致鋒芒所致，，格物至新格物至新””的開業派對中揭開了它的面紗的開業派對中揭開了它的面紗。。

■■文文//圖圖：：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戚紅麗戚紅麗 河南報道河南報道

■■河南商道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張立志河南商道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張立志（（左一左一）、）、設計師王設計師王
鋒鋒（（右二右二））及其哥哥王有鋒及其哥哥王有鋒（（左三左三））在開業儀式上剪綵在開業儀式上剪綵。。

浙八旬翁浙八旬翁4411載送涼茶載送涼茶 美院生美院生創意造靚舖創意造靚舖
■■中國美術學院的學生中國美術學院的學生
們與涼茶爺爺在涼茶檔們與涼茶爺爺在涼茶檔
前合照前合照。。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河南商道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張立志上月受邀
到上海參加了WANG FENG匠人縫製館的

開業儀式，“到了之後，感覺十分驚艷。”他回
憶道。
坐落在古北虹橋的WANG FENG匠人縫製

館開業儀式在上海服裝設計圈引起不小的轟動。
據王鋒介紹，開業儀式歷經1,125天的籌備，儀
式主題為“鋒芒所致，格物至新”，王鋒15年
的設計生涯中結交的不少明星及媒體好友紛紛到
場，“雪姨”王琳主持了本場開幕儀式，本身穿
着WANG FENG為她設計的玫紅色禮服，寓意
WANG FENG高定紅紅火火。

兄弟同心 創縫製館
開業當天王琳穿着由其量身設計的麥穗禮服

主理現場。這件在意大利純手工縫製禮服上佈滿
了金絲麥穗，也蘊含對WANG FENG匠人縫製
館日日豐收的美意。用鬱金香和剔透亞克力堆搭
的現場，重構出一座充滿藝術氣息的魔都烏托
邦，伴隨着WANG FENG匠人縫製館的開業，
也將為“china design”（中國設計）增添另一種
感知禮服的可能性。
哥哥王有鋒和弟弟王鋒是WANG FENG匠

人縫製館的共同締造者。當年，22歲的哥哥和20
歲的弟弟共同來到上海闖蕩，17年患難與共、兄
弟同心，在長期的合作中明確了各自的分工，哥
哥負責弟弟事業上的對外業務、商業推廣、合作

洽談，甚至包括了弟弟的衣食住行，而弟弟王鋒
則潛心於設計藝術。這種以骨肉之情為基礎的合
作有着更牢固的根基，每當有工作上的意見分
歧，“有時聽他的，有時聽我的，以我為主
吧。”哥哥王有鋒笑稱。

堅持信仰 精雕細琢
快餐時代，流水線批量生產、爆款、迅速流

行成為了人們追求的關鍵詞，但外表剛烈內心柔
軟的王鋒卻不以為然。 “這是一種深入骨髓、
銘刻於心的熱愛和喜好，設計上的每個細節都讓
我沉迷其中。一座建築、一片田地、一朵花、一
粒麥穗都能成為設計的源泉。或許，這就是藝術
帶來的魅力和信仰帶來的力量。” 在談起設計
與作品時，他的眼睛裡閃爍的是光芒。
WANG FENG HAUTE COUTURE作品擅

長運用高檔絲綢閃緞、珠光面料、帶有獨特花紋
的蕾絲、精細的手工刺繡，同時運用褶皺、水晶
和閃鑽，大手筆勾勒出精美華麗的服飾盛宴，揮
灑着熠熠星光。每一件禮服均是匠人們一針一線
精雕細琢出的潛心之作，考究的面料和獨特的技
藝讓每一件作品都極具張力與美感。
也因此，WANG FENG HAUTE COU-

TURE作品收穫了“雪姨”王琳、劉嘉玲、林
允、韓雪、張儷等明星名流粉絲。在不少紅毯活
動中，WANG FENG HAUTE COUTURE的身
影總是讓人眼前一亮。

■WANG FENG匠人縫製館
形象極具藝術氣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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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阿高新技術領域尋合作突破
習近平今訪阿聯酋 強調加強政策溝通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19日赴阿拉伯聯

合酋長國進行國事訪問。這是習近平

今年首次出訪的第一站，也是再次當

選中國國家主席後訪問的第一個阿拉

伯國家。習近平在阿聯酋《聯邦

報》、《國民報》發表題為《攜手前

行，共創未來》的署名文章裡提出，

中阿應該在共建“一帶一路”框架內

加強政策溝通，可以在更多高新技術

領域尋求合作突破。他冀望中國和阿

聯酋攜起手來，做戰略夥伴、合作夥

伴、交往夥伴、創新夥伴。

'3��8.

數讀中阿合作
■阿聯酋是中國在阿拉伯國家中的第二

大貿易夥伴和第一大出口市場

■中國連續多年成為阿聯酋最大貿易夥
伴

■2017年雙邊貿易額為410.35億美元

■中阿共同投資基金已完成 12個項
目、總額10.7億美元的投資決策

■2017年中國赴阿聯酋遊客數量首次
突破100萬人次，在阿聯酋過境遊客
約350萬人次

資料來源：新華社及中新社

阿聯酋是習近平此次外訪的首站，
根據官方公佈的行程，習近平將

對阿聯酋、塞內加爾、盧旺達和南非進
行國事訪問，出席金磚國家領導人第十
次會晤，過境毛里求斯並進行友好訪
問。

產能合作邁出歷史性步伐
習近平在文章中指出， 2012年，

阿聯酋成為首個同中國建立戰略夥伴
關係的海灣阿拉伯國家，雙邊合作快
速發展，內涵更加豐富。2017年，阿
方將阿布扎比陸上石油區塊共計12%
的特許經營權授予中國企業，這是中
國在中東產油國首次獲得上游合作份
額。2018年3月，阿方又將阿布扎比
海上石油區塊所屬2個油田各10%的
特許經營權授予中國企業。

他又指出，兩國產能合作邁出歷
史性步伐。中阿聯合建設運營的哈利
法港二期貨櫃碼頭項目將於2019年第
一季度投入運營，年處理能力240萬
標準箱。
設在哈利法港臨港工業區的中阿

產能合作示範園進展良好，目前共有
16家企業簽署入園意向協議，投資總
額約64億元人民幣。

兩國高新領域合作逐步興起。中阿
合作建設中的迪拜700兆瓦光熱發電項
目是世界上規模最大、技術最先進的光
熱發電站；作為絲路基金在中東的首單
投資，哈斯彥清潔煤電站建成後也將是
中東首個清潔燃煤電站。

在金融合作方面，2015年12月，
兩國央行續簽本幣互換協議，簽署在
阿聯酋建立人民幣清算安排合作備忘

錄，並同意將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
資者試點擴大到阿聯酋。中阿共同投
資基金已完成12個項目、總額10.7億
美元的投資決策。

支持迪拜2020年辦世博會
習近平指出， 期待通過這次訪

問，同阿聯酋領導人一道描繪合作藍
圖，釋放合作潛力，為中阿關係提檔加
速，打造中阿共建“一帶一路”命運共
同體，更好造福兩國人民。習近平表
示，希望兩國攜起手來：

做真誠互信的戰略夥伴。當今世界
正處在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中阿
應該加強溝通和協調，維護和拓展雙方
在國際和地區事務中的共同利益，為促
進世界和平、穩定、繁榮貢獻正能量。
做共贏共享的合作夥伴。中阿應該

在共建“一帶一路”框架內加強政策溝
通，加快融合發展，共同維護多邊貿易
體制，推動經濟全球化朝着更加開放、
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方向發展。

