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浴缸趣味减肥操
泡澡欢乐甩肥肉

（综合报道）我们在热水浴时，体内积聚的残余废物及多余的水分亦会随汗
水一起排出，一方面可以消除浮肿，另一方面则可促进新陈代谢达到瘦身
的效果。那如果我们结合瑜伽动作，是不是有事半功倍的减肥效果呢?

鹿式
Step1背部伸直盘腿坐在浴盆中，双手背后，做深呼吸。

单腿式
Step1肋部伸直，促进体内循环。膝盖弯屈坐在浴盆中，双手

在身后支撑。

Step2在保持姿势不变的基础上抬起单腿，绷直脚面和脚趾，

用腹式呼吸保持 30秒。

Step2双手向后伸出，上肢伸展，用腹式呼吸保持 30秒。

猴式
Step1 双腿完全弯屈，身体正坐在弯屈的腿上，另一条腿弯屈直

立，两手伸直，放在跪姿腿膝盖的两侧。

Step2 上肢前倾，将重心放在弯屈直立的腿上，保持 30秒，

腹式呼吸。

舒舒服服的洗了个澡，还有美美的减肥，时觉得肢体僵硬难

以完成的动作，在热水中就能简单做到，太振奋人心了。小编提

醒亲们，浴缸的水温不可过热哦，水量在肚脐与胸部之间即可。

鹿
式

单
腿
式

猴
式

周末釋放休士頓的野性魅力周末釋放休士頓的野性魅力 恐龍世界探險恐龍世界探險、、年度獵人盛典年度獵人盛典
(本報訊) 咆哮和巨大的身影，歡樂尖叫和

寂靜中響起的槍聲，這個周末休士頓NRG中心
的恐龍展將還原侏儸紀世界，大學生們的戶外
狂歡會將在瓊斯廣場勁歌熱舞，獵鹿高手們也
預備在年度獵人盛典上分享他們的技巧、經驗
，祝大家週末愉快！
1. 恐龍世界探險展(Jurassic Quest)

來穿越到侏羅紀世界，感受被超過100隻真
實大小的恐龍圍繞，聽見恐龍的咆嘯聲，體驗
巨大的恐龍從身邊走過。恐龍迷可以騎上24英
尺高的巨大暴龍，還可以跟幼龍互動，不過要

小心，恐龍可能眨眼間就把戴在頭上的帽子叼
走。展場還有恐龍主題的遊樂設施，如充氣迷
宮、巨大滑梯等。

時間：8月3 - 5日（五–日）3:00 p.m.－8:
00 p.m.

地點：1 NRG Pkwy Houston, TX 77054
門票：$18/人

2. 2018戶外狂歡會(2018 Texas Greek Picnic
Weekend)

最初在費城為非裔美國人重聚舉辦的戶外
狂歡會，因為成功吸引數萬大學生參與而流傳

至各州。今年休士頓瓊斯廣場Jones Plaza也將盛
大舉行第11屆的活動，快來和超過5000名大學
生及喜愛派對的人一起勁歌熱舞，享受年輕熱
鬧氛圍的同時，還有機會巧遇嘻哈或R＆B界的
名人喔！

時間：8月2 - 5日（四–日）5:00 p.m.
地點：600 Louisiana St Houston, TX 77002
門票：$15/人

3. 第42屆年度獵人盛典(42nd annual Hunters
Extravaganza)

想要精進狩獵的技巧和配備嗎？老獵人們

將來到年度獵人盛典分享他們多年累積的經驗
，獵人盛典也邀請各大戶外用品商帶來最新最
好的狩獵配備、服裝，供各位獵人試用選購。
8/4晚上7-9點還有戶外影展，將播放在全國屢
獲殊榮的電影，使用獵人盛典的門票可以免費
入場。

時間： 8月3日（五）3:00 p.m.－8:00 p.m.
8月4日（六）9:00 a.m.－9:00 p.m.
8月5日（日）10:00 a.m.－5:00 p.m
地點：One NRG Park Houston, TX 77054
門票：$10/人

【美中頭條編譯
報 導/ 鄧 潤 京 】
（CNN 8 月 3 日訊）
中國宣布計劃對價值
600 億美元的美國產
品征收最高 25%的關
稅，這是不斷升級的
貿易戰的最新一擊。

中國政府周五表
示，如果特朗普政府
兌現向中國出口2000
億美元商品征稅的威
脅，中國將對這些美
國 產 品 征 收 25% 、
20%、10%和 5%的關
稅。

“違反了經過多
輪談判達成的雙邊共
識，美國再次單方面
加劇了貿易摩擦，”
中國國務院關稅稅則
委員會 (State Council
Tariff Commission) 上
周五在聲明中表示。

中國列出了 5207
個 美 國 產 品 ， 旨 在
“維護自身的合法利
益”。

符合關稅標準的
產品包括肉類、咖啡
、堅果、酒精飲料、
礦產品、化學制品、

皮革制品、木制品、
機械、家具和汽車零
部件。

美國和中國每年
的貨物和服務貿易總
額約為6500億美元，
是世界上兩國之間最
大的貿易關系。

但中國對美國的
出口遠多於對美國的
出口，這使得中國反
擊美國的關稅變得更
具挑戰性。

這些新關稅將影
響美國對中國出口總
額約為1700億美元的

38%。
另據美國人口普

查局經濟分析局的數
據，美國最大的貿易
夥伴是加拿大、墨西
哥和中國。美國與其
他國家的貿易每年價
值 4.9 萬億美元。其
中，加拿大、墨西哥
和中國，它們的進出
口總額接近 1. 9 萬億
美元。但隨著特朗普
總統推行“美國優先
” 政策，重新制定自
由貿易協定，這種局
面可能會改變。

中國計劃對600億美元的美國產品徵收關稅

政府的一紙文件政府的一紙文件，，使得中美貿易戰進一步升級使得中美貿易戰進一步升級。。

據據CNNCNN報道報道，，美國對中國商品加收關稅的舉措美國對中國商品加收關稅的舉措，，甚至會提高許多美國零售電子產品的售甚至會提高許多美國零售電子產品的售
價價，，其中包括其中包括iPhoneiPhone 手機手機。。因為在美國所出售電子產品的許多零部件或是組裝是中國生因為在美國所出售電子產品的許多零部件或是組裝是中國生
產或是在中國完成的產或是在中國完成的。。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美國人口普查局經濟分析局美國人口普查局經濟分析局，，20162016報告報告;; 20172017年年1212月發表月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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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韋霓休斯頓報導】經過歲月的沉澱，
人到退休之後，更懂得珍視生活。在人的退休階
段中，也會因為面臨不同的情況而需要相對應的
安排，有些人因為獨居，有些人基於健康因素、
或是安全的理由，決定搬到退休社區，也有人現
在非常健康活躍，想要找個能滿足種種生活需要
的退休社區，無論什麼原因，休斯頓地區的退休
人士在考慮退休社區時，都有許多選擇。

ThreeBest Rated機構在全球各大城市列出前
三名的各種行業推薦，最近，Treemont退休社區
被選為休斯頓最好的前三大輔助生活(assisted liv-
ing)社區之一。ThreeBest Rated機構使用50項檢
查，評選一個公司或企業的聲譽、評論、歷史、
投訴、評級、滿意度、信任度、成本、卓越性、
聲譽等等，能進入前三名的，都是拔尖的機構。

