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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什么可以防辐射OL
女郎

（综合报道）防辐射要补充维生素 A、C，多喝茶

水。每天吃含维生素丰富的新鲜水果至少 1个，

长年坚持会收到明显的美肤效果。

1、补充维生素

防辐射要补充维生素 A、C，多喝茶水。每天吃含

维生素丰富的新鲜水果至少 1个，长年坚持会收

到明显的美肤效果。

2、调理美味生活

酸甜苦辣咸等主要调味品，作为每天的烹饪佐料

不可缺少，它们分别具有使菜肴增加美味，提高

食欲，减少油腻，解毒杀菌，舒筋活血，保护维生

素 C，减少水溶性维生素的损失，维持体内渗透

压和血液酸碱平衡，保持神经和肌肉对外界刺激

的迅速反应能力，以及调节生理和美容健身等不

同功能。

3、肉类

美容每天吃肉类 50克，当然最好是瘦肉;鱼类 50

克(除骨净重);豆腐或豆制品 200克;蛋 1个;牛奶

或奶粉冲剂 1杯。这种以低脂肪的植物蛋白质配

膳非高脂肪的动物蛋白质，或用植物性蛋白质配

膳少量的动物性蛋白质的方法，不仅经济实惠，

而且动物脂肪和胆固醇相对减少，被公认是一种

“健美烹饪模式”。

4、粗粮

保健康每天 4碗杂粮粗饭能壮体养颜美身段。要

克服对精加工主食的嗜好，抵制美味可口零食的

诱惑。

5、注意食油

每天的烹调用油限量为 3小勺，而且最好食用素

油即植物油，这种不饱和脂肪对光洁皮肤、塑造

苗条体形、维护心血管健康大有裨益。

一、黑木耳

黑木耳可以排毒，相信这一点很多人都清

楚，女性朋友们在日常的生活中多食用黑木耳

可以起到祛毒、清肠胃的作用，不过除了这些

功效以外，黑木耳还有一个大家不知道的功

效，那就是防辐射。而黑木耳的这个特性刚好

可以帮助长期在电脑面前办公的女性朋友抵

挡电脑辐射对于皮肤以及身体造成的伤害。

二、辣椒

对于辣椒这种味道辛辣的食物，相信有很

多女性很喜欢。而也有一部分女性因为怕脸上

起痘痘、粉刺或者肠胃不适而不敢吃辣椒，小

编在此建议职场的女性朋友们，在保证吃辣椒

不会对您的面部与肠胃有所影响的前提之下，

大家可以适当的吃些辣椒。吃辣椒的好处还是

很多的，它除了能起到防辐射的作用，保证细

胞的 DNA不被辐射破坏以外，还可以调动身

体的免疫系统，尽可能的保证身体的健康。

三、番茄

番茄是一种很多职场中的女性都比较喜

欢的果蔬之一，大家可能只知道番茄有美白的

作用，其实它还有防辐射的作用。据相关的研

究证明，长期食用番茄的人，所受的辐射是比

较轻的。番茄中含有番茄红素，它可以消灭侵

入人体的自由基，从而可以抵挡紫外线、辐射

等对皮肤造成伤害。

四、黑芝麻

芝麻虽小，功效很大。在中医上，黑芝麻的

作用是很显着，多食用黑芝麻对肾的好处是很

大的。而辐射对人体最大的危害是，它会破坏

人体的免疫系统，而多食用黑芝麻则可以增强

免疫能力，有效的保证 OL们的健康。

五、绿豆

绿豆清热解毒，是一种不可多得的天然解

毒药物，相信很多 OL都很喜爱食用绿豆。据

相关的资料表明，绿豆除了可以帮助女性排除

体内毒素、促进新陈代谢等等，还可以阻挡多

种光线、光波带给人的污染，尤其对于防辐射

有着很大的效果。

侨 乡 广 东
回国定居侨胞增多

上半年广州受理华侨回国定居申请212份
      飞速发展的中国给世界带来了不小的改变，

越来越多有中国情怀的海外侨胞希望回国发展和

养老。

      日前，在广州市政府部门定期发布会上，广

州市侨办副主任莫景洪介绍，今年上半年，广州

受理华侨回国定居申请 212 份，审批出具《回国

定居证》209 件。据统计，从 2013 年 7 月侨办开

始接手审批工作开始，截至今年 6 月，侨务部门

审批出境华侨回国定居的有 1181 件。为了更好

地为侨胞服务，已缩短材料审批时间、简化办理

流程。

      据悉，目前广州市、区两级侨胞部门已经在

全省设立网上办事大厅和官网设置了办事端口，

公布华侨回国定居事项的办事指南、程序。其中，

花都、海珠、番禺等区在区政务中心专门设立了

侨务办事窗口，受理华侨回国定居服务。

      今年下半年，广州将以增城侨梦苑平台为载

体，推动引入一批“高精尖缺”的创新创业人才。

对接增城侨梦苑和三个国家级开发区，做好国

侨办咨询委员会、专业协会和相关高层次人士

广东行；稳步推进广州华侨博物馆筹建工作，

加大华侨史料实物征集力度。同时，全面铺开

“为侨法律服务联络点”挂牌工作，全市 11 个

区建设联络点 100 个左右，基本覆盖广州侨胞

集中的村和社区；进一步减少华侨回国定居审

批材料，简化办事流程，协调市政务办搭建华

侨回国定居审批和高考“三侨生”证明全程网

办系统。

故事

新西兰华侨 20年后返穗成功再落户

      在广州海珠区怡乐路一处宽敞明亮的房子

里，记者见到了年过八旬的陈定宽与黄秀英夫

妇。

      为服侍老母亲尽孝，1995 年，从广州农药厂

退休的陈定宽夫妇飞赴新西兰，这一住便是 20

余年。侨居新西兰期间，夫妇俩的退休金一直委

托同事领取寄汇。2016 年，退休金银行存折被同

事不慎遗失。回国补办存折时，黄秀英才发现，

她与陈定宽的身分证均已过期，陈定宽在广州的

户口也已被注销。

       经咨询，有关部门建议陈定宽夫妇办理华侨

回国定居证，但陈定宽的原户籍已注销，如何

判断落户何处？海珠区侨办的工作人员解释，

“在这个案例中，由于陈定宽出国前在海珠区

已有一处房产，他又通过相关部门开具了产权

证明，于是最终将户籍落在了他房产所在的海

珠区。”当然，这也意味着他们要放弃他们的

国外居留权。

      记者采访时见到，陈定宽夫妇所在社区、街

道的工作人员为两位老人送上了一些生活必需

品。对此，夫妇俩反而有些不好意思：“我们两

公婆每个月有近万元退休金，够用啦！”像陈定

宽夫妇一样，海外华侨在回到广东之后，只要符

合条件，都能够按规定享受退休待遇。（申卉 张

裕 黄叙浩）

△▲

      今年是岭南隶书大家关晓峰诞辰一百周年。

日前，“纪念当代隶书宗师关晓峰诞辰 100 周年

国际书画邀请展”在广州二沙岛广东华侨博物馆

开幕。广东省侨办副主任陈锋、广州市原副市长

陈绮绮、广东省侨联原副主席华清文、广东省书

法家协会原副主席卢有光等出席开幕式。

      本次展览一共展出了 100 余幅书画作品，其

中包括关晓峰的一批代表性遗作，也有海外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华人华侨艺术家和曾受教于关

