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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時展出比利時展出18001800平方米鮮花地毯平方米鮮花地毯 超超5050萬朵鮮花打造萬朵鮮花打造

比利時比利時，，兩年壹度的布魯塞爾兩年壹度的布魯塞爾““鮮花地毯鮮花地毯””正式開展正式開展。。在聞名遐邇在聞名遐邇
的布魯塞爾大廣場的布魯塞爾大廣場，，5050余萬朵鮮花鋪展開來余萬朵鮮花鋪展開來，，營造出營造出““花海奇觀花海奇觀”，”，面面
積達到積達到18001800平方米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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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任聯合國秘書長科菲前任聯合國秘書長科菲··安南去世安南去世，，享年享年8080歲歲。。安南是聯合國第七安南是聯合國第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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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2001年諾貝爾和平獎年諾貝爾和平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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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力蓄電池“退役”潮將至
新能源是否真環保？

綜合報導 自 2009 年中國正式開

始推廣新能源汽車以來，在政策和

市場的雙重作用下，伴隨相關技術

的不斷成熟與完善，其產銷量開始

突飛猛進。

據中國汽車技術研究中心數據資

源中心的數據顯示，截至今年6月底，

中國新能源汽車累計產量已超過219萬

輛，累計轉配動力蓄電池超103GWh。

而據中國汽車工業協會公布的最新數據

顯示，2018 年前 7 個月，中國新能源

汽車產銷分別完成 50.4 萬輛和 49.6 萬

輛 ， 比 上 年 同 期 分 別 增 長 85% 和

97.1%，新能源汽車產銷量同比呈現高

速增長態勢。

動力蓄電池作為新能源汽車的

“心臟”，其使用年限壹般為5-8年，

這意味著，從 2018年開始中國將逐步

迎來動力蓄電池“退役”潮。汽車行

業分析師顏景輝對記者表示，第壹批

新能源汽車因續航裏程較短、電池能

量密度低，目前已到了升級換代的時

間節點，動力電池的處理問題已經擺

在面前。

據高工產研鋰電研究所預測，隨著

電動汽車市場規模不斷增長，預計動力

電池的報廢量也會出現快速增長的趨勢。

2016年動力電池的報廢量約1.2萬噸，到

2020年我國動力電池報廢量將達到24.8

萬噸。而由於廢舊動力電池拆解過程會

產生廢氣、廢液、廢渣等，若處理不

當，很可能會帶來生態環境問題，同時

也會造成資源浪費。

“隨著新能源汽車銷量的持續增

長，動力蓄電池的回收利用問題已經迫

在眉睫。”電動汽車產業技術創新戰略

聯盟技術委員會主任王秉剛曾公開表

示，廢舊電池以後每年將呈幾何級數增

長，如果安排不好有可能是壹場新的環

保災難。

據王秉剛介紹，動力蓄電池容量衰

減至初始容量的80%以下時，電動汽車

續駛裏程會明顯縮短。雖然壹般鋰電池