得知這個好消息，一方面恭喜Treemont退休
社區40年經營有成，受到肯定；也為休斯頓能有
好的退休社區，讓退休人士能更幸福的過生活而
鼓掌。

Treemont退休社區是休斯頓最好的持續關懷
退休社區（Continuing Care Retirement Commu-
nity，CCRC）之一。Treemont提供靈活的選擇，
讓退休人士依自己的狀況選擇最符合需求的，包
括獨立生活的公寓 (independent living apart-
ments)、輔助生活(assisted living)、24小時療養
院(24-hour nursing home)、和康復(rehabilitation)
服務以及短期暫替照顧(respite care)。

我們訪問了Treemont的居民，從他們的角度
來多了解這個退休社區。歸納起來，以下這五點
讓他們覺得住在Treemont很幸福、很滿意。

一、不用為生活操心
有人常常夢想著，自己有一個管家、一個庭

園管理員、和一個私人廚師，Treemont讓這個夢
想成真。在Treemont，你不用再打掃房子、整院
子、和修剪草坪，都由專人負責維護保養，你有
更多空閒時間來做自己喜歡的活動。

Treemont每天還提供三餐，營養美味，不用
煩惱做飯要做什麼，也不需要洗碗。
居民瑪吉表示:“我養了六個孩子，一週七天餐餐
都要負責煮飯，搬到這裡來後，我不用煮，在餐
廳挑選自己想要吃的東西，感覺就像天堂一樣！
”

目前，Treemont也有中國菜色，像是中式青
椒牛排、甜酸肉丸子、蛋捲、炒牛肉雜碎、雞肉
和西蘭花等等，不定期還會推出新菜色。

二、感覺自己是社區的一份子
獨居會讓一個人感到孤獨。根據研究顯示，

離群索居和孤單會與較高的死亡率、較低的身體
健康、和較差的認知表現相掛鉤。年齡大了，社
交生活更顯重要。當你在Treemont的社區裡，周
圍都是各種友好親切的人，居民可以參與多種社
交活動，不僅如此，在社區中隨意進入一個公共
區域，你都可以找人聊天或玩紙牌。

居民雪莉表示:“我在這裡結交一些新朋友，

晚餐後，我們玩以色列麻將(Rummikub)，整晚說
說笑笑，我一直都挺忙的，哈哈。“
除了提高幸福感之外，社交活動還可能降低阿茨
海默症和心臟病的風險等。

三、數不清的活動
Treemont每月都提供一張豐富的活動表，以

保持居民的健康和快樂，例如像是大笑瑜伽、太
極、查經班、唱歌、電影之夜、合唱團、專業藝
人表演、手工藝課、賓果、教育研討會、和許多
其他量身定制的節目。

Treemont還舉辦許多外部活動，包括參加休
斯頓社區小組會議、參與AARP、或美國革命女兒
會之類的義工團體，或是參與一系列的健康博覽
會和政治活動。

每周一次，居民會“在城裡吃午飯”，選擇
不同的餐廳打牙祭，和朋友一起談天說地。
Treemont的強項，還有舉辦各種節日派對，以及
現場音樂表演，讓居民聚集在一起同歡。

四、安全和安心
安全是許多老人家選擇退休社區的主要原因

之一。一個人在家裡，老人家們會覺得萬一跌倒
很容易受傷，也擔心發生醫療緊急情況怎麼辦，
還有害怕小偷來盜竊，這些安全問題常讓老人家
掛心不己。

Treemont提供了一個安全的環境，居民可以
得到各種幫助，讓他們很放心，譬如說，每日提
供兩次的居民安全檢查，每位居民都有一個緊急

呼叫系統，以防跌倒等發生。Treemont還為突然
需要額外照顧的居民提供家庭健康服務。

Treemont的員工多為長期穩定的在此工作，
並素以關心居民而聞名，居民的滿意度高也和此
有關。

Treemont的老闆Lisa表示:“在很多情況下，
這裡的生活就像有10個額外的子女在身邊一樣，
來關心你的親人”，知道有人隨時可以幫忙，萬
一發生緊急情況也不必擔心，讓居住在Treemont
的人們既放心又安心。

五、可以負擔
Treemont提供優質的照顧，物超所值。它的

月費全包，沒有隱藏的費用。同時，這裡不需要
巨額的“買入(buy in)”費用，這是CCRC的典型
模式。獨立生活公寓的價格為每月1700美元起，
這包括電費、三餐、清潔服務、所有設施的使用
、活動和社交、以及交通安排。
居民喬安說:“我發現住在這裡，比維持我以前的
家還更便宜”，“我以前有一棟townhouse，要
付很多賬單和費用，那時我花的錢比我在這裡還
要多。”

社區的地理位置很好，距離中國城不遠。如
要預約參觀、或有任何問題，請電 Treemont
（713）783-6820。地址: 2501 Westerland Dr (
與Westheimer交叉口), Houston, Texas 77063。
網站: www.Treemont.com。

珍視退休生活珍視退休生活 選擇最適合自己的選擇最適合自己的
為什麼居民在為什麼居民在TreemontTreemont幸福而滿意幸福而滿意

查爾斯佛斯特查爾斯佛斯特（（ Charles Foster )Charles Foster ) 律師談目前的移民問題律師談目前的移民問題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休斯敦移民專家查爾斯佛斯特

(CF) 說，我們目前在邊境危機的解決方案相對簡單。 但
是我們的政治家沒有勇氣讓他們成功。

去年4月特朗普政府宣布對非法移民採取“零容忍”
政策時，查爾斯佛斯特預測會出現混亂局面。 作為前總統
喬治 布什（George W. Bush）和前總統奧巴馬（Barack
Obama）以及美國移民改革主席的移民顧問，這位 McAl-
len本地人和總部位於休斯頓的律師 查爾斯佛斯特, 幾十年
來一直試圖指導美國製定全面的移民計劃。 但他發現，在
做出艱難的決定時, 特朗普政府缺乏政治意願。 隨著家庭
分離危機繼續拖延，佛斯特對如何向前推進提出了一些建
議 。

問：當特朗普政府實施“零容忍”時，您是否預料到
會展開什麼？

查爾斯佛斯特：是的。 它非常清楚，效果明顯。 驅
逐出境程序是一項民事訴訟程序，導致從該國驅逐出境。
但當塞申斯說“零容忍”和“我們會起訴你”時，這改變
了事情。 政府不能將兒童關押在聯邦犯罪機構中。 因此
，政府不可避免地要將父母與子女分開。 此外，特朗普政
府表示，他們希望將家庭分開作為威懾力量。

問：你和德克薩斯州的政治家交談, 他們閉門怎麼說
？ CF：我們的政治領導失去了行動。由於害怕在初選中
進行報復，我們當選的大多數國會議員，特別是在共和黨
方面，只是把頭埋在沙子裡。他們說出來，“好吧，我們
必須首先確保邊界安全”，這是一個難以捉摸的目標。今
天的邊界比四十年來更安全。現在總統感到不安，因為過
境的被拘留外國人每年大約有30萬到40萬。當克林頓當
總統時，你知道相應的數字嗎？在它的高度，每年160萬
。最近的數字極具誤導性，因為其中許多人是在入境口岸
的難民，而不是非法移民。這是我們歷史上最嚴重的過境
危機。最終，我們的參議員未能支持全面的移民改革。
John Cornyn原則上支持。 特德克魯茲最近出台了一項名
為“保護孩子和父母法”的立法，以應對邊境危機，但他
未能支持全面的移民改革。