晓峰的广东书画家创作的精品佳作。此外，《纪

念当代隶书宗师关晓峰诞辰 100 周年国际书画邀

请展作品集》在开幕式上首发。

      关晓峰（1918—2008）是当代岭南书坛和岭

南画派的典型代表人物。他祖籍广东开平，是中

国书法家协会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的广东特邀代

表，曾担任广东省书法家协会顾问、广州市文史

研究馆馆员、广州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等职务。

他七十余年笔耕不辍，书画篆刻皆精。其隶书形

神毕肖胎息于汉、魏、晋摩崖碑刻，自成雄浑俊伟、

苍劲豪迈的风貌，世称“关体”。

       上世纪八十年代伊始，关晓

峰创办粤秀业余文艺学校并任校

长，聘请朱庸斋、李曲斋、莫仲予、

李云、陈金章、黄安仁、何为、

周志毅等岭南诗书画坛名师任

教，培育后学。如今，大批当

年曾受教于关晓峰的学子成长

为多个艺术领域的中坚力量。

关晓峰的书画作品已经被海内

外多家知名博物馆收藏。

       中国侨联副主席王荣宝为展

览题写古篆书法“岭南宗师，艺

海风标”。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

席吴东民为展览作书法题词：

“高风永在，远水长流”。现年 102 岁的广州文

史界尊老梁俨然为展览作序。

      此次来穗参展的华人华侨艺术家分别来自印

度尼西亚、新加坡、美国、加拿大、日本、德国、

意大利、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其中，不乏

曾经师从关晓峰的当今海外书法名家。“关老的

书法早就在我们海外华人书法界同仁的心中，留

下了深刻的影响。”海外华人书法家协会联合主

席、印度尼西亚书法家协会主席阮渊椿率印尼书

法家团队参加活动。“今天在展览现场亲眼目睹

和欣赏关老的书画大作，他的隶书线条雄悍奇迈，

不是一般的情怀、修养的功力的人能够做得到。”

他说。

        据悉，展览由广东省侨办、广东省侨联指导，

广东华侨博物馆、江门市侨联、江门市文联协办，

中国文化艺术研究中心策划并主办，东盟—中国

书画家联合总会、欧洲中国书法家协会、加拿大

书法家协会等 20 多个华人艺术团体作为支持单

位。（龚春辉）

纪念隶书大家关晓峰诞辰百年国际书画展在广州举行

观众用手机记录关晓峰遗作。龚春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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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休士頓報導) 由甄子丹擔任發
起人、出品人、監製兼主演的動作喜劇
電影《大師兄》(BIG BROTHER)日前發
布“衝動”版海報，同時宣布該片將於
8月31日在全北美隆重上映。這次甄子
丹化身 「麻辣教師」 ，要收服一大群問
題學生，不僅經歷重重挑戰，還展示出
“十八般武藝”，電影融合校園、勵志
、動作、喜劇等多種元素，相當有可看
性。

這部由闞家偉執導的動作喜劇，演
出陣容囊括甄子丹、陳喬恩、駱明劼、
喻亢等，甄子丹的《大師兄》，化身麻
辣教師解決黑道滲入校園的問題，期待
能給觀眾帶來更多正能量。

在電影《大師兄》中，他說到：
「知識就是力量，我不是想你們什麼都

會，我想你們有判斷能力。」 甄子丹飾
演數學老師，進入問題學校，用另類的
教學法，征服一票問題學生。

《大師兄》說： 「朋友們，我不想
找麻煩，我是來找我的學生，帶他回家

。」 這位麻辣教師，身手可是俐落不凡
。甄子丹單打獨鬥，要解決黑幫滲入校
園、還有校園霸凌的問題。在記者會上
，甄子丹也提到小時候在美國讀書，霸
凌問題屢見不鮮，相信看了這部電影，
能給觀眾不同的啟發。

主角陳俠動作瀟灑，踢翻左側高高
一摞書本，呼應標語“作業太多，有什
麼用！”“麻辣教師”的形象十足。甄
子丹首次嘗試飾演老師的角色，化身一
位“很能打”的全能教師，重回母校直
接挑戰“最差班級”，使用非常規教學
模式，帶領一群“問題學生”開掛逆襲
。

甄子丹作為三個孩子的父親，他平
時生活中也會直接面臨許多教育問題，
他表示：“當今社會中，孩子們每天都
面臨著很多壓力，像是社會的壓力、父
母的壓力、同學之間的壓力、師生壓力
，甚至是自己給自己的壓力。”

但是，這些壓力正如海報中高高一
摞課本，甄子丹不僅要在戲裡踢翻“問

題學生”身上的“壓力大山”，更希望
在戲外通過電影帶給觀眾一些積極的影
響，他說道：“拍完《追龍》後，我不
想再有那麼沉重、有殺氣的角色，我希
望能夠拍一部正能量校園題材的電影給
觀眾看，給學生、老師、家長和社會多
一些思考和沈淀。”

劇中主角陳俠，是一位初出茅廬的
教師，而他的學生全是品學皆劣的邊緣
青年，陳俠運用非常教學的手法，從家
訪、投其所好、甚至修補各人的家庭關
係，化解每位學生的問題，最終把全班
學生收服!但一切向好之際，陳俠卻遇
到黑道人物鷹哥，為了學生，陳俠將跟
鷹哥展開一場守護學生前途的終極大戰
!

騰訊視頻：《大師兄》定檔預告 甄
子丹當老師終結校園暴力https://v.qq.
com/x/cover/j6jagzn30lfeojs/
a0697er5kad.html

騰訊視頻：《大師兄》口碑特輯 甄
子丹教老外“整治”熊孩子 https://v.

qq.com/x/cover/j6jagzn30lfeojs/
d0750p9w2u3.html

騰 訊 視 頻 ： 《 大 師 兄 》 插 曲
《Tears And Rain》https://v.qq.com/x/
cover/j6jagzn30lfeojs/x0751mc21nu.
html

大師兄》開啟校園大戰 甄子丹變麻
辣教師治熊孩子http://ent.ifeng.com/a/
20180713/43068105_0.shtml

《大師兄》動作特輯出新招 甄子丹
打出魔鬼身材 http://www.1905.com/
news/20180803/1302343.shtml?fr=
homepc_news_kx

購票詳情：http://www.wellgousa.
com/films/big-brother

歡迎民眾到戲院觀看。休斯頓地區
民眾可到AMC Studio 30, 2949 Dun-
vale Rd, Houston, TX 77063。達拉斯
地區民眾可到 Cinemark Legacy,7201
North Central Expressway, Plano, TX
75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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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提高投資回報如何提高投資回報 降低風險降低風險 商業地產投資座談會商業地產投資座談會 教您投資有道教您投資有道
(本報休斯頓報導) 由各種綜合指數來看，休