做互學互鑒的交往夥伴。中阿應該
加強文化、教育、旅遊、青年、媒體等
領域合作，做不同宗教、不同文明對話
互鑒的橋樑。
中方將在阿布扎比開設中國文化中

心，支持並參與迪拜在2020年舉辦中
東地區首屆世博會。
做實踐先行的創新夥伴。我們是敢

為人先、追求卓越的民族，中方正在實
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阿聯酋也在推進
“國家創新戰略”、“2050 能源戰
略”、“第四次工業革命六大支柱設
想”，雙方可以同向發力、相互促進，
在更多高新技術領域尋求合作突破。

對於習近平此次出
訪，上海國際問題研究
院中東研究所所長李偉

健在接受採訪時表示，此訪首站阿聯酋，是
促進中東地區穩定的中堅力量，是最早同中
國建立戰略夥伴關係的海灣阿拉伯國家，亦
是亞洲投資銀行創始成員國。中國促進中東
地區穩定的路徑，就是通過合作帶動區域整
體發展，減少地區衝突因素。且中國與中東
國家合作不是指手畫腳，而是將發展計劃與
中東國家自身發展需要對接起來，此舉受到
了中東國家的歡迎。未來條件成熟，中國將
與更多阿拉伯國家、中東國家展開合作。

阿聯酋國務部長蘇爾坦近日撰文指出，
2017年中國與阿聯酋雙邊貿易額相較於1984
年已增長了800倍。

事實上，中國連續多年成為阿聯酋最大
貿易夥伴，阿聯酋則是中國在西亞北非地區
第二大貿易夥伴和最大出口市場。學者認
為，中國和阿聯酋經濟關係互補性強。阿聯
酋連接阿拉伯半島、印度洋和波斯灣，地理
位置優越。阿聯酋長期實施開放包容的經濟
發展政策，以迪拜為代表，力圖成為連接全
球的自由港。不容忽視的還有阿聯酋所擁有
的資源禀賦，2015年阿聯酋石油探明儲量

978億桶，產量10.9億桶。天然氣探明儲量
約6.1萬億立方米，產量929億立方米。

兩國農業領域大有可為
中國前駐約旦、阿聯酋大使劉寶萊注意

到，阿聯酋的經濟結構仍然較為單一，中國
卻可以滿足阿聯酋的合作需求。他舉例說，
從阿布扎比哈利法港的基礎設施建設，到阿
布扎比近海油田勘探開採，都有中國企業參
與。粗略統計，當前在阿聯酋的華人華僑約
近30萬人，因而往返於中國和阿聯酋的航班
上總是客滿。此外，中國工程院院士袁隆平
帶領的青島海水稻研發中心團隊在迪拜熱帶
沙漠實驗種植水稻，也讓中阿兩國在農業領
域大有可為。

蘇爾坦還在署名文章中寫道：“中國和
阿聯酋都認為，區域經濟發展是支撐地區安
全的重要戰略利益。”

劉寶萊說，中國堅定提出加大對外開放
力度，進一步拓寬對外合作領域，擴大進
口，堅持經濟全球化，反對貿易保護主義，
積極致力於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相當於
給局部地區出現動盪的阿拉伯國家吃了‘定
心丸’。”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
就澳洲外長畢曉普稱中國可能給太平
洋島國帶來不可持續的債務負擔，中
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18日在北京
舉行的例行記者會上說：“我非常想
請問這些澳方官員：能不能舉一個具
體的例子來說明，到底哪個國家、什
麼時候、在哪些問題上是因為中國而
產生了債務不可持續的問題。不能總
是用‘可能’這樣的字眼進行無端猜
測或作出先入為主、不負責任的臆
斷。”
有記者提問，澳洲外長畢曉普

日前表示，中國可能給太平洋島國帶
來不可持續的債務負擔。另外，澳洲
安全機構反對華為承建所羅門群島海
底光纜、參與澳5G網絡建設。中方
對此有何回應？

華春瑩表示，關於你提到的澳
洲外長的有關言論，已經不是一個新
問題了。最近澳方個別官員和媒體也
有過類似言論和炒作。

她說，任何國家的經濟起飛或者
在工業化初期階段都有巨大的資金需
求，我們依據有關國家意願，在力所
能及範圍內給予融資方面的支持，對
於有關國家經濟社會發展起到了雪中
送炭的作用，受到了有關國家的一致
肯定和歡迎。
華春瑩說，我注意到，前段時

間，不少太平洋島國的官員和媒體都
公開發聲，對澳方有關錯誤言論進行
了有力駁斥。比如，湯加司法大臣
說：“澳指責中國幫助貧困和亟需幫
助的太平洋島國，這令人感到悲
哀。”薩摩亞總理說：“澳官員的有
關言論是對太平洋島國領導人的侮
辱，將會毀掉澳與太平洋島國之間的
友好關係。”瓦努阿圖《每日郵報》
曾發表社論指出：“北京與堪培拉最
大的不同在於，北京善於傾聽太平洋
島國領導人的心聲，並且常常給予島
國最需要的幫助，是誰從中國建造的
碼頭獲益？是我們瓦努阿圖人民！澳

方應該多聽聽我們的呼聲，因為我們
生活在這片土地上。”該社論還表
示：“澳有關官員在講話之前應該三
思，澳也許應該放下正在扔向中國的
石頭，首先從自己的錯誤中汲取教
訓。”我想這已經很能說明問題了。
希望澳方能夠正確客觀地看待中國與
太平洋島國的關係，同中方一道真心
誠意地去幫助島國實現可持續發展。

籲為中企提供公平營商環境
“你提到澳安全機構反對華為

承建所羅門群島海底光纜、參與澳
5G網絡建設，我們對有關報道表示
關切。”華春瑩說，中國政府一向鼓
勵中國企業按照市場原則和國際規
則，在遵守當地法律的基礎上開展對
外投資合作。
希望有關方面秉持客觀和非歧

視原則，為中國企業的正常商業活動
提供公平的環境，多做有利於實現互
利共贏的事情，而不是相反。

回應澳外長“債務負擔”論
中方：停止不負責任臆測

帶動區域發展 促進中東穩定
�&

■■在阿聯酋阿布扎比港哈利法工業在阿聯酋阿布扎比港哈利法工業
區內區內，，工人在中阿產能合作示範園工人在中阿產能合作示範園
施工現場作業施工現場作業。。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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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8日是入伏第一天日是入伏第一天。。浙江杭州的浙江杭州的
““最美涼茶舖最美涼茶舖””又推到了長明寺巷又推到了長明寺巷
口口————清新養眼的綠色小檔清新養眼的綠色小檔、、降溫解降溫解
暑的涼茶以及暑的涼茶以及8080歲高齡的涼茶爺爺歲高齡的涼茶爺爺
顧忠根再一次出現在了人們的視野顧忠根再一次出現在了人們的視野
中中。。對於杭州市民來說對於杭州市民來說，，這個涼茶檔這個涼茶檔
並不陌生並不陌生。。每年的這個時候每年的這個時候，，顧忠根顧忠根
老人都會推着涼茶出現在這裡老人都會推着涼茶出現在這裡，，從上從上
午午1010點左右一直到下午點左右一直到下午33點半點半，，為行為行
人免費送去清涼人免費送去清涼，，如今已是第如今已是第4141個個
年頭了年頭了。。茶味依舊可口茶味依舊可口，，茶檔卻有了茶檔卻有了
大變化大變化————在中國美術學院在中國美術學院““彤花山彤花山
燁燁””設計師公益改造計劃志願者的幫設計師公益改造計劃志願者的幫