問：政治家們想做什麼？CF：人們每天都告訴我，
“這是最困難，最複雜的問題。”這完全是假的。 怎麼做

很容易。 困難的部分是政治。 由於像Sessions這樣的人領
導的限制主義者，你永遠無法超越一壘。 他們不是反非法
移民，他們反對所有移民。

問：在德克薩斯州，當你與非政治家交談時，有多少
百分比同意你的看法？

CF：超過百分之七十的美國人支持一些獲得公民身份
的途徑。

問：所以，政治家們同意你的意見，然後說，“但我
不能說什麼。

CF：是的，基本上; 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會同意我的觀
點，但他們沒有政治意願。

問：那麼你會建議什麼作為解決方案？
CF：鑑於我們在拘留人員方面花費了大量資金，我會

說，“我們將收養危地馬拉，薩爾瓦多和洪都拉斯 - 現在
負責大多數庇護申請的三個國家難民 - 並幫助這些國家的
執法部門降低犯罪率並促進經濟發展，在這三個領域創造
更多就業機會。“在邊境的這一邊，我將招募大量的法官
和審判律師。 我們聘請年輕的律師並培訓他們不僅代表政
府的利益，而且代表尋求庇護者的利益。 庇護申請人沒有
知識，複雜程度，時間，獲得有關其國家情況的報告，或
獲得支持其案件的第三方宣誓書的能力。 他們無法做到這
一點。

問：由於積壓的庇護案件，你會招聘律師和法官嗎？
CF：積壓是以年為單位來衡量的。 特德克魯茲提議

在十四天內確定庇護申請，但他也承認，為了這樣做，你
需要大大增加司法部移民法官和審判律師的人數。

奧巴馬做了什麼，我不喜歡它，是將所有這些無人陪
伴的未成年人從中美洲的要求推到了線上，所以他們可以
迅速否認他們，向他們的國家發出負面信息。

我會培訓移民法官和審判律師，這樣他們才是真正的
事實發現者，而不是試圖了解他們有多快驅逐人民的政府
人員。

問：你能看看未來幾個月會有什麼結果嗎？
CF：媒體的注意力將會消失，仍然會有家人和孩子一

起來，但這些數字將不再是一個政治問題。 你不會聽到共
和黨的一位德克薩斯州議員在這個問題上發表意見。

2018中國·紹興“名士之鄉”人才峰會召集
（本報訊）紹興是現代開放之城

， 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紹興依靠
1000多家民營企業與 300多所高校院
所的產學研合作，依靠市場機制的先
發優勢，形成了紡織化纖、機械電子
、節能環保、醫藥化工、食品飲料等
傳統優勢產業。近年來，紹興更是依
靠國內外高端人才智力，大力培育高
端裝備、現代醫藥、電子信息、新材
料等新興產業。全市擁有上市企業73
家，規上企業4000多家，2017年，實
現生產總值 5108 億元，人均 GDP 超
過 1.5 萬美元，位居中國長三角城市
前列。

參會時間 ：10月下旬
受邀對象 ：符合紹興產業需求

的 海外高層次創業團隊代表 / 創新人
才 ，掌握的核心技術 擁有自主知識
產權或發明專利 ，處於國際國內領先
水平， 技術成熟並已進入開發階段，
具備產業化生產條件 ，項目成長潛力
較大，符合紹興產業發展要求，目標
產品市場前景較好；

報名方式 ：將填寫好的附件 報
名表 發送至tinogroup@163.com 。
紹興概況

紹興是中國東部沿海城市，位於
浙江北部、長三角南部，西接杭州，

東臨寧波，面積8279平方公里，常住
人口 490 多萬，下轄越城區（高新區
、袍江開發區）、柯橋區、上虞區、
諸暨市、嵊州市、新昌縣和濱海新城
。紹興是歷史文化之邦，作為首批中
國歷史文化名城，是一座“沒有圍牆
的博物館”， 擁有 3600 多處文化古
蹟，200多項非物質文化遺產，300多
條河流，1 萬多座石橋散落其間，還
是中國黃酒的原產保護地。哺育了周
恩來等一大批傑出人物，走出了蔡元
培等4位北大校長，湧現了竺可楨等
73位中國兩院院士。 “鑑湖越台名士
鄉”，正是紹興人傑地靈、英才輩出

的歷史寫照。紹興是現代開放之城，
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紹興依靠1000
多家民營企業與 300 多所高校院所的
產學研合作，依靠市場機制的先發優
勢，形成了紡織化纖、機械電子、節
能環保、醫藥化工、食品飲料等傳統
優勢產業。近年來，紹興更是依靠國
內外高端人才智力，大力培育高端裝
備、現代醫藥、電子信息、新材料等
新興產業。全市擁有上市企業73家，
規上企業4000多家，2017年，實現生
產總值5108億元，人均GDP超過1.5
萬美元，位居中國長三角城市前列。

紹興是交通便捷之地，紹興距杭

州蕭山國際機場僅30公里，嘉紹大橋
的通車，讓紹興到上海只需1個半小
時，杭甬高鐵的開通，讓紹興5小時
就可到達北京。目前連接杭州的地鐵
已開工建設，建成後將真正實現杭紹
一體化、同城化。紹興是生態宜居之
所，山水秀麗，名勝眾多，人均公共
綠地9平方米，城鄉居民飲用水水質
達到歐盟標準，群眾安全感滿意度居
全省第2位，榮膺聯合國人居獎、全
國文明城市稱號，是中國最具幸福感
的城市之一。

圖為佛斯特律師攝於美南新聞圖為佛斯特律師攝於美南新聞。（。（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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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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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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光親善大使星光親善大使、、休士頓兒童合唱團休士頓兒童合唱團
聯合在蓋文斯頓歌劇院精彩演出聯合在蓋文斯頓歌劇院精彩演出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休士頓兒童合唱團休士頓兒童合唱團董事董事 林富桂律師夫婦林富桂律師夫婦
、、星光教育基金會林文寶董事長星光教育基金會林文寶董事長、、張廖莉張廖莉

娜等娜等親臨現場觀賞學生們精彩演出親臨現場觀賞學生們精彩演出

休士頓兒童合唱團休士頓兒童合唱團、、來自台灣來自台灣1818位學生組成的位學生組成的
暑期合唱團暑期合唱團，，經由經由55天集訓後就能夠與天集訓後就能夠與休士頓休士頓
和蓋文斯頓和蓋文斯頓兒童合唱團兒童合唱團一口氣沒有停頓唱一口氣沒有停頓唱4040首首

名曲名曲

7777位學生在台上演出歡唱一個小時的合唱配合位學生在台上演出歡唱一個小時的合唱配合
獨唱獨唱，，Stephen RoddyStephen Roddy團長在台下全程為團員團長在台下全程為團員
們伴奏們伴奏，，領著大家完成這場領著大家完成這場4040首歌曲演唱會首歌曲演唱會

今年是星光教育基金會親善大使交流團第一次今年是星光教育基金會親善大使交流團第一次
和休士頓兒童合唱團聯合演出和休士頓兒童合唱團聯合演出，，這次合作機會這次合作機會

正式開始雙方未來繼續交流正式開始雙方未來繼續交流

白文翠等輔導員與在蓋文斯頓白文翠等輔導員與在蓋文斯頓（（Galveston)Galveston)歌歌
劇院劇院The GrandThe Grand 18941894 Opera HouseOpera House 兒童合唱兒童合唱

團團即興演出即興演出

星光親善大使星光親善大使來自台灣的來自台灣的1818位學生位學生77月月2929
日日在蓋文斯頓歌劇院以華語演唱花木蘭主題在蓋文斯頓歌劇院以華語演唱花木蘭主題

曲獲得全場熱烈掌聲曲獲得全場熱烈掌聲

星光親善大使星光親善大使台灣的台灣的1818位學生唱作俱佳位學生唱作俱佳演演
唱花木蘭主題曲唱花木蘭主題曲、、這場音樂饗宴充滿天真活這場音樂饗宴充滿天真活
潑氣氛潑氣氛，，令中外人士耳目一新的演唱會令中外人士耳目一新的演唱會，，掌掌