斯頓的經濟發展速度持續穩定提升，投資房市也
被各方看好，商業地產投資座談會將邀請幾位商
業地產界的千萬級金牌經紀人，向投資人分析休
斯頓最新的商業地產趨勢，解釋如何降低投資風
險，提高投資回報，歡迎有興趣的民眾參加。

所謂的商業地產，是指各種餐飲、娛樂、零
售、服務、休閑等經營的房地產，商業地產是一
個具有投資、地產、與商業三重特性的綜合性行
業，兼有地產、商業、投資三方面的特性。

商業地產的涵蓋範圍非常地廣泛，例如像商
場、倉庫、購物中心、土地、公寓、老年公寓、
旅館、土地開發、便利店、購物中心、商業樓等
等，都能成為商業投資的優質選項。

據專家指出，投資商業地產現在正是大好時
機，美國政府非常歡迎投資人來投資商業地產，
不論任何身份，也不用住在美國，都能在美國投
資商業地產。如果您厭倦了每個月支付高額的房
租，看房東臉色，讓專家來幫您分析，擁有自己
的商業地產其實更省錢。

商業地產投資座談會還有
機會可以讓您一睹私藏投資項
目口袋名單，與投資人一起賞
析。

同時，座談會中還有驚喜
，備有精美好禮等著幸運的投
資人抽中 ，最高獎項是Apple
I-Pad ！

商業地產投資座談會舉辦時間為10月6日下
午2點至4點。講座地點: 國際貿易中心 (11110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名額有限，先報先得。報名專線：中文 : 王
維(713)725-1703，英文 : KIM (832)549-0282。

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昨蒞訪休士頓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昨蒞訪休士頓
各路政治陣營僑胞在旅館四周發聲各路政治陣營僑胞在旅館四周發聲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中華
民國總統蔡英文自上任以來，
第二次過境休士頓，立即在平
靜的僑社激起陣陣漣漪。各路
人馬昨天下午起包圍了蔡總統
下榻的 The Post Oak Hotel , 以
橫幅和標語表達訴求。

來自中國大陸的社團人士
，請一色著紅衣紅帽，手持 「
Only One China 」 「分裂祖
國就是千古罪人 」的橫幅，以
及 「支持中國 和平統一 」，
「兩岸同屬，一個中國 」，
「台＂獨＂死路一條」 的牌子

，在現場高喊口號。抗議蔡英

文借＂過境＂宣揚台獨。而在
旅館正門口，清一色是民進黨
美南黨部的 「綠色 」 隊伍，
他們有的手持綠色台灣旗， 拿
著 「台灣就是台灣 」， 「台
灣中國、一邊一國」， 「台灣
獨立」的橫幅。旅館正門口，
更站滿了來自達拉斯 「達福台
灣同鄉會」 的隊伍，人人手上
拿著台灣地圖的綠旗，十分搶
眼。待蔡總統出現，這些綠營
僑胞更大聲呼喊效忠口號，聲
勢十分盛大。其中一位海外華
人大喊 「蔡省長好！」 蔡英文
居然高興揮手回應。當晚，立

即在微信群中傳遍了。
晚間的僑宴，千人參加。

所有參加僑胞，除媒體外，一
律通過安檢門。僑宴上重要的
美方政界人士全到了，有駐台
AIT 代表，有美國國會議員 Al
Green 等多位，還有中華民國
駐美代表，僑委會吳新興委員
長等人都趕到現場。足見國府
駐外單位為蔡總統的來訪，卯
盡全力，連僑教中心剛到任才
一個月的楊副主任，就忙著加
班，三天沒回家，賣力程度，
可見一斑。

痛者的福音！跌打足療中心免費提供DDS深度按摩新體驗【8月20-22日上午】

（本報訊）由美國肖邦國際藝術中心、美
國休斯頓大學摩爾音樂學院、美國KAWAl鋼
琴公司、美國美南報業傳媒集團聯合舉辦的第
三屆美南肖邦國際鋼琴大賽己圓滿結束了。參
加本次鋼琴大賽的選手不僅是美國當地的選手
，還有來自中國的優秀選手，他們精彩的演奏
，給評委及觀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舉辦本次
大賽的宗旨和意義，為促進中美兩國的音樂文

化交流，增進中美音樂文化的相互了解，為喜
愛鋼琴的中外學子提供了展示自我的國際舞台
，尤其是給中國的琴童，提供了一個了解國際
鋼琴水平的渠道，赴美參加全球總決賽的選手
，以及參加音樂營的琴童和家長都有機會觀摩
國際鋼琴大師講座和演奏，並且能得到美國當
地鋼琴教授的指導。在此祝愿美南肖邦國際鋼
琴比賽越辦越好！成就更多琴童的音樂夢想！

（本報訊）作為按摩愛好者，您
想有辦法深度強力刺激您的阿是穴痛
點嗎？想把您體內的濕氣寒氣排出嗎
？

DDS深度按摩技術是一種全新的
按摩方法，通過生物電與特殊手法把
高鹼性按摩膏快速透入病變組織深層
，清理中和體內的酸性垃圾，代謝成

鹽和水排出體外。
生物電在鹼性離子作用下，激活

細胞，排風排寒排濕，按摩師不用拼
命使力，就能大強度打通人體深度的
經絡。

按摩師在為患者調理時，自己同
時受益，醫患雙贏！綠色、無痛、高
效，患者在享受中得到調理，被譽為

幸福療法，無針點滴！
廣東四大名醫李廣海傳人羅榮華

醫師掌門的休斯頓跌打足療中心，擁
有全美註冊針灸師、德州註冊脊椎醫
師等證書，專精跌打、扭傷、頸椎痛
、肩肘炎、腰腿痛、關節痛、手腳痛
及麻木和坐骨神經痛等病症。羅榮華
醫師親自體驗這項深度按摩技術後說

，他感覺到肚子、腸子都運動，這項
技術有前途！

這項全新的DDS技術不親自體驗
，是不能知道其強大的功能及奧秘的
。為此休斯頓跌打足療中心將在8月
20-22 日上午為新老客戶提供免費體
驗。免費體驗需要提前預約，約滿為
止。

休斯頓跌打足療中心的地址：
9198 C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百利大道和廉潔路交叉口，茶
店子旁)，電話：713-272-8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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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歡迎＂美南肖邦第三屆國際鋼琴大賽＂中國賽區選手抵休圖為歡迎＂美南肖邦第三屆國際鋼琴大賽＂中國賽區選手抵休

圖為蔡英文總統圖為蔡英文總統（（ 左二左二），），在餐會上與國會議員在餐會上與國會議員（（右二右二）） 交談交談。（。（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圖為Post OakPost Oak 旅館門口歡迎蔡英文總統的僑胞旅館門口歡迎蔡英文總統的僑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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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日 2018年8月19日 Sunday, August 19, 2018

德州天后廟熱烈慶祝關聖帝君寶旦德州天后廟熱烈慶祝關聖帝君寶旦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德州天后廟理事長周滿洪持頭柱香獻給天后娘娘德州天后廟理事長周滿洪持頭柱香獻給天后娘娘