的使用壽命為20年左右，但動力蓄電池

使用壽命壹般為3-8年。

談及動力蓄電池的回收利用時，北

汽新能源總工程師陳平對記者表示，關

於新能源動力電池的回收國家有規定，

需由整車廠負責，如北汽新能源已建了

試生產線，電池拆下來後壹般先賣給

儲能公司二次利用，用完之後再次拆

解。就回收的數量來看，估計在未來

的壹兩年內量會多起來，目前的量還

不算很多。

“二次利用不需要特殊處理直接就

能用，當然不可用了就需要進行拆解

（即報廢），”陳平指出，拆開後歸

金屬歸金屬，能用的部分再次利用，

不能用的就處理掉。因動力電池的金

屬部分很難降解，後續須有專門的處

理過程，否則可能會造成對環境的汙

染。

“目前，接觸到的磷酸鐵鋰電池回

收主要是梯次利用，”普天新能源市場

部負責人鐘澤瓊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

，因為動力蓄電池在使用幾年後就會出

現衰減，而當衰減到壹定程度時，就需

要回收。

據了解，退役電池回收利用主要包

括兩個途徑：梯次利用和回收拆解。其

中，動力蓄電池的梯次利用被儲能領域

普遍看好，在大規模可再生能源並網、

輔助服務、電力輸配等儲能應用領域已

經有梯次利用示範項目運行。動力蓄電

池如果無法用於梯次利用，將被拆解以

回收其中有利用價值的再生資源，如

鈷、鋰等金屬。

她進壹步表示，從利用方式上看，

從新能源汽車上下來的動力蓄電池，重

新做PACK（動力電池包生產的關鍵性

步驟，壹般指包裝、封裝和裝配）調整

後，仍作為動力電池放在移動充電寶

上，變成儲能設備，並可與太陽能、光

伏等結合實現光充儲壹體。

“光充儲壹體的移動儲能設備主要

是給電動汽車充電”，鐘澤瓊表示，因

很多老舊小區進不了充電樁，如此可以

先用交流電給移動充電寶充電，然後再

轉化為直流電給新能源汽車充電，不過

囿於體積限制儲電量不會很大。

另外，對於拆解期間可能存在的汙

染，該負責人指出，鋰電池拆解不當其

電解液等物質可能會產生汙染。公開資

料顯示，鋰動力蓄電池雖不含鉛、鎘等

重金屬，但從技術工藝上來講，除了

鋰，它的電解液中仍然有鎳、鈷、錳等

重金屬，而含氟有機物也存在汙染。同

時報廢後，它仍有300-1000V不等的高

壓，在回收、拆解、處理過程中若操作

不當，還可能會有起火爆炸、有機物廢

氣排放等問題。

記者梳理發現，今年以來，工信

部、科技部等七部委已先後三次發布

“新能源汽車動力蓄電池回收利用”的

相關政策，旨在為實現“到2020年建立

起完善的動力電池回收體系”的目標，

積累動力蓄電池回收利用和無害化處置

的有效經驗與做法，助推中國新能源汽

車產業健康有序發展。

生鮮食材消費升級 中國冷鏈物流產業“熱”起來
綜合報導 購買生鮮，是時下流行的消費選擇

。如何“保鮮”，則是令人頭疼的事情。瞄準這個

痛點，今年以來我國的冷鏈物流產業迅速發展。大

筆資本湧入，布局從冷鏈倉庫、幹線運輸到城市末

端配送的各個環節，為消費升級和生鮮電商提供

“保鮮”方案。

今年6月底，上海市民周源收到朋友從浙江寄來

的壹箱楊梅。剛打開紙箱，就聞到壹股濃濃的酒味。

原來，因為天氣炎熱，加上快遞途中有所延誤，紙箱

裏的冰全化了，楊梅也都壞了，最後只好扔掉。

像周源這樣的遭遇並不鮮見。中國食品工業協會

的壹份報告顯示，由於冷鏈系統不完善，我國每年損

耗約1200萬噸水果和1.3億噸蔬菜，數量十分驚人。

“冷鏈物流最大的挑戰之壹就是行業小散亂。

年收入在5000萬元以上的，就能進入冷鏈百強，行

業尚未形成頭部效應，大公司的帶動作用沒有充分

體現。”專註於冷鏈供應鏈建設的宇培供應鏈集團

高級副總裁姚繼胤說。

行業小散亂帶來了壹系列問題：如很多冷鏈倉