聲不斷聲不斷，，廣受好評廣受好評。。

休士頓兒童合唱團團員休士頓兒童合唱團團員3232位和蓋文斯頓位和蓋文斯頓2323位及來自台灣的位及來自台灣的1818位學生組成的暑期合唱團以一首位學生組成的暑期合唱團以一首It's a Small,It's a Small,
Small WorldSmall World大合唱畫上完美句點大合唱畫上完美句點

休士頓兒童合唱團休士頓兒童合唱團Stephen RoddyStephen Roddy團長會後與台團長會後與台
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夫婦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夫婦、、教育組周慧宜組長教育組周慧宜組長、、
兒童合唱團董事林富桂律師兒童合唱團董事林富桂律師、、星光教育基金會林星光教育基金會林

文寶董事長等賓客合影文寶董事長等賓客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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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僑社活動快報周末僑社活動快報
免免費費““海外華人華僑常遇到的中國法律問題海外華人華僑常遇到的中國法律問題＂＂講座講座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

此講座由此講座由 「「德州安徽同鄉會德州安徽同鄉會 」」 和和 「「中國人活動中心中國人活動中心-- 華助中心華助中心
」」 共同舉辦共同舉辦。。

此講座由此講座由 「「德州安徽同鄉會德州安徽同鄉會 」」 和和 「「中國人活動中心中國人活動中心--
華助中心華助中心」」 共同舉辦共同舉辦。。

主講人是中國資深律師主講人是中國資深律師、、著名律師張教平教授著名律師張教平教授。。

光鹽社健康講光鹽社健康講座座「「甲狀腺疾患甲狀腺疾患」」

主講人栗懷廣醫師主講人栗懷廣醫師（（ 左左 ）。）。

栗懷廣醫師栗懷廣醫師（（ 右右 ）） 介紹甲狀腺亢進症狀介紹甲狀腺亢進症狀。。 栗懷廣醫師栗懷廣醫師（（ 右右 ）） 介紹甲狀腺亢進症狀介紹甲狀腺亢進症狀。。 圖為出席講座的觀眾出奇踴躍圖為出席講座的觀眾出奇踴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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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88美南人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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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星期日 2018年8月05日 Sunday, August 05, 2018

中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
王毅, 七月三十日在北京與
英國外交大臣亨特, 主持第

九次中英戰略對話，就推進中英關係“黃金時代”, 達成重要共識，
有效落實兩國領導人年初會面時的共識。在英國正面臨“脫歐”談
判關鍵時刻、中美貿易戰烽煙四起之際，透過戰略對話，加深兩國
友誼，深化各領域交流合作，推動中英關係“黃金時代”持續發展
，對共同應對各種挑戰，維護多邊主義和國際秩序，對於兩國均具
有特殊的意義。

在此次中英戰略對話達成多項務實成果，進一步夯實了雙方合
作的基礎。當中的“以‘一帶一路’為抓手，推動雙方務實合作提
質增速”，成為多項共識中的亮點。中方表明“期待英方以更富雄
心的姿態, 參與'一帶一路'合作，開展三方合作先行先試，爭取更多
早期收穫。”更明確提出, 歡迎英國領導人出席明年在華舉辦的第二
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歡迎英方擔任首屆中國國際進
口博覽會主賓國之一。進一步表明了中方對展開深入合作交流的誠
意與積極的態度，亦是中方以實際行動, 踐行“一帶一路”合作的開
放包容性。

在推動務實合作提質增速方面，除了積極對接各自發展戰略，
擴大貿易和相互投資規模外，雙方敲定多個具體推進落實合作領域
，重點推進核電、金融、創新等領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綠色能
源、數字經濟等新產業、新業態合作。

雙方同意進一步對接發展戰略，挖掘金融、法律、創新及三方
合作等領域合作潛力，探討商簽“一帶一路”合作文件和第三方市
場合作文件。歡迎英國企業發揮在金融、法律服務等方面優勢，積
極參與“一帶一路”的具體項目合作，為深化雙方“一帶一路”的
合作, 指明了方向。

英國是中國“一帶一路”合作的“天然夥伴”。在參與合作方

面, 創下多個第一的紀錄：是第一個申請加
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是第一個簽署
《“一帶一路”融資指導原則》、是第一個
向亞投行特別基金注資的西方大國。英國已

超過荷蘭成為中國在歐盟內僅次於德國的第二大貿易夥伴；中國是
英國第一大海外生源地。在已有堅實的經貿和人文交流合作基礎，
中英鞏固和提升戰略互信，深化合作，不但有助打造中英關係“黃
金時代”，亦有助雙方應對各種挑戰，為攜手促進亞歐大陸共同繁
榮，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出積極的貢獻。

以上是早天中英對話的中國方面的官方公佈。其實今次中英對
話，尚有兩個內涵，無論是新華社、中通社, 中新社 ，均沒有透露
。在中國方面，中國政府有意趁英國外相今次到訪，可以拉攏莫法
兩國合作，跟中國政府聯合一起，對抗美國的多邊主義，撲熄貿易
火焰。可惜老牌帝國主義的大不列顛英國，無意跟美國正面交鋒，
遂令中國如意算盤落空。

最令中國大陸政府感到意外的是，作為英國新任外相的亨特，
竟然提出要會見中國709被捕維權律師的家人代表王宇、許艷、李
文足和王峭嶺。誏中方感到有些措手不及。因為按照中國政府過去
的一貫作風，會予以拒絕，並告知外國官員，此事乃中國內政，外
人不要指手劃腳、說三道四。
自由亞洲電台為此作出了貼身報導：

英國新任外交大臣亨特週一（7月30日）在北京會見了709被捕
維權律師的家屬。家屬對英國政府的關注表示感謝，但不願透露會
面的詳情。

是次會面乃在周一下午在北京英國大使館進行。 709律師王全
璋的妻子李文足週二透過自由亞洲電台，發表簡短聲明。

李文足：“我見到了英國新任外交部長（外交大臣），詳細介
紹了王全璋被失踪3年的情況和最新的情況。部長對我們的遭遇，
表示了真切的關注。我們也向英國政府表達了我們的感謝，感謝他
們對709案件以及中國人權狀況的關注。”

律師李和平的妻子王峭嶺表示，709家屬與亨特談了不到一個小
時。她拒絕透露會面詳情。

王峭嶺：“我先生是709的當事人，他被關押受酷刑，與外界
隔絕22個月被釋放出來的。我以前是家庭婦女，709案子發生後，
我才開始了解關注到，在709過程當中，我們的合法權益被嚴重侵
犯。國際上的關注，西方民主法治國家以及國際媒體，你們對案子
的持續的高度關注，形成了良性力量。”

記者：“英國外交部長（外交大臣）在會面當中有沒有作出什
麼承諾？”