德州天后廟理事長周滿洪德州天后廟理事長周滿洪、、副理事長陳作堅副理事長陳作堅、、元老雲偉嘉元老雲偉嘉、、
馬小卿堂主馬小卿堂主、、經生班謝志華等先向天后娘娘上香經生班謝志華等先向天后娘娘上香

德州天后廟理事長周滿洪德州天后廟理事長周滿洪、、副理事長陳作堅副理事長陳作堅、、元老雲偉嘉元老雲偉嘉、、
馬小卿堂主馬小卿堂主、、經生班經生班、、謝志華等在慶祝關聖帝君寶旦先向觀謝志華等在慶祝關聖帝君寶旦先向觀

世音菩薩上香世音菩薩上香

德州天后廟理事長周滿洪德州天后廟理事長周滿洪、、副理事長陳作堅副理事長陳作堅、、元元
老雲偉嘉老雲偉嘉、、馬小卿堂主馬小卿堂主、、經生班經生班、、謝志華等在關謝志華等在關

聖帝君寶旦上共沐神恩聖帝君寶旦上共沐神恩

20182018年年88月月55日為關聖帝君寶旦德州天后廟熱烈慶祝日為關聖帝君寶旦德州天后廟熱烈慶祝馬小卿堂主及經生班在慶祝關聖帝君寶旦向觀世音菩薩上香祈福馬小卿堂主及經生班在慶祝關聖帝君寶旦向觀世音菩薩上香祈福

德州天后廟理事長周滿洪德州天后廟理事長周滿洪、、副理事長陳作堅副理事長陳作堅、、元老雲偉嘉元老雲偉嘉、、馬馬
小卿堂主小卿堂主、、經生班經生班、、謝志華等向關聖帝君寶旦上獻生果謝志華等向關聖帝君寶旦上獻生果、、獻金獻金

豬豬、、獻壽桃及生日蛋糕獻壽桃及生日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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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美南肖邦國際鋼琴比賽第三屆美南肖邦國際鋼琴比賽

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

KAWAIKAWAI總裁為選手頒獎總裁為選手頒獎 比賽評委比賽評委

圖為吳曉萍校長圖為吳曉萍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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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為 香 港
外 國 記 者
會 （FCC

）要邀請將會被港府取消成立的香港民族黨召集
人陳浩天，出席外國記者協會的演講，搞得香港
維多利亞港口滔天巨浪。才廿余歲但尚未出頭的
陳浩天，為了今次演講內容涉及 「港獨」, 因此受
到前香港特首梁振英一連6 天的言論炮轟，也受到
現任特首林鄭月娥的公開指責，頓時讓本來還是
「乳臭未乾」的黃毛小子，聲震環宇，吸引不少

外國傳媒到來採訪及作熱門的新聞報導。
8 月14 號的午餐會演講場內，全部逼爆，台

上台下滿佈外國記者。當天外國媒體及通訊社，
大多以FCC違反北京意旨、堅讓港獨分子演講為
題作報道。令陳浩天的演說內容，瞬間傳遍全球
。法新社的報道以〈港獨分子在新聞協會演講上
攻擊北京（Hong Kong independence activist attacks
Beijing at press club talk）〉為題，指陳浩天批評中
國是帝國，試圖佔領、毀滅香港，而事前得此消
息的北京政府，千方百計不想午餐會舉行，可惜
被FCC婉拒。

美聯社則以〈港獨分子將北京治港手法 與
殖民主義相提並論〉為題，文中指陳浩天譴責北
京以現代式殖民主義統治手法來管制香港，有
「一國」，但已無 「兩制」。美聯社也指FCC違

抗北京政府意旨，堅持舉行午餐會，好讓世界明
白： 因為香港尚保留着言論自由的元素，才可以
立足全球。路透社則以〈港獨分子在中國政府壓
力下演講〉為題報道。

《日經亞洲評論》以〈FCC 違抗北京允許分

離 分 子 演 講 （Hong
Kong press club defies
Beijing to allow separat-
ist's speech）〉為標題。

《紐約時報》相關報道題為〈港獨為題的演講 在
批評聲中如常舉行（Talk on Hong Kong Indepen-
dence Goes Ahead, Despite Criticism）〉，當中引述
陳浩天指香港政府想取締民族黨，是香港自由遭
削弱的一個體現。

當陳浩天在出席午餐會時，有身兼FCC會員
的外國記者提問時，對其 「出身」抱有不少質疑
，例如質問早年當香港人上街反對國民教育、香
港爆發佔領中環運動時，陳浩天他身在何方；又
有記者質疑他聲稱自己與家人近日在香港被人跟
蹤，為何不報警。陳浩天指出兩年多前，在雨傘
運動期間，他認識了一班朋友，令他有感港獨才
是港人出路，於是故決定創立政黨推動，又稱自
己及家人被人跟蹤，跟蹤他的是兩至三人一隊，
有人會按他門鐘、敲門、並在家門口守候，陳形
容對方很有組織和經過訓練： 「一個跟蹤完我離
開後，然後另一個會頂上，然後繼續跟蹤我。」
即便報警也沒有用，所以才沒有報警。

席間有記者問陳浩天如何捲入政治，特別是
港人反對跨境執法、反對國教及佔領中環時：
「你在哪？」陳浩天指2014年雨傘運動前，自己

只是一個普通學生，那時只懂為將來謀生，對政
治和時事毫不關心，關心的只有香港人這個身份
。

陳浩天續指，自己在傘運中首次上街，當時
開始了解政治： 「那時我認識了一班朋友，他們
教我法律、歷史和經濟，跟着我開始捲入政治，
我認為應提出港獨，港人應該討論獨立問題，但
當時沒有人想做，所以我決定不如由我提出，嘗

試聚集身邊的人，我們或應創立政黨。」
香港民族黨面臨香港保安局以《社團條例》

會予以取締，召集人陳浩天於香港外國記者會
（FCC）午餐會演講時強調，對民族黨料被取締
，不感意外，反稱 「很榮幸」成為1997年 香港回
歸中國以來，首個擬被《社團條例》禁止運作的
團體。有人建議他去法院上訴，不過他以為上訴
結果可以預期，一定會被否決，料自己因此會入
獄3個月。他重申民族黨不會鼓吹暴力，包括政府
的行政暴力，又指民族黨只是作出一些主張，並
無主張作任何實際行動。

陳浩天在香港建制派反對聲下，如期在FCC
發表演講。他發言時形容，民族黨2016年成立以
來，一直與其他港人一樣追求民主夢，而要達到
民主唯一的方法，便是獨立，當他們打算參加立
法會選舉，政府卻過度反應地禁止；及後民族黨
繼續用其他途徑，希望提升港人的 「民族意識」
時，警方又打算以《社團條例》取締，但他對
1997年以來首個擬被《社團條例》禁止運作的團
體 「感到榮幸」。