助下助下，，小小的涼茶舖披上了小小的涼茶舖披上了““高顏高顏
值值””新裝新裝。。

美院跨媒體藝術學院學生孫楠最美院跨媒體藝術學院學生孫楠最
早被顧忠根老人的堅守故事感動早被顧忠根老人的堅守故事感動。。
““當時看到新聞報道時當時看到新聞報道時，，我就被顧爺我就被顧爺
爺爺4141年的愛心之舉所感動年的愛心之舉所感動。”。”孫楠孫楠
告訴記者告訴記者，，許多隊員和她一樣許多隊員和她一樣，，希望希望
能用自己的一技之長能用自己的一技之長、、用設計的力用設計的力
量量，，解決力所能及的問題解決力所能及的問題。。

茶檔改造看似容易茶檔改造看似容易，，卻處處考驗卻處處考驗
創造力創造力。。考慮到涼茶爺爺每天都要親考慮到涼茶爺爺每天都要親
自從家裡推出小推車自從家裡推出小推車，，所以移動方所以移動方
便便、、結構穩固很重要結構穩固很重要。。因此學生們為因此學生們為

小推車安裝了輕便又防水防潮的小推車安裝了輕便又防水防潮的PVCPVC
護板進行加固護板進行加固。。針對小推車不方便挪針對小推車不方便挪
動的問題動的問題，，大家腦洞大開大家腦洞大開，，將自行車將自行車
把安裝在車上把安裝在車上，，令新的小推車活動自令新的小推車活動自
如如。。

復古茶缸 手繪秘方
裝涼茶的搪瓷水缸顏值亦有大提裝涼茶的搪瓷水缸顏值亦有大提

升升。。為符合搪瓷自帶的復古氣質為符合搪瓷自帶的復古氣質，，同同
學們反覆斟酌學們反覆斟酌，，決定使用跟整體檔位決定使用跟整體檔位
色調一致的墨綠色色調一致的墨綠色，，光是一個光是一個““茶茶””
字就設計了好幾個極具藝術感的版字就設計了好幾個極具藝術感的版
本本。。涼茶爺爺的涼茶配方是家中祖傳涼茶爺爺的涼茶配方是家中祖傳

下來的秘方下來的秘方，，已經用了已經用了4040多年多年。。不不
僅清熱降暑僅清熱降暑，，口感也相當不錯口感也相當不錯，，常有常有
路人來詢問配方路人來詢問配方。。於是於是，，學生們直接學生們直接
將配方畫在了自製的小招牌上將配方畫在了自製的小招牌上。。

學生們還為茶舖貼心定製了一批學生們還為茶舖貼心定製了一批
““制服制服”，”，衣服上衣服上““最美涼茶舖最美涼茶舖””五五
個大字均是他們親手印上去的個大字均是他們親手印上去的。。顧忠顧忠
根老人也有專屬套裝根老人也有專屬套裝——袖口印有茶袖口印有茶
葉的葉的TT恤以及米白色的大圍裙恤以及米白色的大圍裙。。

小善也是大愛小善也是大愛。。中國美院的學生中國美院的學生
們說們說，，這次設計改造是希愛心涼茶舖這次設計改造是希愛心涼茶舖
更好地服務他人更好地服務他人，，讓更多的人在烈日讓更多的人在烈日
下感受到善意的清涼下感受到善意的清涼。。 ■■澎湃新聞澎湃新聞

禮服閃耀魔都
展現中國設中國設計計

河
南
時
裝
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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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

河
南
時
裝
設
計
師
：：

來自河南周口鄲城的青年王鋒來自河南周口鄲城的青年王鋒，，癡迷於服裝設計癡迷於服裝設計，，為了追尋心中的時為了追尋心中的時

裝夢裝夢，，他他20022002年離鄉赴滬年離鄉赴滬，，經過十餘年的奮鬥經過十餘年的奮鬥，，終於在終於在20152015年上海時裝年上海時裝

周上呈現同名品牌周上呈現同名品牌WANG FENG HAUTE COUTUREWANG FENG HAUTE COUTURE首秀首秀！！時隔兩年時隔兩年，，經經

歷了歷了11,,125125天的籌備天的籌備，，坐落在古北虹橋的坐落在古北虹橋的WANG FENGWANG FENG匠人縫製館也終於匠人縫製館也終於

落成落成，，在一場在一場““鋒芒所致鋒芒所致，，格物至新格物至新””的開業派對中揭開了它的面紗的開業派對中揭開了它的面紗。。

■■文文//圖圖：：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戚紅麗戚紅麗 河南報道河南報道

■■河南商道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張立志河南商道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張立志（（左一左一）、）、設計師王設計師王
鋒鋒（（右二右二））及其哥哥王有鋒及其哥哥王有鋒（（左三左三））在開業儀式上剪綵在開業儀式上剪綵。。

浙八旬翁浙八旬翁4411載送涼茶載送涼茶 美院生美院生創意造靚舖創意造靚舖
■■中國美術學院的學生中國美術學院的學生
們與涼茶爺爺在涼茶檔們與涼茶爺爺在涼茶檔
前合照前合照。。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河南商道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張立志上月受邀
到上海參加了WANG FENG匠人縫製館的

開業儀式，“到了之後，感覺十分驚艷。”他回
憶道。
坐落在古北虹橋的WANG FENG匠人縫製

館開業儀式在上海服裝設計圈引起不小的轟動。
據王鋒介紹，開業儀式歷經1,125天的籌備，儀
式主題為“鋒芒所致，格物至新”，王鋒15年
的設計生涯中結交的不少明星及媒體好友紛紛到
場，“雪姨”王琳主持了本場開幕儀式，本身穿
着WANG FENG為她設計的玫紅色禮服，寓意
WANG FENG高定紅紅火火。

兄弟同心 創縫製館
開業當天王琳穿着由其量身設計的麥穗禮服

主理現場。這件在意大利純手工縫製禮服上佈滿
了金絲麥穗，也蘊含對WANG FENG匠人縫製
館日日豐收的美意。用鬱金香和剔透亞克力堆搭
的現場，重構出一座充滿藝術氣息的魔都烏托
邦，伴隨着WANG FENG匠人縫製館的開業，
也將為“china design”（中國設計）增添另一種
感知禮服的可能性。
哥哥王有鋒和弟弟王鋒是WANG FENG匠

人縫製館的共同締造者。當年，22歲的哥哥和20
歲的弟弟共同來到上海闖蕩，17年患難與共、兄
弟同心，在長期的合作中明確了各自的分工，哥
哥負責弟弟事業上的對外業務、商業推廣、合作

洽談，甚至包括了弟弟的衣食住行，而弟弟王鋒
則潛心於設計藝術。這種以骨肉之情為基礎的合
作有着更牢固的根基，每當有工作上的意見分
歧，“有時聽他的，有時聽我的，以我為主
吧。”哥哥王有鋒笑稱。

堅持信仰 精雕細琢
快餐時代，流水線批量生產、爆款、迅速流

行成為了人們追求的關鍵詞，但外表剛烈內心柔
軟的王鋒卻不以為然。 “這是一種深入骨髓、
銘刻於心的熱愛和喜好，設計上的每個細節都讓
我沉迷其中。一座建築、一片田地、一朵花、一
粒麥穗都能成為設計的源泉。或許，這就是藝術
帶來的魅力和信仰帶來的力量。” 在談起設計
與作品時，他的眼睛裡閃爍的是光芒。
WANG FENG HAUTE COUTURE作品擅

長運用高檔絲綢閃緞、珠光面料、帶有獨特花紋
的蕾絲、精細的手工刺繡，同時運用褶皺、水晶
和閃鑽，大手筆勾勒出精美華麗的服飾盛宴，揮
灑着熠熠星光。每一件禮服均是匠人們一針一線
精雕細琢出的潛心之作，考究的面料和獨特的技
藝讓每一件作品都極具張力與美感。
也因此，WANG FENG HAUTE COU-

TURE作品收穫了“雪姨”王琳、劉嘉玲、林
允、韓雪、張儷等明星名流粉絲。在不少紅毯活
動中，WANG FENG HAUTE COUTURE的身
影總是讓人眼前一亮。