王峭嶺：“是這樣。我覺得這個問題就不方便多說。”
週一列席會面的還有另一709律師王宇，以及被拘留律師余文

生的妻子許艷。
亨特同日與中共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共同主持中英戰略對

話。亨特事後表示，兩人有談到中國人權問題。
3年前的709大抓捕備受國際社會關注。德國總理默克爾今年5

月訪問北京期間，也會見了李文足和許艷等律師家屬。當時李文足
曾致函默克爾，請默克爾敦促中國官方，確認丈夫是否仍然活著。

台灣聲援中國人權律師網絡副召集人王龍寬對這次會面起到的
作用，表示審慎樂觀。

王龍寬：“如果當北京政府了解到，其實有其它外國政府在關
注他們的時候，他們自然不能太為所欲為。從我們外界角度來看，
很難知道到底他們在會見後，檯面下，實際上的作為是什麼，但如
果從劉霞能平安從北京出來，到德國去（來看），我想多少還是會
有實際幫助吧。我們會特別擔心，為什麼一直都看不到王全璋律師
，到底是不是狀況真的太糟了？”

王全璋妻子李文足曾表示，被釋放的多位709律師身體都明顯
變差，擔心丈夫也不能倖免。台灣律師王龍寬說，當地的聲援709
的團體也十分關注，王全璋到底有沒有受到不人道對待。 #

今次中方這樣做，這反而令到外媒有著迷惘。不過只要稍加思
考，大家應當明白： 7 月中德國總理拯救已故中國洛貝爾得主劉波
妻子劉霞落腳柏林，有此前例在先，此刻正是中國寃案3 週年時刻
，中國政府審時度勢，中美貿易戰正如火如荼，今次輞開一面，略
為緩和一下氣氛，也算是開明之舉矣！

聽天文學家介紹：每 年七月，是全世界
天文迷最期待的季節，因為很多時候，
大家都可以看到不同的天文奇觀。今年
2018 年更大放光芒，舉世民眾可以在地
球上不同地方，看到特別的血月奇景，
和本世紀以來最長的月食天文奇觀。這
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在7/27（週五）晚
間一直到7/28（週六）早晨顯現，月食
過程預計長達三個小時55分鐘，而最經
典的月全食，更有一個小時43分鐘之多
。

此次月食過程，在世界協調時間
（UTC）7:30 p.m. ,到 9:13 出現。而月
全食則出現在 8:22 pm，生活在東半球
的亞洲國家和非洲，可以躬逢其會，親
眼目睹這個世紀的獨特的天文景象，而
居住在美國的天文迷，尤其是在德州休

士頓的我輩，則只能透過電視轉
播，來參與這一刻盛會了。因為
休士頓是屬於國際時間的UTC-5
範圍之內。當天往前推至五個小
時，在我們當地時間下午 2:30 p.
m.，便可以開始看到血月，至於
月全蝕，則會在下午 3:22 p.m. 出
現。

本來欣賞月亮的最佳時刻，是
在晚上萬裡澄清、月白天黑之際

，今次既然天公不大眷顧我們德州居民
，我們也不必太過失落，正如宋朝大文
學家蘇東坡所說一樣： 「人有悲歡離合
、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我們
可以運用自己的智謀，借助新的科技，
來觀賞創世紀的天文現象，這比較起千
百年前的蘇學士、李杜、白居易等一批
大詩家，我等喜愛天文現象的民眾，已
是勝過我們的前賢了，因為他們沒有我
們的眼福，可以看到二十世紀今次的血
月跟月全蝕呀！

為了不要錯過這百年難得一見最長
時段的月食奇觀，我們港澳之友一行十
多人，攜帶衛星導航系統寶盒，驅車去
到離開休斯頓市卅餘公里外的明湖小鎮
，（Clear Lake ), 租下當地湖邊的假日
酒店（Holiday Inn) 的一間大堂，在天

文台指定的時刻，開啟巨型電視機及衛
星追蹤儀器，分別收看香港無線電視台
及中國中央電視台的同步轉播，晚間天
文景像。

今次雖然只能透過電視轉播，來參
與這一刻天文欣賞盛會，但是我們這一
班 「老頑童」（參與的每一位會員，都
是年過半百，登陸之仕，其中三兩位更
是坐七晉八的長者哩），對天文地理現
象，全是興緻勃勃、座中有位袁先生，
原來乃是香港人氏，上世紀七十年代移
民來美，在美國 NASA( 太空中心）任
職 45 年，對太空天文現象，深有研究
，因此我們特意敦請他於當日為我們講
解今次天文現象。

他循序漸進地向我們指出：地球 乃
依著繞著太陽運轉，月亮也照著自己的
軌道繞著地球轉，月亮本體是不會發光
的，平時我們看的月光，是月亮折射太
陽光所致。而 「月全食」，就是一個概
率結果，剛好在農曆十五滿月時，當太
陽、地球和月亮連成一直線時，月亮完
全被地球擋住，所接收到的太陽光，完
全被地球擋住而形成。但不是每一次的
滿月都會出現月全食，要在天時地利人
和下，一年最少會發生兩次。

「血月」顧名思義，就是整個月亮
透出像血一般的紅光。平時地球大氣層
，就會吸收太陽光線，其中藍、紫、黃
、綠光線會被吸收，而波長最長的紅光
，則會被反射到月亮上，但平常月亮所

接受的太陽光波更強，因此人類肉眼看
到的月亮，總是黃色的。而 「血月」的
情況發生，是在月全食發生前後，月亮
進入地球的陰影區，失去了來自太陽的
光線，轉而被地球大氣層所折射的紅光
影響，因此月亮就顯現出奇特的紅光。

今次火星衝月，休市民眾也感興奮
，廿八日晚出現的“火星大衝”天文奇
觀，引發市內天文愛好者的觀測熱潮，
我們從酒店望出去明湖湖邊，有幾十位
天文愛好者攜帶了十數台天文望遠鏡到
來觀測天空。當然也有不少家長趁暑假
帶著小孩前來，通過天文望遠鏡觀測
“火星大衝”，仰望星空，學習天文知
識。

當晚八時起，陸續迎來四面八方的
天文愛好者。偌大廣場上，百餘人爭睹
“火星大衝”與本世紀迄今最長月全蝕
這兩大天文奇觀。儘管天公“不太造美
”，透過厚厚的雲層，原本明亮耀眼的
“紅星”彷彿遮蓋了一層面紗，火星的
迷人“細節”呈現眼前。

火星表面的白色冰冠、深色峽谷等
在望遠鏡前“逐一露面”，十分震撼。

一群天文愛好者支起望遠鏡，架起
相機，捕捉十五年來觀測火星的最佳時
機。

據電視廣播員報道，全球在這一刻
，很多地方都可以見到月全蝕，從南非
好望角到中東，以及從俄羅斯克里姆林
宮到澳大利亞悉尼港，數以千計的民眾

仰頭凝神注視星空及月亮，而夜空的主
角月亮則進入地球陰影區，一路轉暗，
再呈現亮橘色、棕色和深紅色。據俄新
社報道，俄羅斯全境可觀測到進入廿一
世紀以來持續時間最長的月全蝕，有一
小時四十三分鐘月球將完全處於地球的
陰影中。真羨慕俄羅斯子民有這樣幸福
的一刻！

廿八日晚上，火星行至近十五年來
距地球最近的位置上演“大衝”。夜幕
中，高懸的閃閃紅星與一輪“超長”紅
月相依相伴，一次時長達一小時四十四
分鐘的“火星大衝”與“月全蝕”這兩
大天文奇觀在全球各地區上演，也是本
世紀以來歷時最長的月全蝕，一直持續
到當天凌晨五時十四分許，吸引了全球
各地民眾爭睹奇觀，深怕錯過此生難再
次一窺的此種天文奇景。