陳之後補充，特區政府不論以任何方式、無
論如何都會取締香港民族黨，而即使他提出上訴
，上訴委員會的主席是主張禁止港獨的特首林鄭
月娥，所以上訴結果都可以預見。根據《社團條
例》，任何自稱或管理非法社團的人，均屬犯罪
，可判處罰款10萬元及監禁3年，陳浩天被問到
估計自己會因此坐監多久時笑指，希望3個月可以
完成服刑。他在會後補充，自己只是追求自由、
人權、尊嚴，若然因此而被指控叛國罪、犯法和
坐監，亦 「惟有係咁啦」。

陳浩天強調，他和民族黨都只是香港獨立運
動的一個部份，20年前根本沒有人提港獨，但經
過中國過去20年的殖民統治，香港的文化、語言

、人口等都被影響下，相信即使沒有香港民族黨
，香港人都會繼續爭取自由、尊嚴和獨立。

香港投資推廣署前署長盧維思有出席午餐會
，會後被問到出席原因時指，他表示：過去曾撰
文指 出：提出港獨主張是 「nonsense（謬論）」，
亦違反及損害港人利益， 「我認為唯一公平的做
法，是我最少應該聆聽不同的想法」， 今次他出
席演講會，但稱未被陳浩天說服，認為陳的言論
是 「loopy（瘋狂的）」和 「delusional（妄想的
）」，不過他也表示，陳有權維持自己想法，
FCC亦有權續辦相關午餐會。

同樣出席的有香港著名政界評論員林和立。
他認為，陳浩天席間避答民族黨面臨取締及其行
動綱領，又認為陳沒有提出任何新觀點。他分析
今次事件，是想給予北京一個藉口， 「劃一條紅
線，打擊類似組織」，估計下一步，將針對香港
鼓吹自決、本土優先的組織，而香港眾志有可能
是下個目標。

近一星期不斷向香港外國記者會（FCC）施
壓要求取消陳浩天演講會的香港親建制團體，當
天早在午餐會開始前兩個多小時、約10時半，已
傾巢而出在FCC門外拉橫額佈陣。近11時更有人
虛報FCC發生火警，一度有消防員到場了解，陳
浩天對反對團體示威活動早有應對方法。在未有
通知香港傳媒的情況下，提早循側門進入FCC，
未與反對者正面衝突。避過反對派的包圍滋擾。

演講會門外，也有聲援FCC和陳浩天的港九
社團出席。他們是鳩嗚團、新民主同盟譚凱邦和
學生獨立聯盟等，因為未有提前申請進入示威區
，被警方安排在距離FCC數百米外的的雲咸街集
會。學生獨立聯盟陳家駒不滿示威區距離FCC太
遠，曾與警方理論，並試圖衝到FCC門口集會，
最終與一名鳩嗚團成員一同被警方抬走。

香港無線電視藝人鄭嘉穎與陳凱琳自合
作拍劇集《殭》撻着愛情火焰後，拍拖
三年來雖屢傳婚訊，惟只有新近傳出的
可信性最高。因為這次傳聞中的婚訊，
不再似過去那樣僅止於“傳聞”，而是
實實在在有時間有地點，所以可信性相
對較高；當然，也很有可能是個別媒體
“創作”時間地點的可能，但當其他媒
體都以同樣的時間地點作報道的話，可
信性便會大好多。因為若不是有跡象或
線索指向相同時間地點的話，一般情況
而言，媒體之間很不屑於拾人牙慧。

儘管鄭嘉穎與陳凱琳否認8 月12 日
在峇里島結婚及“奉子成婚”的傳聞，
但藝人擘大眼講大話的事例，實在太多

，而且作出否認的藉口，不外乎
不想受到記者採訪滋擾、以免影
響情緒等等，這些心情完全可以
明白，是以即使真的為此講大話
，亦會獲得大家原諒。

將“下月結婚”傳聞推向更令
人相信的，還包括 TVB 一班《鐵
馬尋橋》演員的反應。眾所周知
，因為合作《鐵馬尋橋》，鄭嘉
穎與馬國明、唐詩詠、黃嘉樂及

林子善成為了好友，早前林子善結婚時
，這班《鐵馬尋橋》的手足,就擔任兄弟
團；當今次記者問及有關鄭嘉穎與陳凱
琳的婚訊傳聞時，各人的反應都是相當
避忌且沒有否認，只是口徑一致地叫記
者問回當事人。

鄭嘉穎與陳凱琳婚訊中最值得八卦
的，其實不過是兩人年齡相差廿二歲，
以及陳凱琳的家底比鄭嘉穎更豐厚；年
齡相差廿二年又怎樣呢！郭富城不也娶
了比他年輕廿二歲的方媛了嗎？只要雙
方愛得認真、願意為這段關係負責任的
話，年齡差距不會是一個問題。

至於身家方面，陳凱琳的十五億家
底無疑比鄭嘉穎更豐厚，但這些錢的擁

有人, 是陳爸爸而不是陳凱琳；
而且傳媒只不過知道鄭嘉穎有
三個物業的身家，但誰也不知
道嘉穎還有多少現金與投資，

單以此作比較, 當然不公平。更重要的
是，以嘉穎今天的名氣與身價，只要不
是高風險投資或賭錢的話，單是三個物
業合共五千萬元，亦足夠養老婆有餘。

愛果情花終有訊。鄭嘉穎與陳凱琳
相戀三年多，終在峇里島正式舉行婚禮
。一對新人開始行禮時，嘉穎進行接新
娘儀式，有求必應，抱起玉人由走廊行
入大廳，足足二百呎路程，並向雙方家
長進行斟茶儀式。嘉穎宣讀的誓詞就冧
到爆：“你帶給我的喜悅、快樂，從來
未試過，你令我想組織家庭！同你拍拖
一年左右，就想向你求婚，但當時時機
未成熟，而要等到今年。多謝你答應嫁
給我，無論以後條路怎樣，我倆一起行
落去，我會照顧你一生一世，”

鄭嘉穎作為城中鑽石王老五，出手
當然不會低，陳凱琳隻婚戒，雖然不是
BVLGARI，但就足足有成 4.18 卡，非
常好意頭，而且超過4卡，相信應該好
貴。另外，陳凱琳出嫁的裙褂，原來乃
其媽咪1984年曾經着過的，雖然襯托金
器並不多，只見到有一隻極粗龍鳳鈪同
3隻右左的金戒指，但勝在簡約得來亦
大方。

嘉穎形容自己的心情十分激動：
“特別是看到新娘行入教堂，我已忍不
住落淚。”他透露媽媽常常問他甚麼時
候結婚？他就笑說可能生完 BB 才會結
婚，令媽媽相當失望，所以當天他即場
向媽媽說：“Sorry媽咪，嚇你太久呀”