■WANG FENG匠人縫製館
形象極具藝術氣息。

2 神 州 大 地 ■責任編輯：王宇佳 2018年7月19日（星期四）

1818日是入伏第一天日是入伏第一天。。浙江杭州的浙江杭州的
““最美涼茶舖最美涼茶舖””又推到了長明寺巷又推到了長明寺巷
口口————清新養眼的綠色小檔清新養眼的綠色小檔、、降溫解降溫解
暑的涼茶以及暑的涼茶以及8080歲高齡的涼茶爺爺歲高齡的涼茶爺爺
顧忠根再一次出現在了人們的視野顧忠根再一次出現在了人們的視野
中中。。對於杭州市民來說對於杭州市民來說，，這個涼茶檔這個涼茶檔
並不陌生並不陌生。。每年的這個時候每年的這個時候，，顧忠根顧忠根
老人都會推着涼茶出現在這裡老人都會推着涼茶出現在這裡，，從上從上
午午1010點左右一直到下午點左右一直到下午33點半點半，，為行為行
人免費送去清涼人免費送去清涼，，如今已是第如今已是第4141個個
年頭了年頭了。。茶味依舊可口茶味依舊可口，，茶檔卻有了茶檔卻有了
大變化大變化————在中國美術學院在中國美術學院““彤花山彤花山
燁燁””設計師公益改造計劃志願者的幫設計師公益改造計劃志願者的幫

助下助下，，小小的涼茶舖披上了小小的涼茶舖披上了““高顏高顏
值值””新裝新裝。。

美院跨媒體藝術學院學生孫楠最美院跨媒體藝術學院學生孫楠最
早被顧忠根老人的堅守故事感動早被顧忠根老人的堅守故事感動。。
““當時看到新聞報道時當時看到新聞報道時，，我就被顧爺我就被顧爺
爺爺4141年的愛心之舉所感動年的愛心之舉所感動。”。”孫楠孫楠
告訴記者告訴記者，，許多隊員和她一樣許多隊員和她一樣，，希望希望
能用自己的一技之長能用自己的一技之長、、用設計的力用設計的力
量量，，解決力所能及的問題解決力所能及的問題。。

茶檔改造看似容易茶檔改造看似容易，，卻處處考驗卻處處考驗
創造力創造力。。考慮到涼茶爺爺每天都要親考慮到涼茶爺爺每天都要親
自從家裡推出小推車自從家裡推出小推車，，所以移動方所以移動方
便便、、結構穩固很重要結構穩固很重要。。因此學生們為因此學生們為

小推車安裝了輕便又防水防潮的小推車安裝了輕便又防水防潮的PVCPVC
護板進行加固護板進行加固。。針對小推車不方便挪針對小推車不方便挪
動的問題動的問題，，大家腦洞大開大家腦洞大開，，將自行車將自行車
把安裝在車上把安裝在車上，，令新的小推車活動自令新的小推車活動自
如如。。

復古茶缸 手繪秘方
裝涼茶的搪瓷水缸顏值亦有大提裝涼茶的搪瓷水缸顏值亦有大提

升升。。為符合搪瓷自帶的復古氣質為符合搪瓷自帶的復古氣質，，同同
學們反覆斟酌學們反覆斟酌，，決定使用跟整體檔位決定使用跟整體檔位
色調一致的墨綠色色調一致的墨綠色，，光是一個光是一個““茶茶””
字就設計了好幾個極具藝術感的版字就設計了好幾個極具藝術感的版
本本。。涼茶爺爺的涼茶配方是家中祖傳涼茶爺爺的涼茶配方是家中祖傳

下來的秘方下來的秘方，，已經用了已經用了4040多年多年。。不不
僅清熱降暑僅清熱降暑，，口感也相當不錯口感也相當不錯，，常有常有
路人來詢問配方路人來詢問配方。。於是於是，，學生們直接學生們直接
將配方畫在了自製的小招牌上將配方畫在了自製的小招牌上。。

學生們還為茶舖貼心定製了一批學生們還為茶舖貼心定製了一批
““制服制服”，”，衣服上衣服上““最美涼茶舖最美涼茶舖””五五
個大字均是他們親手印上去的個大字均是他們親手印上去的。。顧忠顧忠
根老人也有專屬套裝根老人也有專屬套裝——袖口印有茶袖口印有茶
葉的葉的TT恤以及米白色的大圍裙恤以及米白色的大圍裙。。

小善也是大愛小善也是大愛。。中國美院的學生中國美院的學生
們說們說，，這次設計改造是希愛心涼茶舖這次設計改造是希愛心涼茶舖
更好地服務他人更好地服務他人，，讓更多的人在烈日讓更多的人在烈日
下感受到善意的清涼下感受到善意的清涼。。 ■■澎湃新聞澎湃新聞

禮服閃耀魔都
展現中國設中國設計計

河
南
時
裝
設
計
師

河
南
時
裝
設
計
師
：：

來自河南周口鄲城的青年王鋒來自河南周口鄲城的青年王鋒，，癡迷於服裝設計癡迷於服裝設計，，為了追尋心中的時為了追尋心中的時

裝夢裝夢，，他他20022002年離鄉赴滬年離鄉赴滬，，經過十餘年的奮鬥經過十餘年的奮鬥，，終於在終於在20152015年上海時裝年上海時裝

周上呈現同名品牌周上呈現同名品牌WANG FENG HAUTE COUTUREWANG FENG HAUTE COUTURE首秀首秀！！時隔兩年時隔兩年，，經經

歷了歷了11,,125125天的籌備天的籌備，，坐落在古北虹橋的坐落在古北虹橋的WANG FENGWANG FENG匠人縫製館也終於匠人縫製館也終於

落成落成，，在一場在一場““鋒芒所致鋒芒所致，，格物至新格物至新””的開業派對中揭開了它的面紗的開業派對中揭開了它的面紗。。

■■文文//圖圖：：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戚紅麗戚紅麗 河南報道河南報道

■■河南商道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張立志河南商道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張立志（（左一左一）、）、設計師王設計師王
鋒鋒（（右二右二））及其哥哥王有鋒及其哥哥王有鋒（（左三左三））在開業儀式上剪綵在開業儀式上剪綵。。

浙八旬翁浙八旬翁4411載送涼茶載送涼茶 美院生美院生創意造靚舖創意造靚舖
■■中國美術學院的學生中國美術學院的學生
們與涼茶爺爺在涼茶檔們與涼茶爺爺在涼茶檔
前合照前合照。。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河南商道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張立志上月受邀
到上海參加了WANG FENG匠人縫製館的

開業儀式，“到了之後，感覺十分驚艷。”他回
憶道。
坐落在古北虹橋的WANG FENG匠人縫製

館開業儀式在上海服裝設計圈引起不小的轟動。
據王鋒介紹，開業儀式歷經1,125天的籌備，儀
式主題為“鋒芒所致，格物至新”，王鋒15年
的設計生涯中結交的不少明星及媒體好友紛紛到
場，“雪姨”王琳主持了本場開幕儀式，本身穿
着WANG FENG為她設計的玫紅色禮服，寓意
WANG FENG高定紅紅火火。

兄弟同心 創縫製館
開業當天王琳穿着由其量身設計的麥穗禮服

主理現場。這件在意大利純手工縫製禮服上佈滿
了金絲麥穗，也蘊含對WANG FENG匠人縫製
館日日豐收的美意。用鬱金香和剔透亞克力堆搭
的現場，重構出一座充滿藝術氣息的魔都烏托
邦，伴隨着WANG FENG匠人縫製館的開業，
也將為“china design”（中國設計）增添另一種
感知禮服的可能性。
哥哥王有鋒和弟弟王鋒是WANG FENG匠