我們一邊看天上景象，一邊追憶起
我們來自故土的香港及澳門來，一時之
間，大家似乎興起唐朝李太白那兩句千
古絕唱的 「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
的感覺來。澳門友想到澳門著名的松山
山丘、海角遊魂、西灣堤畔欣賞月色的
美態。香港客則思念香港太平山頂、獅
子山下、杏花村岸遙看明月的皓潔。談
著講著，不知誰人突然叫起， 「大家趕
快訂機票，趁八月回去渡中秋吧！因為
「月是故鄉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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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藝術家英國藝術家Lucy SparrowLucy Sparrow在美國洛杉磯創作了壹個完全由毛氈制在美國洛杉磯創作了壹個完全由毛氈制
作而成的假便利店作而成的假便利店，，從披薩從披薩、、糖果糖果、、冰鎮飲料到書籍無所不有冰鎮飲料到書籍無所不有，，甚至還甚至還
有壹個自動取款機有壹個自動取款機，，共約共約90009000件物品件物品。。圖為圖為LucyLucy整理整理““番茄醬番茄醬”。”。

國產馬鈴薯品種刷新高產世界紀錄
綜合報導 今年7月份，山東省平度市，在中

國種子協會專家組的見證測產下，國產馬鈴薯品種

“希森6號”以單季畝產9.58噸的成績，刷新了馬

鈴薯高產的世界紀錄。在國家馬鈴薯工程技術研究

中心支持下，希森馬鈴薯產業集團已經培育出18

個優質高產的馬鈴薯新品種（系），包括鮮食，薯

條、薯片、澱粉及全粉加工，富含花青素和多酚的

彩色馬鈴薯等各種用途的馬鈴薯品種。

3年前，國家開始實施馬鈴薯主糧化戰略，

“第四大主糧馬鈴薯”成為新提法。我國馬鈴薯種

植面積和總產量均居世界第壹，其耐旱耐貧瘠，適

應種植範圍廣，畝產增產空間大，水肥利用效率遠

高於其他糧食作物。馬鈴薯主糧化，就是把馬鈴薯

加工成符合中國人飲食習慣的像饅頭、面條、米飯

壹樣的主食。從2015年開始，中央財政每年安排1

億元支持馬鈴薯主食開發，引導和扶持了壹批馬鈴

薯主食加工重點企業。

“以前我們總開玩笑說‘別拿土豆不當幹

糧’。馬鈴薯主糧化對確保國家糧食安全是錦

上添花，讓老百姓吃得更營養健康。”國家馬

鈴薯工程技術研究中心負責人李延明介紹，

“希森6號”是希森馬鈴薯產業集團聯合該中心

歷經11年雜交選育出的馬鈴薯新品種。“希森6

號”可以出全粉、做薯條，改變了高端馬鈴薯完

全依賴進口的局面。

不過，從全國來看，馬鈴薯良種在很多地區依

然是“稀缺品”。湖北省雲夢縣大余馬鈴薯專業合

作社理事長余金海就經常為購買馬鈴薯種子發愁。

“我們合作社這兩年種了3000畝土豆，平均畝

產約7000斤；土豆賣得也好，畝均純收入超過1萬

元。”余金海說，這幾年合作社帶動周邊農戶共種

植馬鈴薯1.5萬畝，小土豆成了村民增收致富的

“金疙瘩”。可該合作社的種薯卻是從3500公裏外

的內蒙古運來的，每斤成本增加了 0.2 元至 0.3

元。“我們希望能在更近的地方獲得良種。”

余金海說。

推進馬鈴薯主糧化開發，必須要過良種關，推

廣脫毒種薯與加工專用品種。希森馬鈴薯產業集團

董事長梁希森表示，種薯問題不僅關系到新品種推

廣，還關系到病蟲害防治以及提高產量問題。很多

農民所用的種薯有相當壹部分並非脫毒種薯，是造

成壹些地方馬鈴薯單產較低的重要原因。馬鈴薯主

糧化首先要在良種選育上取得新突破，培育出更多

高單產、高澱粉含量、抗逆性強、營養成分豐富的

加工型馬鈴薯新品種。

“我國馬鈴薯種植面積為8000余萬畝，位列全

球第壹；但單產水平在全世界僅排名第93位，人

均食用馬鈴薯數量只有西方國家的五分之壹。主要

原因是種子落後、品質不高。”梁希森說，馬鈴薯

育種門檻高、投入大、周期長、見效慢，需要加大

育種創新支持力度，尤其加大適宜主食加工的馬鈴

薯新品種選育和推廣。

農業農村部《關於推進馬鈴薯產業開發的

指導意見》提出，到 2020 年，馬鈴薯種植面積

擴大到1億畝以上，適宜主食加工的品種種植

比例達到 30%，主食消費占馬鈴薯總消費量的

30%。

“對於馬鈴薯主糧化，我們依然存在認識誤

區，以為在小麥粉裏摻入土豆全粉越多越好，其

實這樣做成本過高、工藝復雜，並不利於土豆全

粉推廣。”梁希森說，建議有關部門調整標準，

適當降低土豆全粉的添加比例。這樣做既可以降

低企業加工成本，也可以讓馬鈴薯主食產品更易

於為消費者接受。

“近年來，我們對馬鈴薯主糧化的科技投入每

年都在增加，但要讓馬鈴薯成為主食，還需國家層

面加大對生產企業的補貼和扶持力度，通過政策引

導穩定馬鈴薯市場價格。”李延明說。

貿易戰或再升級，中國經濟還好嗎？

美國總統特朗普要求貿易代表辦公

室考慮對華 2000億美元輸美商品加征

25%關稅，高於此前宣稱的10%。

為何要提高到25%？
從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發表的聲

明來看，之所以擬將 10%關稅提高到

25%，是因為中國不僅沒有按照美國的

要求改變相關做法，反而對美此前對華

340億美元輸美商品加征關稅措施實施

對等反制。

分析人士認為，美國此舉背後的邏

輯在於自身的訴求得不到滿足，於是試

圖用強硬的手段施壓中國，迫使中國妥

協。特朗普此前還聲稱，他已經準備好

對中國出口到美國的5000億美元商品加

征關稅。

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余永定表示，

特朗普的談判策略是所謂的“瘋人戰

略”，極限恫嚇，先是漫天要價，然後

利用對手的心理弱點給予壹點讓步，以

實現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結果。

美國媒體也分析說，特朗普此舉的

目的在於迫使中國回到談判桌前，與美

國締結新貿易協議。

但這種策略對中國不適用。中國商

務部新聞發言人發表談話稱，美方“對

中方玩弄軟硬兼施的兩手策略，這種做

法對中方不會有任何作用”。他表示，

對於美方升級貿易戰的威脅，中方已

經做好充分準備，將不得不作出反

制，以捍衛國家尊嚴和人民利益，捍

衛自由貿易和多邊體制，捍衛世界各國

共同利益。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日前亦

強調，對話必須建立在相互尊重和平

等的基礎上，建立在規則之上，建立

在信用之上，單方面威脅和施壓只會

適得其反。

加25%關稅，虛張聲勢還是動真格？
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

研究員倪月菊接受中新社國是直通車采

訪時稱，在美國2000億美元加征關稅產

品清單中，相當壹部分是供美國企業使

用的中間產品和資本品，以及與民眾生

活息息相關的日用消費品等。

根據清單，在將被加征關稅的2000

億美元輸美商品中，手機445億美元，

服裝272億美元，鞋類142億美元，兒童

玩具122億美元。

倪月菊說，對這部分商品加征關稅

將不可避免導致美國企業利潤和競爭力

下降，民眾生活成本上升。“加征25%

關稅對美國自身沖擊相當大，因此這壹

措施真正實施可能性不大。”