Grace 在誓詞中四次多謝嘉穎，更
邊講邊落淚，場面感人。

新娘子的感受：“今天早上亦有些
擔心，因為我完全不知道行禮的程序。
”她表示很喜歡中國的傳統習俗：“很
感動，做完後，感覺好像真的融入這個
家庭。”看到伴娘都時，諗不上他們點
樣玩新郎，她就靈機一動，叫嘉穎唱
《一千個願意》：“之前嘉穎在卡拉
OK曾唱過，是他唱片中的一首歌，聽
到很甜蜜、很窩心。” Grace 謂穿婚
紗時，叫嘉穎出去教堂，因為對方沒見
過她穿婚紗。她自爆穿起婚紗就心跳加
速：“當拖實父親的手到禮堂，看到全
部人站起來歡迎，已經十分感動。見到
嘉穎落淚，想不到他較我更先哭，在祈
禱時我都忍不住下淚。”她謂當時的感
覺很夢幻，很開心有一個這麼疼她的老
公，期待將來會幸福快樂的。

再進一步追查一下陳凱琳的家底。
她夂母住九龍塘獨立屋，據報數十億身
家，祖業經營石油，老爸係“舖王”。
凱琳份屬數十億掌上明珠，唔憂嫁的，

何況係嫁給年長廿二歲的藝人鄭嘉穎。
陳父早期反對這段戀情，無奈愛女堅定
表態：他是“The One”！難得有情人
，女大女世界了，予以尊重。

貴為“視帝”的鄭嘉穎，憑劇集
《步步驚心》成功打入中國大陸市場，
前年有傳他一年已賺半億人仔。事業愛
情兩得意，早作愛巢綢繆，前年購入時
值二千三百萬元的何文田豪宅。外父外
母見女兒旣得如意郎君，嫁女禮金便
“隨意即可”。嘉穎奉上一張支票，沒
有縝寫銀碼的，浪漫又豪氣。嘉穎又聽
晒老婆話，婚禮地點訂峇里，早前發生
兩次地震，轉到布吉視察，最後仍由老
婆決定在峇里舉行。旅行保險特別加碼
至千萬元。

都說“奉子成婚”，傳說新娘懷孕
接近八周，指 BB 是她六月布吉慶生之
旅所製造，也承認當日“求婚成功”。
婚禮傳出後，凱琳只有一次在友人生日
派對出現過，手持鮮榨果汁，認眞健康
。此外，社交平台每日上載食物相片，
果然天生麗質，待嫁新娘毋需節食收身
，更紛傳她因懷孕而胃口大開。

如果係奉子成親，三喜臨門了！十
二日婚禮、十五日嘉穎“入五”賀壽，
兩人繼續留在峇里慶祝，已相約好友返
港後飯聚，補搞婚宴與壽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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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 patrickyanghk@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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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日 Sunday, August 19,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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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斯拉或退市私有化
馬斯克表態“不差錢”

早已被打上“瘋狂”和“特立獨

行”標簽的特斯拉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

埃隆· 馬斯克再壹次作出了讓資本市場瞠

目結舌的決定。

近日，馬斯克通過公司內部郵件和

推特宣布，考慮以420美元每股的價格

將公司私有化。若該計劃付諸實施，交

易總額達到720億美元，將成為規模最

大的私有化行動。馬斯克稱已經確定得

到投資者的支持。消息壹出，特斯拉當

天的股價飆升11%。

8月14日，馬斯克就特斯拉私有化

事件的相關問題發布壹封公開信。他在

公開信中表示，特斯拉私有化的資金來

自沙特主權財富基金。他還在信中強

調，任何人決定私有化之前，都會提

前獲得該計劃的全部細節，包括所要使

用的資金的性質和來源。

在馬斯克看來，特斯拉全員持

股，私有化後可以避免股價波動的

影響；目前定期發布財報對公司造

成了壓力，使公司為了利潤不得不

作壹些短視的決策。完成退市私有

化後，特斯拉不受做空的影響，運

行狀態會更好。

“One Ford”計劃有變
福特謀求削減成本
近日，福特計劃調整前CEO艾倫·

穆拉利（Alan Mulally）提出的“One

Ford”計劃。該計劃曾在金融危機時期

幫助福特減少成本並使用全球通用的

部件。不過福特現在的領導層認為，

現如今該計劃已不足以繼續支撐福特的

發展。

盡管“One Ford”計劃曾幫助福特

的全球架構從 30個減少到 9個，但福

特目前正進壹步減少其架構，並希望

在未來幾年內轉變為 5個模塊化車輛

平臺。據了解，福特希望在未來 5年

內削減 255 億美元（約人民幣 1738.39

億元）成本。

福特汽車產品開發和采購主管Hau

Thai-Tang在2018年紐約摩根大通汽車會

議上發表演講時表示，這並不是表示

“One Ford”計劃錯了，而是在“One

Ford”的戰略基礎上進壹步發展。他表

示，轉變為5個平臺將有助於節省成本

並提高福特供應基地的效率。模塊化方

法可以管理高達70%的車輛價值。

事實上，福特已經到了“不得不變

革”的時候。2018 年第二季度財報顯

示，按美國通用會計準則（GAAP）計

算，福特汽車凈利潤跌至10.7億美元，

與去年同期相比縮水48%。除了非洲和

中東市場，福特在全球範圍內各個市場

的收益都出現下跌。在業內人士看來，

通過減少構架的方式削減成本，或將對

福特的盈利狀況帶來改觀。但從長遠來

看，如何重塑福特產品的競爭力，才是

福特要關註的重點所在。

輔助駕駛系統有隱患
美協會提醒駕駛者謹慎使用
近日，美國公路安全保險協會（II-

HS）在壹篇題為《現實核查》的文章中

發出警告，裝有電子駕駛輔助系統的汽

車或卡車並非絕對安全。

此前，該協會在公共道路上測試了

特斯拉、奔馳、寶馬和沃爾沃的五款電

子駕駛輔助系統。其結果是，雖然系統

可以成功挽救人們的生命，但在某些特

定情況下可能會失敗。該協會的首席研

究員大衛表示:“我們已經發現，半自動

控制下的車輛可能會對駕駛員和乘客造

成危險，應當加以控制，以防止危險情

況的發生。”