人縫製館的共同締造者。當年，22歲的哥哥和20
歲的弟弟共同來到上海闖蕩，17年患難與共、兄
弟同心，在長期的合作中明確了各自的分工，哥
哥負責弟弟事業上的對外業務、商業推廣、合作

洽談，甚至包括了弟弟的衣食住行，而弟弟王鋒
則潛心於設計藝術。這種以骨肉之情為基礎的合
作有着更牢固的根基，每當有工作上的意見分
歧，“有時聽他的，有時聽我的，以我為主
吧。”哥哥王有鋒笑稱。

堅持信仰 精雕細琢
快餐時代，流水線批量生產、爆款、迅速流

行成為了人們追求的關鍵詞，但外表剛烈內心柔
軟的王鋒卻不以為然。 “這是一種深入骨髓、
銘刻於心的熱愛和喜好，設計上的每個細節都讓
我沉迷其中。一座建築、一片田地、一朵花、一
粒麥穗都能成為設計的源泉。或許，這就是藝術
帶來的魅力和信仰帶來的力量。” 在談起設計
與作品時，他的眼睛裡閃爍的是光芒。
WANG FENG HAUTE COUTURE作品擅

長運用高檔絲綢閃緞、珠光面料、帶有獨特花紋
的蕾絲、精細的手工刺繡，同時運用褶皺、水晶
和閃鑽，大手筆勾勒出精美華麗的服飾盛宴，揮
灑着熠熠星光。每一件禮服均是匠人們一針一線
精雕細琢出的潛心之作，考究的面料和獨特的技
藝讓每一件作品都極具張力與美感。
也因此，WANG FENG HAUTE COU-

TURE作品收穫了“雪姨”王琳、劉嘉玲、林
允、韓雪、張儷等明星名流粉絲。在不少紅毯活
動中，WANG FENG HAUTE COUTURE的身
影總是讓人眼前一亮。

■WANG FENG匠人縫製館
形象極具藝術氣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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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權研納港股通 小米破頂
滬深港交易所達共識 將增穩定交易期新機制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

基) 李小加上京有成果。港滬深

交易所18日就“港股通”合資

格證券的調整安排達共識，三所

將在滬深港通合資格證券現有納

入制度基礎上加入一個穩定交易

期機制，並成立聯合工作組盡快

研究不同投票權架構（WVR）

公司納入港股通的方案細則，消

息刺激小米 18 日再破頂。另

外，有機會成為港股通新貴的平

安好醫生、希瑪眼科等27家公

司亦有炒作，其中平保醫生收升

7.1%。

香港文匯報訊 美銀美林公
佈的最新月度調查顯示，基金經
理已將股票配比削減至2016年
11月以來最低水平，60%的投資
者認為貿易戰對市場構成最大風
險。

美銀美林的7月調查顯示，
全球基金經理將股票配比削減14
個百分點，降至淨超配19%，為
美國總統特朗普當選以來最低水
平。貿易戰被認定是最大的尾部
風險，在此同時有19%的受訪者
認為尾部風險在於美聯儲或者是
歐洲央行做出錯誤的強硬政策。

特朗普在過去一個月已經進
一步拉高對美國主要貿易夥伴的

抨擊，對中國進口品開徵關稅，
並揚言將會擴大課稅範圍，在此
同時將歐盟貼上“貿易敵手”的
標籤。

美銀美林稱，這項調查是在
7月6-12日之間進行，該行首席
投資策略師Michael Hartnett指
出，調查顯示，本月投資人氣看
空，調查受訪者憂心可能的貿易
戰帶來的風險，股票配比明顯下
降，與此同時增長及獲利預期下
滑。但投資者仍看多美股，超配
比重達到9%，為2017年2月以
來最高。而歐元區股票配比則降
至淨超配12%，為2016年12月
以來最低。

美銀美林：基金經理持股年半最低

香港文匯報訊 由港府主導
的年金計劃19日起開始接受登記
認購意向，香港年金公司發言人
18日表示，自該計劃7月6日正
式推出以來，累計收到約1萬宗
查詢，反映不少長者對計劃有興
趣。“香港年金計劃”是一個保
險產品，對象為年滿65歲或以上
的香港永久居民，計劃有“保證
回報”，金額等同保費的
105% ，一筆過繳付保費後，第二
個月就開始有定額收入，直至終
老，故投保人越長命就越着數。

入場費5萬 最多可認購100萬
有興趣的65歲或以上永久

性居民，19日起至下月 8月 8
日，可於全港20家銀行共約700

間分行登記，又或於香港年金公
司網站以網上形式登記認購意
向。年金計劃入場費5萬元（港
元，下同），最多可認購100萬
元。政府早前表示，有計劃將公
共年金的首次發行額度由100億
元提升至200億元。

根據按揭證券公司此前估
算，以內部回報率3%至4%為
例，男性於65歲投保，每100萬
元的保費預料可取得約5,000至
5,800元每月固定年金(即年金率
約6%至7%)，即最快約14.36年
回本；女性65歲投保則會因預期
壽命較長，每100萬元保費可取
得約4,500至5,300元的每月固定
年金(即年金率約5.4%至6.4%)，
最快約15.72年回本。

小米因不獲納入港股通，周一曾大跌
近10%，港交所行政總裁李小加當

日即赴京與中證監商討，港交所18日公
佈，與滬深交易所就WVR公司納入港股
通合資格股票範圍的安排達成共識，就港
股通的選股方面，三地交易所將加入穩定
交易期機制，並商定成立聯合工作組，冀
盡快研究WVR公司納入港股通的方案細
則。小米18日一度大升逾6%再創上市新
高，最終仍升3.1%報21.55元（港元，下
同）。

27股份或成綜指新貴 惹炒作
不單小米股價18日再破頂，包括平

安好醫生、希瑪眼科等27家有望納入恒
生綜指的公司，由於有望成為港股通標
的，部分股份都被炒起。恒指公司將於8
月10日公佈恒生綜指股份變動名單，華
泰證券預測，平安好醫生、澳優、中國投

資基金、三一國際、華誼騰訊等等，都有
望晉身綜指，18日上述股份升幅介乎4%
至29%。

行使超購權 小米額外籌34億
小米18日行運打孖上，除憧憬稍後

獲納入港股通外，公司還悉數行使超額認
購權，額外再集資多34億元。

小米表示，招股章程的超額配股權已
由國際包銷商悉數行使，涉及近3.27億股
股份，相當於行使超額配售權前的全球發
行股數15%，涉及55億元。今次超額配
售權之中，有1.25億股由晨興資本出售及
轉讓，另外集團發行2.01億股新股，每股
行使價17元，相當於集團額外集資34億
元。

港股逼9個月低位 成交續縮
港股方面，恒指先升後跌，全日再跌

64點報 28,117 點，觸及去年 10月的低
位，成交縮至768億元，國指亦跌13點報
10,578點。

分析員指出，離岸人民幣匯價跌至1
年新低，影響大市投資氣氛，是A股及港
股18日由升轉跌的主因。

多家大行開始唱好新興市場
不過，外資大行開始看好A股、港股

在內的新興市場，貝萊德、高盛及鄧普頓
均認為，新興市場的估值已經吸引，加上
企業盈利上升，可以抵消貿易戰風險。但
美林就持相反意見，指投資者對新興市場
的悲觀情緒，達至接近23年來最高。

“股王”騰訊被大摩唱好，認為遊戲
“絕地求生”每月的活躍用戶急增，一旦
獲准商業化，料可帶動該股下半年盈利，
該股高位曾見383元，但收市升幅收窄至
0.6%報378元。