中國外貿將壓力山大？
即使25%關稅當真實施，對中國外

貿的影響也可控。

據中國官方數據，2017年中美進出

口總額約5837億美元，其中中國對美出

口額近4300億美元。美方統計結果稍高

壹些，進出口總額6359.7億美元，美國

自中國進口額5000多億美元。 以此計

算，2000億美元約占中國對美出口額的

38%-46%。

“加征25%關稅後，壹些可替代性

強的中國商品將不得不退出美國市場，

但還有壹部分不完全依賴價格優勢的中

高端產品仍然能夠進入”，中國商務部

研究院國際市場研究所副所長白明稱，

在此情況下，這部分出口額並不會徹底

“歸零”。

中國貿促會研究院國際貿易研究部

主任趙萍也表示，中國外貿抗壓能力正

在增強。當前世界經濟盡管存在諸多不

確定性，但總體上依然處於復蘇軌道；

新興經濟體需求亦越發旺盛，這均有利

於中國外貿實現市場多元化。

趙萍稱，從中國與主要貿易夥伴

的出口結構來看，高附加值商品出口

增長相當快，占比也在不斷提高，有

望彌補對美出口損失。在此情況下，

中國外貿“不會因為對美出口受損而

大幅度下降”，未來平穩增長仍然可

期。

中國經濟能否穩得住？
貿易摩擦升級對中國宏觀經濟整體

的沖擊也仍然可控。

壹方面，眼下中國經濟總體依然平

穩。截至2018年二季度，中國GDP同比

增速已連續12個季度保持在6.7%-6.9%

區間。 國內市場廣闊、產業鏈和工業體

系完整、城鎮化進程加速、新經濟持續

發展等優勢，為中國抵禦外部風險，消

化貿易摩擦可能帶來的沖擊提供了有利

條件。

另壹方面，對貿易摩擦升級可能對

就業、外貿乃至整個宏觀經濟造成的沖

擊，決策層已有充分準備。

7月31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

議明確提出，下半年要保持經濟平穩健

康發展，“做好穩就業、穩金融、穩外

貿、穩外資、穩投資、穩預期工作”。

在白明看來，這表明高層“在防範、

化解外部風險上已經備好了壹套‘組合

拳’”。而且，經過國際金融危機等壹

系列重大事件考驗，中國已有豐富經驗

和能力應對外部環境變化帶來的挑戰。

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

副研究員蘇慶義稱，國內外有不少基於

經濟學層面的模擬分析。“總結起來看，

只要中美將貿易戰局限在加征關稅的範

疇，即便雙方對彼此所有進口產品加征

關稅，對貿易和GDP的影響也有限。

中國官方亦底氣十足。商務部新

聞發言人稱，中方壹貫認為，壞事可

以變成好事，挑戰可以轉化為機遇，

“我們對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目標

充滿信心。”



BB1010美南電視介紹

美南廣播電視台     看電視聽廣播

美南國際電視STV15.3為方便觀眾收看，
「電視廣播合為一體」

               不需任何付費，
             觀眾可24小時直接收看及收聽該頻道，
             行車間也可方便收聽，輕鬆獲取美南電視節目
             以及各類國際、社區重大資訊。 

 3. 下載Apps收看：
         可在蘋果商店搜尋  
      「Today America」，
         下載Apps，除了
         可用手機讀報
         更方便，也可以在Apps裡
         收看STV15.3 電視直播。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如需開車時收聽廣播，請鏈接到車載音響設備 (數據線/藍牙設備），效果更佳。

2. Google搜尋：觀眾只要在Google網站搜尋
    「Southern TV- STV15.3 Houston」

         或輸入該平台網址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就可直接連結美南國際電視直播平台。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STV15.3 Houston

1. 掃二維碼(QR code)：
        觀眾只要掃描報上的二維碼，
        就可連結到美南國際電視，
        直接在手機上觀看STV15.3。
 

美南廣播電視台     看電視聽廣播

美南國際電視STV15.3為方便觀眾收看，
「電視廣播合為一體」

               不需任何付費，
             觀眾可24小時直接收看及收聽該頻道，
             行車間也可方便收聽，輕鬆獲取美南電視節目
             以及各類國際、社區重大資訊。 

 3. 下載Apps收看：
         可在蘋果商店搜尋  
      「Today America」，
         下載Apps，除了
         可用手機讀報
         更方便，也可以在Apps裡
         收看STV15.3 電視直播。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如需開車時收聽廣播，請鏈接到車載音響設備 (數據線/藍牙設備），效果更佳。

2. Google搜尋：觀眾只要在Google網站搜尋
    「Southern TV- STV15.3 Houston」

         或輸入該平台網址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就可直接連結美南國際電視直播平台。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STV15.3 Houston

1. 掃二維碼(QR code)：
        觀眾只要掃描報上的二維碼，
        就可連結到美南國際電視，
        直接在手機上觀看STV15.3。
 

星期日 2018年8月05日 Sunday, August 05, 2018

最新輿情，最熱話題，明辨是非，凝聚共識 

▲ 節目截圖

節目介紹：
《中國輿論場》是CCTV4推出的國內首檔“融媒體”新聞評
論節目。最新輿情，最熱話題，明辨是非，凝聚共識。借助
大數據，每天發布的輿情指數，權威專家客觀點評，引入在
線觀眾席，多屏互動，給你不一樣的新聞體驗。本週《中國
輿論場》 美歐貿易談判始終面臨難啃的“硬骨頭”。

播出時間：
每周日中午12:30首播，重播時間為每周日晚上9:30，
以及周一早晨8:30。

▲ 節目截圖

《中國輿論場》精彩
節目介紹



BB1111體育消息
星期日 2018年8月05日 Sunday, August 05, 2018

美南版5 體 育 新 聞 ■責任編輯：周文超 2018年8月6日（星期一）

理文志在千里 友賽不介意勝負友賽不介意勝負

8強力克奧運銀牌組合陳炳順／吳柳螢晉級；不過來到四
強，鄧俊文／謝影雪卻未能發揮水準，經過兩場激戰

才得以晉身準決賽的“鄧謝配”明顯出現疲態，面對國羽組
合王懿律／黃東萍全場處於下風，最終以6：21、10：21直落
兩局敗陣，收穫一面銅牌。雖然無緣爭金，但兩人已創下參
賽以來的最佳成績，亦是港隊繼去年李晉熙／周凱華後，連續
兩年於世羽賽混雙項目有獎牌落袋。

暴露弱點 亞運前改善
目前世界排名第四的鄧俊文／謝影雪晉級過程絕不輕

鬆，16強對印尼組合激戰近1小時才驚險過關，8強面對馬
來西亞的奧運銀牌拍檔亦苦戰三局。總教練何一鳴坦言兩
場比賽對他們消耗甚大：“亞運前我們的備戰狀態十分不
錯，可以見到各個運動員發揮都很好，伍家朗面對安賽龍
的敗仗差距很小，而鄧俊文／謝影雪一直表現出色，不過
四強前的兩場比賽確實打得很艱苦，消耗很大。”
鄧俊文／謝影雪上年年底曾擊敗今場對手王懿律／黃東

萍，不過今仗卻未能歷史重演，何一鳴表示對手明顯有備而
戰：“他們對鄧俊文／謝影雪的打法明顯研究透徹，令我們未
能發揮水準，對手今場的壓迫力很強，鄧俊文一時間未能適
應，我們會在亞運前針對這個問題作出改善。”

這對首奪世羽賽銅牌的組合將於6日返回香港作亞運前
最後備戰，然後於本月14日出發前往印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於南京進行的