有業內人士認為，雖然輔助駕駛功

能在很大程度上減少了因駕駛者操作失

誤而導致事故的幾率，對於輔助駕駛系

統，駕乘者不可完全信任。駕駛者在使

用輔助駕駛系統時，首先要嚴格遵守使

用規則，壹旦超出輔助駕駛系統的處理

範圍，仍需駕駛人介入。

“關鍵先生”重返崗位

蘋果“造車夢”重燃
據外媒報道，有知情人士稱，曾在

蘋果公司擔任Mac 硬件工程副總裁的

Doug Field在被特斯拉挖走5年後，現已

於當地時間8月9日重返蘋果公司，加入

蘋果絕密的自動駕駛汽車項目“泰坦計

劃”（Project Titan）。該消息已得到公

司發言人Tom Neumayr確認。

目前蘋果的“泰坦計劃”由 Bob

Mansfield負責，他曾是蘋果硬件工程高

級副總裁（SVP），退休後於2016年從

Steve Zadesky手中接管了“泰坦計劃”。

早在2014年蘋果就開始了自動駕駛

汽車項目“泰坦”，它們最初的目標是

打造出壹輛能夠顛覆行業的汽車，按計

劃該產品應在2019年亮相。然而，2017

年6月，蘋果CEO蒂姆· 庫克公開表示，

蘋果目前聚焦在自動駕駛系統上，不生

產貼有蘋果標誌的汽車。

有分析人士，此次Doug Field重回

蘋果，可能成為蘋果“泰坦計劃”復蘇

的壹個標誌。究竟是成為自動駕駛時代

的第三方供應商，還是自主打造壹款完

整的汽車，蘋果給人們留下了足夠的想

象空間。

新能源發展需追求高質量
綜合報導 上半年以來，國家出臺了壹系列規範

和引導行業發展的文件，從嚴控規模、提升標準、鼓

勵就地消納等方面對新能源發展提出了更高要求，追

求高質量正在成為我國新能源行業的新目標。需要引

導市場和行業根據新形勢調整發展思路，將發展重點

從擴大規模轉向提質增效、推進技術進步上來

近年來，在國家政策支持和各方共同努力下，包

括風電、光伏在內的我國新能源產業發展取得了舉世

矚目的成就，裝機規模穩居全球第壹，技術創新不斷

突破，成長為我國為數不多的同步參與國際競爭、擁

有競爭優勢的產業，在推動能源轉型中發揮了重要作

用。今年上半年以來，國家出臺了壹系列規範和引導

行業發展的文件，從嚴控規模、提升標準、鼓勵就地

消納等方面對新能源發展提出了更高要求，追求高質

量正在成為我國新能源行業的新目標。

不可否認，新能源產業發展也存在諸多短板，

遇到了壹系列難題。

壹方面，補貼缺口持續擴大，直接影響行業健

康有序發展。數據顯示，截至2017年底，累計可再

生能源發電補貼缺口總計達1127億元，且呈逐年擴

大趨勢，目前已超1200億元。如果這種超常增長繼

續，將會對行業發展帶來更加不利的影響。

另壹方面，棄風、棄光問題突出，產能過大存

在隱患。隨著新能源裝機迅猛增長，壹些地方也出

現了較為嚴重的棄光、棄風問題。全國棄光率2015

年達12%，2016年為11%，通過多方努力，2017年

棄光率下降至6%，但個別地方仍十分嚴重，甘肅、新

疆棄光率分別達20%和 22%。2017年，棄風電量

419億千瓦時，棄風率12%。

同時，國內光伏發電市場高速增

長，光伏制造企業紛紛擴大產能，光伏

制造產能過剩、產品和電站建設質量問

題也有顯現。

這些問題嚴重制約了新能源行業的健康可持續

發展，需要引導市場和行業根據新形勢調整發展思

路，將發展重點從擴大規模轉向提質增效、推進技

術進步上來。著力降低發電成本，減少補貼依賴，

優化發展規模，推動行業實現有序、高質量發展。

為保障行業健康有序發展，需要從以下幾方面

著手。

首先，統籌考慮非化石能源消費目標、電網消

納能力、財政補貼能力，合理把握發展節奏。同時，

完善“十三五”新能源發展目標和後幾年發展規

模，避免出現因新能源裝機過快增長帶來產業發展

不平衡等問題。

其次，多措並舉擴大消納，進壹步減少棄光、

棄風。完善可再生能源開發利用目標監測評價制

度，實行可再生能源電力配額制，多渠道拓展本地

消納，突出抓好重點地區消納問題。同時，督促電

網企業落實節能低碳電力調度原則，優先執行可再

生能源發電計劃和可再生能源電力交易合同，充分

發揮電網關鍵平臺作用。

再次，抓緊可再生能源電力配額制度落地實

施。制度落地實施後，要進壹步強化各地方政府和

售電公司、參與市場交易大電力用戶、自備電廠等

市場主體對消納可再生能源的責任，這將對促進新

能源發展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此外，還要不斷推動減輕企業負擔，為新能

源企業營造良好的營商環境。同樣是中國企業的

產品和技術，壹些企業在國外建設的光伏電站已

經實現平價上網，但國內卻難以達到相同標準，

壹個重要原因就是非技術成本偏高。國家能源局

印發的《關於減輕可再生能源領域企業負擔有關事

項的通知》，著力減輕新能源企業負擔，下壹步

有關方面要推動各地做好落實，讓新能源企業輕

裝前行。

煙頭換食物煙頭換食物 法國遊樂園法國遊樂園““聘請聘請””烏鴉當清潔工烏鴉當清潔工

法國萊瑟佩瑟國萊瑟佩瑟，，法國狂人國公園員工訓練烏鴉撿拾煙頭等垃圾法國狂人國公園員工訓練烏鴉撿拾煙頭等垃圾。。法國法國
壹家歷史主題公園最近開展了壹項神奇的新項目壹家歷史主題公園最近開展了壹項神奇的新項目：：他們招募了他們招募了66只烏鴉只烏鴉，，訓訓
練它們撿人類丟在路上的煙蒂練它們撿人類丟在路上的煙蒂、、小碎片等小型垃圾小碎片等小型垃圾，，來換取食物來換取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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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池塘遭狐尾藻入侵法國池塘遭狐尾藻入侵
誌願者泛舟誌願者泛舟““翡翠河翡翠河””清理清理

近日近日，，法國維裏亞法國維裏亞，，誌願者清除池塘內的入侵植物狐尾藻誌願者清除池塘內的入侵植物狐尾藻。。狐尾藻狐尾藻
原產於亞馬遜河原產於亞馬遜河，，是壹種侵入性水生植物是壹種侵入性水生植物，，生長在緩慢流動的淡水棲息生長在緩慢流動的淡水棲息
地地，，包括池塘包括池塘、、湖泊和支流湖泊和支流，，使魚類的棲息地變少使魚類的棲息地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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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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內首檔“融媒體＂新聞評論節目，給你不一樣的新聞體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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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對160億中國產品加征關稅的背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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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日 2018年8月19日 Sunday, August 19,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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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加達亞運揭幕雅加達亞運揭幕 中國泳隊亞運出擊衝金中國泳隊亞運出擊衝金

孫楊誓圓
“全滿貫”夢夢

現年26歲的孫楊毫無疑問是當今中國泳隊以至
國際泳壇最具名氣的運動員之一，他在200

米自由泳的實力早已獲得世界認同，在奧運、全運
及世錦賽等最高舞台均曾勇奪冠軍。不過，孫楊在
上兩屆亞運均與200米自的金牌擦身而過，今屆正
是他填補最後空白、完成“全滿貫”的最好機會。

200米自對上兩屆得銀牌
早年主攻長距離項目的孫楊近年在短途賽進步

神速，兩年內先後稱霸奧運及世錦賽200米自由
泳，偏偏在亞運卻連續兩屆屈居亞軍。今屆賽事，
孫楊肯定不會再讓機會溜走，希望以這面200米自
金牌為自己的亞運之旅取得好開始。
對上一次中國隊在亞運男子200米自由泳奪

金已是2002年，今屆孫楊及季新傑兩名中國代
表將會面對來自日本的嚴峻挑戰，雖然韓國名
將朴泰恒因傷避戰，不過日本的荻野公介、松
元克央及江原騎士均有力衝擊金牌。尤其是年
僅21歲的松元克央更是日本為東京奧運重點培
養的新星，他在今個賽季做出1分45秒92的成
績更在孫楊之上，相信會是中國奪金的最大挑
戰者。
隨年齡漸長，孫楊擺脫了以往的意氣風