公共年金獲萬宗查詢 19日起登記

■■李小加上京有成果李小加上京有成果，，港滬深交易所港滬深交易所1818日日
就就WVRWVR公司納入港股通合資格股票範圍的公司納入港股通合資格股票範圍的
安排達成共識安排達成共識。。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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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檢察總長江
惠民今天表示，43名死囚案
件仍在最高檢或法務部審核
中。法務部政務次長陳明堂
也說，檢察司持續滾動式掌
握死囚的救濟動態，目前沒
有案件送給部長。

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江
惠民今天與媒體茶敘時表示
，目前最高檢設有 「爭議性
死刑確定案件審查會」 ，由
檢察總長擔任召集人，成員
包括檢察官、法醫、鑑識專

家，接受民間司法團體請求
審查爭議性死刑確定案件。

江惠民說，日前廢死聯
盟曾向最高檢聲請調閱爭議
性死刑案件卷證，但因未委
請律師聲請，所以目前尚無
啟動審查爭議死刑案的案例
。

江惠民也表示，對於所
有的死刑定讞判決，最高檢
在收受定讞判決後，都會審
核是否有非常上訴、再審、
鑑定不可靠、檢警偵訊不當

等事由，務求審查周延。
目前仍有43名死囚判刑

定讞但未執行，江惠民說，
43案分別在最高檢或法務部
審核中。

陳明堂則表示，法務部
檢察司會針對死囚案件進行
滾動式管理，最高檢同步進
行審核，台灣高等檢察署也
有有罪確定案件審查會的調
查機制，目前沒有死囚執行
案件送給部長批示，執行死
刑沒有時間表。

是否執行死刑 陳明堂：尚無案件送部長批示

（中央社）民進黨新北市長參選人蘇貞
昌今晚表示，他任閣揆時將警消俸點從450
元提高到500元，未來若當選市長，警察繁
重勤務加給只會增加、不會減少，一定要讓
員警們獲得最好保障。

蘇貞昌今晚到烏來參加新北市警察之友
會新店辦事處暨各警友站幹部聯誼會時說，
從屏東縣長、台北縣長到行政院長，他最注
重治安，大概也是史上第一位每個月親自主
持治安會報的行政院長。

他表示，除了主持會報解決許多治安上
跨部會的難題，與警察權益最相關的俸點，
更是在他擔任行政院長任內，從新台幣450
元提高到500元，讓當時5萬多位警察、海巡
及消防弟兄每月增加3000元的薪資。

蘇貞昌說，無奈過去11年來，俸點都沒
有增加，直到今年才再從500元提升到525
元。行政院長賴清德前天跟他提到警察增加
俸點，行政院已編好預算，全國6.6萬多名警
察、消防及海巡弟兄，明年開始每個月將可
再增加1300多元薪資。

蘇貞昌表示，他擔任縣長時為照顧警察
同仁，特別向中央請願提高分局長的階級，
經行政院與考試院通過後，分局長階級才由
兩線三提高成為兩線四，此外，他也整理了
警察勤務需要的工具、宿舍及廳舍。

蘇貞昌還當場宣布，未來若當選新北市
長，警察同仁的繁重勤務加給只會增加，不
會減少，絕對會秉持照顧警察的精神，讓辛
勞的警員同仁們獲得最好的保障。

保障警察權益 蘇貞昌：加給只會增不會少

（中央社）台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阮姓技工，利用市議員助理請託幫忙介紹修路廠商機會
浮報工程費用，詐取價差新台幣4萬元。士林地院日前依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罪，判刑1年9月。

士林地方法院今天公布的判決書指出，阮姓技工隸屬新工處養護工程隊，負責士林區、北投區道
路會勘等業務，案發後已退休。

民國102年間，一家工程行損壞道路，新工處要求工程行修復道路並通知新工處會勘，工程行負責
人找上一名陳姓市議員助理代為詢價並引介修復廠商。

陳姓市議員助理找上阮姓技工詢價並引介修復廠商，阮男將8萬元的報價浮報為12萬元，阮男收
到陳男轉交的12萬元後，僅交給修復廠商8萬元，詐取差額4萬元得逞。

承審合議庭考量阮姓技工自白犯罪，情節輕微，並繳回4萬元犯罪所得，依法減刑，判處1年9月
徒刑，褫奪公權2年，仍可上訴。

浮報費用賺價差 北市新工處技工判刑1年9月

（中央社）張姓男子在超商撿到一張千元鈔
，本想找時間交給警方但他忘記處理，後來透過
友人牽線還失主錢，檢方依侵占遺失物罪起訴；
北院認為無法證明張男犯罪，近日判無罪，全案
可上訴。

起訴書指出，張男去年6月在台北市某便利超
商櫃台前撿到一張千元紙鈔，據為己有，因此涉
犯侵占遺失物罪嫌。

張男供稱，並無想據為己有的意思，他與同
行的同事有討論要如何處理那張紙鈔，原本有想
要交給便利商店店員或大樓管理員，但因金額不
大，擔心會被私吞，所以將紙鈔帶回辦公室，放
在置物盒中，想之後再帶錢到派出所報案，不過
因公事繁忙，一時間就忘了。

台北地方法院開庭審理時，勘驗相關錄影光

碟發現，張男步出超商後，一度有轉身返回超商
之舉，後來被同事呼喚後才離開超商；林男返回
公司的路途中，一直把紙鈔拿在手中，並未遮掩
或快步離去，跟一般常情有違。

而張男經友人（失主的朋友）通知後，張沒
有猶豫，表達要馬上還錢給失主。

法官認為，拾獲者若願意主動將財物送回失
主，或送交警方處理，屬優良道德的表現，但拾
獲者因個人私事而耽誤送警處理的時間，不能過
份苛求拾獲者必先處理拾獲物，而置個人私事於
不顧的道理，也無從因拾獲者送警耽誤的時間，
推論有據為己有的侵占意圖。

法官審理後採信張男的辯詞，也認定無法證
明張有侵占遺失物的犯行，因此近日判他無罪，
全案可上訴。

撿到1000元忙到忘記報警挨告法院判無罪

（中央社）前桃園縣中壢市民代表會副
主席劉威德、妻子周秀玲，被控與建商期約
收賄千萬元，協助開闢道路，一審獲判無罪
。高院今天改判劉威德4年徒刑，周秀玲3年
10月徒刑，可上訴。

台灣高等法院判決書指出，劉威德夫妻
藉職務上行為期約收賄，但中壢市公所最後
並未興建道路，惡性與其他貪污案件有別，
若處最低刑度7年，未免過苛，因此依法酌
減刑度。

判決書指出，劉威德曾任中壢市第11、
12屆市民代表會副主席，其妻周秀玲負責選
民服務。民國98年間，黃姓建商希望建案旁
能開闢聯外道路，經友人介紹與劉威德夫妻
洽談推動計畫。

劉威德夫妻與建商達成協議，由劉威德

利用副主席身分與影響力推動道路闢建計畫
，事成後建商將依約給付新台幣1000萬元，
劉威德即利用職務向時任中壢市公所市長室
專員推動道路興建計畫。

99年間，劉威德妻子另向黃姓建商借貸
300萬元，作為劉威德選舉經費，但遲遲不肯
歸還。黃姓建商見道路興建計畫未有進展，
101年出售土地放棄建屋。

桃園地方法院一審認為證據不足，判劉
威德、周秀玲無罪。

案經上訴，高院認為，劉威德夫妻確實
與建商期約賄賂，改判有罪；另考量兩人否
認犯行，周秀玲已與建商簽署債務清償協議
書，判劉威德4年徒刑、褫奪公權兩年，周
秀玲判刑3年10月，褫奪公權一年。

期約收賄 前中壢市代會副主席夫妻改判有罪

緊急醫療後送專機緊急醫療後送專機 離島立委離島立委：：88月正式啟動月正式啟動
民進黨立委楊曜民進黨立委楊曜（（右起右起）、）、國民黨立委楊鎮浯國民黨立委楊鎮浯、、陳雪生陳雪生1818日在立法院共同宣布日在立法院共同宣布，，88月起醫療後月起醫療後