世界羽毛球錦標賽（世羽賽）殺入準決賽的港隊

混雙組合鄧俊文／謝影雪遺憾未能再進一步，以

直落兩局不敵國家隊（國羽）組合王懿律／黃東

萍無緣決賽。由於比賽不設銅牌戰，故港隊奪得

一枚銅牌；不過這面銅牌已足以令“鄧謝配”創

下參加世羽賽以來的最佳戰績，亦是港隊連續兩

年於世羽賽混雙項目摘銅。港隊總教練何一鳴表

示今場敗仗暴露了這對組合的弱點，會於亞運開

幕前作針對性訓練改善問題。

大埔增新兵唐道碧回港加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積極增

兵的和富大埔又有新人加盟，曾効力公民的
唐道碧（見圖右）將成為大埔今季第11名新
兵，這名24歲的中場曾在深水埗青年軍跟隨
過主帥李志堅，剛於美國完成大學課程的唐
道碧對與一眾師兄弟重逢感到興奮，希望盡
快操起狀態為球隊出力。

五中國名帥參評終身教練獎
中國國家體育總局3日在官網對第二屆

國際奧委會（IOC）終身教練獎候選人選進
行了公示。根據公示通知，總局擬推薦劉國
梁、張軍、孫海平、郎平、周繼紅五位教練
為候選人選。國際奧委會去年創立“終身教
練獎”評選，每年評選一次。首屆國際奧委
會終身教練獎獲獎者為美國游泳教練約恩．
厄本切克和日本花樣游泳教練金子正子。

■新華社

亞運男足阿聯酋與國足同組
亞足協日前宣佈，伊拉克U23國家隊退

出雅加達亞運會。因此，亞足協再次對亞運
會男足比賽小組賽分組進行重新抽籤，中國
隊與阿聯酋、東帝汶和敘利亞同在C組。7
月初，亞運男足進行了首次抽籤。但主辦方
將阿聯酋和巴勒斯坦遺漏，經商議後亞足協
決定將阿聯酋、巴勒斯坦經抽籤安排至E組
和A組。然而在伊拉克退出後，經過各方協
商，亞足協最終將阿聯酋調到中國隊所在的
C組。 ■中新網

短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東方龍獅一
口氣先後於3日及4日友賽凱景、理文，並在這
兩場“港超聯”免費熱身賽取得兩連勝。
東方希望藉友賽檢視外援能力以確定是否

“入錯貨”，曾効力西甲艾爾切的中堅荷西安祖
正在試腳，他在兩場熱身賽均司職中堅，表現令
主帥“牛丸”陳婉婷滿意：“他在後場攔截、用
波及配合隊友方面都表現不俗，令隊友踢得舒
服；不過往韓國集訓和友賽後才能看清楚，以免
入錯貨！”

4日東方對理文的友賽，雙方新兵舊將均獲
派上場，結果東方龍獅以4：1獲勝，入球分別
來自李康廉、洛迪古斯、茹子楠及迪高的12
碼。
新外援笠臣與林嘉緯已找到默契，笠臣踢法

能攻擅守，進攻意識強及機動，令東方前場壓
迫、滲透極具效率。林嘉緯已融入球隊。陳婉婷
表示會適度支持香港亞運隊，在放人參加亞運隊
集訓的同時，也在熱身賽時召回林嘉緯、謝朗軒
及姚浩明。

東方藉友賽檢視外援實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理文急不及
待讓新到港外援認識港超足球是什麼回事，4日
在33度酷暑高溫下在屯門區友賽東方龍獅，第
一節憑許嘉樂的入波一度追平，但其後力不從
心，遭東方三破大門以1：4輸波。

賽後，主帥陳曉明表示並不介意勝負，組
建新理文志在千里：“慢慢去建立一支球隊，不
是只為了應付下場對傑志、再下場對某隊。畢竟
球隊正式訓練只有兩星期，某些戰術未能演繹得
好是正常的。”
今場約戰爭標球隊東方，以讓隊中外援了

解爭標球隊的實力及自身與對方的差距。球隊上
周結束首階段昆明的高原集訓，催谷狀態，增加
肺活量；本月中的第二階集訓將到泰國友賽，希

望達到默契、形成戰術隊形。
理文陣中添入新球員，身穿10號球衣的韓

國亞援白智勳，4日友賽表現超班。06年世界盃
決賽周入選韓國國家隊的中場指揮官白智勳，擁
有超過200場韓國頂級聯賽經驗，在中場領軍正
好彌補年輕球員經驗上的不足。
理文將在港超揭幕戰遇上傑志，陳曉明認

為未嘗不是一件好事：“無論對手是強是弱，香
港10支球隊，遲早都會碰頭，我認為分別不
大。好多球隊季初都會到海外踢高水平友誼賽，
我們會好好把握下月中到泰國集訓的機會。”他
又表示，港超目標是頭3仗拿7分：“之後我們
會對元朗及凱景，如果頭3場有7分落袋，對一
支新組建的球隊算是不錯好開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後浪”石宇
奇再以出色表現證明國家羽毛球隊（國羽）男單後
繼有人，繼淘汰大滿貫球手林丹後，這位年僅22歲
的小將4日在南京世界羽毛球錦標賽（世羽賽）再
以2：0輕取諶龍晉身決賽，接連擊敗兩位大師兄的
他將向着職業生涯首個世界冠軍邁進。
繼擊敗林丹後，石宇奇於世羽賽男單四強再次

在前輩面前顯示其首席“接班人”的實力，面對淘
汰“一哥”安賽龍的諶龍，石宇奇首局打得非常進
取以21：11取勝，次局諶龍雖然展開頑強反撲，不

過失誤太多下以17：21再敗一局，世界排名第三的
石宇奇最終以局數2：0勝出躋身決賽，對手將是以
21：6、21：5擊敗馬來西亞球手劉國倫的桃田賢
斗，由於石宇奇及桃田賢斗均是首次殺入世羽賽決
賽，可以肯定的是世界羽壇將會誕生全新的男單世
界冠軍。
女單方面，在陳雨菲以1：2惜敗日本名將山口

茜後，何冰嬌成為國羽的獨苗，結果這位21歲的江
蘇小將以21：13、16：21、13：21不敵西班牙的里
約奧運冠軍馬林，無緣爭冠。

石宇奇輕取諶龍 與桃田爭冠

世羽賽各項決賽
男單 石宇奇（中）VS 桃田賢斗（日）

女單 馬林（西）VS 辛德胡（印度）

男雙 李俊慧/劉雨辰或劉成/張楠（中）VS 嘉村健士/園田啟悟（日）

女雙 福島由紀/廣田彩花（日）VS 松本麻佑/永原和可那（日）

混雙 王懿律/黃東萍（中）VS 鄭思維/黃雅瓊（中）

■■鄧俊文（右）／謝
影雪不敵國家隊組合
摘得銅牌。 新華社

■東方曾効
力葡萄牙球
會 的 笠 臣
（右）侵略
性強。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潘志南 攝

■■白智勳白智勳（（中中））表現搶眼表現搶眼。。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 攝攝

■■石宇奇力挫諶龍晉級決賽石宇奇力挫諶龍晉級決賽。。
新華社新華社

■■伍家朗日前以伍家朗日前以1919：：2121、、
1818：：2121不敵衛冕冠軍安賽不敵衛冕冠軍安賽
龍無緣龍無緣88強強。。 美聯社美聯社

■■王懿律王懿律（（上上））／黃東萍淘／黃東萍淘
汰鄧俊文／謝影雪躋身決汰鄧俊文／謝影雪躋身決
賽賽。。 新華社新華社

鄧俊文
謝影雪 摘

銅
摘
銅

不敵國家隊組合無緣世羽賽決賽

混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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