發，多了一份飽經滄桑的成熟，不變的只有他對游
泳的堅持和努力。身上滿是膏藥及拔火罐痕跡的孫
楊表示今屆亞運備戰非常艱苦：“賽前在亞運的備
戰練得很辛苦，現在年紀大了，恢復沒那麼快，每
天都練到渾身疼痛，尤其是長距離的訓練，過程就

更辛苦。”
被選為中國泳隊的隊長以後，孫楊認為自己

更要以身作則：“既然選擇了堅持，就要做到最
好。”教練朱志根及外籍教練丹尼斯亦表示孫楊目
前更加成熟、亦更強大：“孫楊現在總是以更高的
標準去要求自己，他希望自己可以表現出作為領袖
的承擔，更重要的是他始終保持挑戰自我的心以及
對勝利的渴望。”

徐嘉余100米背力拚入江陵介
男子100米背泳，徐嘉余將搭檔李廣源出戰，

兩人都來自浙江，也是中國該項目最強的兩位選
手。徐嘉余獲得過該項目的奧運會銀牌；布達佩斯
世錦賽，他更是奪得金牌，成為新科世界冠軍。徐
嘉余的主要對手是日本名將入江陵介，後者是過去
兩屆亞運冠軍。本賽季，徐嘉余最好成績52秒72
世界排名第五，入江陵介52秒78世界排名第六，
實力非常接近。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

亞運足球奪標大熱韓國
日前以1：2不敵馬來西亞
爆出大冷門，雖然下場
只要擊敗吉爾吉斯斯坦
仍可確保出線席位，不
過對馬來西亞的差劣表
現已為韓足爭冠前景亮起
警號，尤其是這面亞運金牌
是隊中首席球星孫興民能否免
除兵役的關鍵。
首戰韓國以6：0大破巴林表現甚具說服力，

但上場面對馬來西亞卻於早段連失兩球，即使孫興
民在下半場入替亦無法扳回敗局，最終由黃義助
“破蛋”以1：2敗陣。落敗的韓國只要在下場擊
敗吉爾吉斯斯坦仍可篤定出線，雖然形勢仍然樂
觀，不過這場敗仗卻打擊了韓足的信心。球隊全場
佔優但只有兩次射門中目標。効力熱刺的26歲韓
足首席前鋒孫興民坦言，自己要負上一定責任：
“我對這場敗仗感到羞愧，場上都是些年輕球員，
逆境下沒人能控制比賽，失球後大家都很沮喪，我
覺得自己應該承擔更多責任。”韓國規定28歲以
下的男子必須服21個月兵役，有特殊貢獻如奪得
亞運金牌則可免役。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

■■孫楊全力迎戰亞孫楊全力迎戰亞
運比賽運比賽。。 新華社新華社

■■孫興民回更衣孫興民回更衣
室時痛哭落淚室時痛哭落淚。。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第18屆亞運會開幕式18日晚在印尼雅
加達朋加諾體育場舉行。據印尼媒體報
道，本次開幕式經歷了約一年的籌備時
間，耗資5,000億至6,000億印尼盾。

開幕式創意總監維斯努塔瑪日前對印尼
媒體說，本屆亞運會開幕式本盡量降低預
算的原則，總成本約為亞洲最近一次大型運
動會——2017年第五屆亞洲室內與武道運動
會開閉幕式的1/3。
據維斯努塔瑪介紹，本屆亞運會開幕式

從一年前開始創意設計工作，進入2018年
後眼於完成具體的技術細節，三星期前在
朋加諾體育場進行了綵排。
雅加達亞運會官方網站介紹，本次開

幕式的主題為“感受亞洲能量”。開幕式
舞台長120米、寬30米、高26米，舞台上
設置有“綿延的群山”作為背景，山上有
瀑布、火山，還長滿獨特而美麗的印尼植
被和花木，來自印尼全國各地的藝術家們
將會在群山腳下為觀眾帶來精彩的視聽體
驗。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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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擔中國三大球奪金最大希望的中國女
排，於北京時間18日凌晨飛抵雅加達，開啟了她
們的亞運之旅。這次亞運賽場，雖然主攻手張常寧
因傷缺陣，但總教練郎平認為爭金的目標不會改
變。而包含了9位奧運冠軍的豪華陣容，就足見證
女排不勝無歸的決心。
中國女排與中國男排17日從北京出發，經過7

個小時的飛行，18日凌晨到埗。其中中國女排於
出發前公佈的14名球員名單中張常寧和楊方旭因
傷缺陣，一直跟隨中國女排集訓的天津女排二傳手
姚迪替補跟隊，因此中國女排本次前往雅加達亞運
會只有13名運動員。
對於球隊隊員的現況，郎平表示：“我們有

兩個隊員因為傷病缺陣，我們還是希望她們能夠繼

續康復準備世界錦標賽。我們確實考慮了很久，和
我們的康復師、醫生開了很多次會，最後還是決定
缺席兩個球員。”

雖然中國女排只有13人出征，但是作為奧運
冠軍與世界排名第一的中國女排爭奪亞運冠軍的目
標並沒有變。郎平說：“每次大賽前都會有一些不
可控的因素，大家需要面對，我們其餘的隊員應該
更加努力去彌補這個位置上的不足。對於亞運會的
目標我們將一如既往地對待每一場球。”
中國女排本屆亞運的第一場比賽迎戰越南。

她們18日凌晨到埗後稍為休息，便展開首課操
練。“問題不大，隊員們也應該適應，大家作好了
充分的準備，”郎平說道。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中國女排抵埗 陣容調整目標不變

■■中國女排中國女排1818日飛抵雅加達日飛抵雅加達。。 微博圖片微博圖片

■■跆拳道奧運冠軍趙帥高舉五星紅旗率跆拳道奧運冠軍趙帥高舉五星紅旗率
中國國家代表團入場中國國家代表團入場。。 美聯社美聯社

■■中國香港代表團第八位進入開幕會中國香港代表團第八位進入開幕會
場場。。 大文集團特派記者張銳大文集團特派記者張銳 攝攝

韓足爆冷負大馬
孫興民感羞愧

■■雅加達亞運雅加達亞運1818日晚開幕日晚開幕。。 新華社新華社■■2222歲的徐嘉余年歲的徐嘉余年
輕夠活力輕夠活力，，有望爭有望爭
取佳績取佳績。。 新華社新華社

第 18 屆亞運會

18晚在印尼雅加達開

幕，游泳項目 19 日

起展開角逐，作為首

個比賽日頭號明星的

孫楊將會出戰男子

200米自由泳，誓要為中國國家隊收復

這面失落16年的金牌，並完成自己於這

個項目的“全滿貫”紀錄。

■■印尼羽毛球名宿王印尼羽毛球名宿王
蓮香點燃亞運主火蓮香點燃亞運主火
炬炬。。 美聯社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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