送專機將進駐離島送專機將進駐離島，，離島居民生命安全保障會更加完善離島居民生命安全保障會更加完善。。

法務部廉政署模範廉政人員表揚典禮
法務部廉政署法務部廉政署1818日舉辦高階主管聯合宣誓及模範廉政人員表揚典禮日舉辦高階主管聯合宣誓及模範廉政人員表揚典禮，，法務部政務次長法務部政務次長

陳明堂陳明堂（（前左前左33）、）、蔡碧仲蔡碧仲（（前左前左22）、）、廉政署長朱家崎廉政署長朱家崎（（前右前右33），），與榮獲首屆模範廉政與榮獲首屆模範廉政
人員的同仁合影人員的同仁合影。。

不完全氫化油不得使用於食品不完全氫化油不得使用於食品
衛福部食藥署衛福部食藥署1818日舉行記者會日舉行記者會，，台灣烘焙油脂工業同業公會理事長戴淑文台灣烘焙油脂工業同業公會理事長戴淑文（（左起左起）、）、食藥署食食藥署食

品組副組長魏任廷品組副組長魏任廷、、成功大學教授陳秀玲說明自成功大學教授陳秀玲說明自107107年年77月月11日起日起 「「不完全氫化油不完全氫化油」」 不得使用於食品不得使用於食品
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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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合

侨 界 关 注

左手工程 右手音乐

美籍华裔作曲家黄晓枫的多彩人生
蒋 波

交融：
北京遇上西雅图

2016年春节前夕，北京小雪霏霏。湿滑的路面阻挡不住人们
的步履，一场名为 《万象更新的中国》 交响音乐会在北京音乐厅
上演。

《龙腾虎跃》《格》《沁园春·雪》《祖国 ， 我亲亲的母
亲》……8部乐曲先后上演，台下观众如痴如醉。

这是一次颇有“少小离家老大回”意味的返乡之旅，从西雅
图到北京，58 岁的黄晓枫终于带着他的“孩子们”回家了。8 个

“孩子”，无一不是中国风貌。
旅美34年，黄晓枫深受中西方文化的熏陶。他相信，这样的人生

阅历是一笔财富。完成于2013年的小提琴协奏曲《寻梦，1984》，正是
这样一部融合东西的追忆之作。

1984年，黄晓枫考取教育部公费研究生项目，远赴美国威斯
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攻读岩石力学博士学位。这一别，山长水
阔，乡思百转，音乐成了他最大的慰藉。

“一听到交响乐，我对音乐的激情就喷涌而出。”黄晓枫说，
“我脑海中关于中国音乐的记忆，也越发地清晰了。”

2005年，定居在贝林厄姆的黄晓枫开始担任当地“中国新年文
化节”的艺术总监，执著的他坚持要把中国音乐搬上美国舞台。

贝林厄姆，在这个位于美国西北角的小城中，华人不过区区
数百。但对于黄晓枫的决定，当地华人一呼百应，纷纷解囊相
助。可即便如此，经费依旧紧张。

后来，黄晓枫想到了一个办法。“每次排练前，我就请华人家
庭的太太们，准备好中国美食带来现场。”这一招，果然奏效，乐
手们纷至沓来。

自此以后，春节音乐会成了贝灵厄姆的旅游特色节目，两年
一次。“黄晓枫”也成了当地华人圈里家喻户晓的名字。

2012年3月3日，贝林厄姆中国新年音乐会如期上演，厚积薄
发的黄晓枫一口气“秀”出5部作品，其中包括交响二人转《龙腾
虎跃》、京胡京二胡协奏曲《武功》。

跨界：
作曲家本是理工男

黄晓枫的车厢里永远播放着交响，这是他多年的习惯：无论人
去哪里，音乐不能停。

浸淫在交响乐中的黄晓枫渐渐发现，能将中西文化熔于一炉
的作品少之又少。于是，2005 年，这位杰出的土木工程师决定

“半路出家”学习音乐，正式拜入西华盛顿大学音乐系教授罗杰·
布里格斯门下。那一年，黄晓枫48岁，事业有成。

布里格斯对于这位大龄学生是满意的。两年后，他对黄晓枫
说：“你可以出山了，但必须先用一部作品来证明自己。”

黄晓枫想：“德沃夏克创作了世界上最著名的大提琴协奏曲，
可我们《红色娘子军》的旋律可以与之一比高下。”

在之后的9个月里，黄晓枫开始了炼狱般的生活：无论周末，
无论节假，工作之余所有的时光都被倾注到创作中。在子夜无尽的
黑暗里，总有孤灯一盏为黄晓枫而明。

2013年 4月 21日，在西雅图贝纳罗亚音乐厅，改编自 《红色
娘子军》 的大提琴协奏曲 《中国女孩》 正式上演。会后，美国人
惊呼：原来中国女性并不是逆来顺受的“小媳妇”，而是勇敢坚
强、自信果断的“女战士”。

贝纳罗亚是美国的顶级音乐厅之一，执著的黄晓枫终于如
愿。这一年，距离他离开东北老家，已经有29年了。

“中国是我的祖国，我的骨肉和血液都是中国所滋养。我的作品，
自然而言也是中国风格，这是如鱼饮水，再自然不过的事了。”每问及创
作动机，黄晓枫总是这么回答。

在 《寻梦，1984》 中，黄晓枫受古琴艺术启发，他将小提琴
的空弦、实音、泛音分别赋予“地”“人”“天”的含义。乐曲由
地及人、由人及天，中国文化中“天地人”的哲学思辨如此被娓
娓道来。

而在第二交响乐《格》的第一乐章，黄晓枫从《道德经》中找到
了智慧，他通过展示的两个半音之间的关系，努力阐述“阴”“阳”
相生相克的普遍规律。民族的，便是世界的。

缘起：
黑土地飞出“金凤凰”

豪迈的汉子敲起腰鼓，粗犷的号子狠着嗓子吼。大红鼓绸白
头巾，青云下黄沙万里……这是今年4月，在延安采风时，黄晓枫
的所见所闻。

“中国不乏好的音乐，只是没有人能把它们以交响的形式呈现
出来。”黄晓枫说这话的底气，来自他对这片土地的热爱。

10岁那年，样板戏走俏全国。在黄晓枫的故乡吉林桦甸，一
场《红灯记》就要上演。“我当时哪里有票？”黄晓枫笑道：“在演
出那天，实在没有办法，我就从剧场的厕所翻墙进去。”这部“红
灯”从此点燃了幼年黄晓枫的音乐梦想。

70年代初，黄晓枫因擅长小提琴和板胡，以文艺户的身份下
放到辉南县板石河公社。农忙时劳作，农闲时排练，田间地头，
戏曲说唱，音乐呈现出最淳朴的风貌。《龙腾虎跃》中，唢呐与管
弦、二人转与美声对比形成的民族风，源头便在这里。

在交响与民乐作品《大闹天宫》中，黄晓枫践行他的“窗之理
论”：在现代“新音乐”中插入一章中国风格的古典音乐，形成交
响与民乐相呼应的作品。观众听后，不得不佩服黄晓枫的“狡猾”。

可黄晓枫毕竟是工程师出身，在他正酝酿的作品《秦腔》中，
黄晓枫借鉴了工程作图中的“三式图”原理。“从最典型的秦腔旋
律出发，投射出另一段旋律。两段旋律，相映成趣。”

《秦腔》的灵感来自2016年。那个夏天，黄晓枫迎着西北的朔风，
从西安到兰州，再从张掖到达敦煌，一路采风。执著，洒满丝路。

“早年间，华人在美国地位不高，很多人在自我认同上出现了
问题。”问及创作动力，黄晓枫说：“现在祖国日益强大，有一种
力量在召唤我，用音乐来凝聚华人。”

白山黑水最多情，现在的黄晓枫正在盘算他的下一部作品《长白
山组曲》。黄晓枫的想法很纯粹，希望美国朋友听到音乐后，会愈发向
往他的故乡：听！那就是中国。

图为2013年4月21日，西雅图贝纳罗亚音乐厅《华彩乐章》黄晓枫
作品音乐会现场。 资料图片

1968年的沈阳火车站，人潮如流。11岁的黄
晓枫结束了省亲之旅，只身踏上归程。暮色四起，
汽笛长鸣，黄晓枫依偎着他崭新的二胡。10元的
二胡掏空了他的钱包，也满足了他所有的倔强：

“凭啥学校乐队里人手一把琴，凭啥我就没有！”
多年后，黄晓枫心性越发平和，少年时的倔

强，变成了此间的执著。在西雅图、在北京、在贝
灵厄姆、在上海，每当舞台上管乐声渐落，舞台下
掌声乍起时，黄晓枫便恰如其分地走出幕后：他是
公费留美的博士，也是杰出华人作曲家；他是美国
土木工程学会的院士，也是西华盛顿大学音乐系的
名誉教授。双面人生，面面俱到。

本报北京7月14日电（记者刘诗瑶）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2018
年7月14日，承担中国大洋50航次科考任务的“向阳红03”船从厦门出
发，将先后前往西太平洋、东太平洋等区域开展为期约 150天的大洋科
学考察任务，航程约15000海里，预计2018年12月完成任务返回厦门。

据介绍，本航次将执行我国深海战略专项“蛟龙探海”工程之深海
资源勘查与开发和深海环境监测与保护的重要任务，分A段和B段，共
计 150天，A段由海洋三所组织实施，为期 50天，主要开展中国大洋协
会多金属结核合同区资源和环境调查，B段由中国五矿集团公司组织协
调，具体由其内部主责单位长沙矿冶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委托国家海洋
第二研究所实施，为期 100天，主要开展中国五矿集团公司多金属结核
合同区资源和环境调查。

左图： 7 月 14 日 ，“ 向 阳 红 03” 科 考 船 在 厦 门 港 准 备 起 航 。
（新华社发）

““向阳红向阳红 0303””起航起航
执行中国大洋执行中国大洋5050航次科考航次科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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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罐保冷袋

雙色瑜珈墊

海灘巾與海灘球

防水收納野餐墊

不銹鋼水瓶

2.25 1.88 
夏季定存優惠

15個月期 | $25,000 新資金最低存款額 8個月期 | $25,000 新資金最低存款額

優惠截止日8/31/18
詳情請上網 eastwestbank.com/gift 或致電1.888.895.5650

加碼再送！
開立合格定存帳戶，
涼夏好禮任選一。**

*年利率(Annual Percentage Yield)。本項優惠年利率自7/13/2018起，8/31/2018截止。有其他條件限制。最低開戶額$25,000不得為現有華美銀行存款。帳戶到期後將自動更新為標準12個月期定存帳戶，並依帳戶本金決定當期利率。提前解約需支付罰金。
詳細規範、費用與條件請參閱開戶細則或洽各華美銀行分行。
**定存禮品優惠截止日為8/31/2018。須開立8個月期或15個月期之合格定存帳戶。最低開戶額$25,000，且不得為現有華美銀行存款。數量有限，送完為止。禮品將在開立合格帳戶時發送，每人僅限一份。 Equal Housing Lender Member FDIC

%   
年利率*

%   
年利率*

活動快報活動快報 77月月
2121日至日至77月月2222
日日
休士頓同源會休士頓同源會
舉行舉行
第第4848屆休士頓屆休士頓

華埠小姐選美獎學金之夜華埠小姐選美獎學金之夜
77--2121--20182018（（Sat)Sat)下午下午66時至時至
下午下午1111時時
Royal Sonesta HotelRoyal Sonesta Hotel

休士頓僑界休士頓僑界107107年雙十國慶籌年雙十國慶籌

備會備會
第三次會議第三次會議
77--2222--20182018（（Sun)Sun)下午下午33時時
僑教中心僑教中心203203室室

UFOUFO 學會七月份會議學會七月份會議

77 月月 2121 日日（（ Sat. )Sat. ) 上午上午 99：：
3030 至至1111：：3030
美南銀行會議室美南銀行會議室

美南直播電視大抽獎活動美南直播電視大抽獎活動
77 月月 2121 日日（（ Sat. )Sat. ) 中午中午1212：：

0000 至下午至下午11：：0000
大華超市休士頓大華超市休士頓1010 號公路店號公路店
（（ 10051005 Blalock Rd. HoustonBlalock Rd. Houston
TX.TX. 7705577055 ))

休士頓全僑健康日新聞發佈會休士頓全僑健康日新聞發佈會

77 月月 2121 日日（（ Sat. )Sat. ) 下午下午 22：：
3030
光鹽社辦公室光鹽社辦公室（（ 98009800 TownTown
Park Dr. SuitePark Dr. Suite 255255, Houston, Houston
TXTX 7703677036 ))

活動活動
快報快報





















【休士頓訊】為滿足休
斯敦廣大攝影愛好者提高自
身攝影技術的需求，休士頓
華人攝影學會2018初級攝
影培訓班，將於8月4日正
式開課，每個周六的下午2
：00-4:00 授課，共 11周
，22節課。其中擬安排1次
攝影外拍活動（門票自理）
，由攝影學會資深的攝影師
擔任指導老師，並將對學員
攝影作品講評。此次初級攝
影培訓班學費為$180元。
授課地點在位於休士頓中國
城的僑教中心。

休士頓華人攝影學會舉
辦的數碼攝影培訓班，著重
於基礎知識，老師們在攝影
理論與攝影實踐上有獨特的
認識，知識全面，講解深入
淺出，力求通俗易懂，既重
視基礎理論，又緊密結合拍
攝實踐。授課形式生動活潑
，穿插優秀攝影作品欣賞，
點評。同時還將與戶外攝影
創作，拍攝實踐等活動相結
合。

隨著數碼相機的普及，現在幾乎每個家庭都會有一
兩部數碼相機，家庭聚會、旅遊踏青、朋友探訪以及一
些有紀念意義的活動等都想拍攝一些照片留念，但很多
朋友總覺得自己拍出的照片不盡人意，不是曝光不准，
就是對焦不實，使很多珍貴的場面留下了遺憾。數碼攝
影基礎班著重對攝影有一定興趣的朋友進行攝影知識與
拍攝技巧方面的培訓，側重於數碼相機的操作，包括如

何構圖，用光，對焦，怎樣控制景深等等，參加完這些
課程後，相信您的攝影拍攝與欣賞水平將會有很大提高
。

不論您是否有相機，也不管是單反相機還是小數碼
相機，只要喜歡攝影，都可以來這裏學習交流，希望大
家及早報名。休士頓華人攝影學會數碼攝影基礎班每周
六下午 2 時至 4 時。地址：休士頓僑教中心（10303
Westoffice Drive, Houston, TX 77042），報名電話：
713-668-2881（潘英俊）名額有限，報名從速。

休士頓華人攝影學休士頓華人攝影學會將舉辦初級攝影培訓班

休士頓華人攝影學會將舉辦初級攝影培訓班休士頓華人攝影學會將舉辦初級攝影培訓班

休士頓華人攝影學會會長向學員講授攝影技巧休士頓華人攝影學會會長向學員講授攝影技巧。。

休士頓華人攝影學會組織學員進行攝影棚拍課程休士頓華人攝影學會組織學員進行攝影棚拍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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