庫都是單壹溫區，無法提供常溫、冷藏、冷凍多元

模式，不能幫助客戶有效降低物流成本。冷藏車輛

不夠規範，部分車輛存在二手冷藏櫃非法改裝等問

題，存在壹定的食品安全隱患。

北京物資學院物流學院副院長王曉平表示，隨

著消費升級，消費者對食材的新鮮度要求越來越高。

新零售群雄逐鹿，生鮮產品成為不少電商布局的重

點。這些市場需求的變化帶動冷鏈物流進入快速發

展期。姚繼胤也表示，從2017年下半年開始，感覺

企業被市場推著走，冷鏈業務供不應求。

在市場和資本的雙重推動下，行業格局逐漸生變：

壹是部分零售企業和生產商自建冷鏈業務。如

以生鮮電商起家的易果集團就成立冷鏈物流平臺安

鮮達。生產肉制品的雙匯也成立自己的物流公司，

打造從生產到消費的全程冷鏈。

二是快遞物流企業紛紛開辟冷鏈戰場。申通快

遞去年設立申雪供應鏈管理有限公司，提供冷藏、

冷凍倉儲和冷鏈當日配、次日配等供應鏈服務。順

豐控股近日宣布和美國冷鏈物流公司夏暉成立合資

企業，後者是麥當勞的主要物流服務商。

值得壹提的是，快遞公司發力冷鏈物流，對快

遞“向下”服務農村市場、帶動農民增收有重要意

義。如申雪公司就在安徽碭山縣投資建設大型冷鏈

倉儲物流項目，幫助碭山生產的水果縮短“從田間

到餐桌”的距離。

三是第三方冷鏈企業迎來爆發期。近日，宇培

供應鏈宣布與美團新零售業務“小象生鮮”開展深

度合作。目前，宇培在全國運營冷鏈園區22個，

總面積達45萬平方米。考慮到我國生鮮產品進口

的增加，宇培計劃到2021年底在全球建成58個冷

鏈園區。

“由於全程冷鏈的需要，冷鏈供應鏈涉及大量

的資源整合，復雜性較高，這給專業的第三方企業

提供了巨大的市場空間。”姚繼胤說。

根據相關機構統計，目前我國的冷鏈物流市場

年復合增速超過20%，預計到2020年底將達到約

4700億元的規模。中國物流與采購聯合會秘書長崔

忠付說，我國壹方面要強化冷鏈基礎設施的建設，

另壹方面要逐步建立冷鏈物流標準體系。特別是在

食品冷鏈物流方面，形成行業準入門檻，提升行業

運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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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機連打三哈欠司機連打三哈欠 智能系統智能系統發警報發警報
港珠澳大橋穿梭巴揭秘港珠澳大橋穿梭巴揭秘 ■■港珠澳大橋港珠澳大橋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巴士內部以藍綠色調為主，突顯海洋主題。
網上圖片

■港珠澳大橋穿梭巴士因為外表呈金色

被暱稱為“金巴”。 網上圖片

目睹道路上發生車禍，穿着婚紗的醫生
謝丹跳下車，跪地搶救傷者，成為人們稱讚
的“瓦房店最美醫生”。8月18日是謝丹的
結婚大喜之日。下午，謝丹和丈夫從遼寧大
連瓦房店赴長興島拍攝婚禮外景。在婚車開
往長興島的途中，遇到一輛三輪車與其他車
輛發生碰撞，導致三輪車上一位七旬老人受
重傷，頭部大量出血，已經失去了意識。身
為醫生的謝丹來不及換下潔白的婚紗，趕緊
下車為傷者做心肺復甦，希望能為老人爭取
一點救治時間，挽回老人的生命。

謝丹發現，老人意識已經喪失，大動脈
搏動消失，沒有呼吸，口腔往外流血。謝丹
判斷，老人已經心跳驟停。她立即實施心肺

復甦，並清理傷者口中溢出的血液。十多分
鐘後，老人開始有胸廓起伏了，身體開始自
主地運動。此時，謝丹才算鬆了一口氣。這
時，救護車也抵達現場。在向急救醫生說明
傷者情況後，謝丹悄然地離開了。

謝丹告訴衛計局工作人員，她沒有想到
自己的這個行為會引起如此大的反響，當時
衝過去救人完全是一個醫務人員的本能反
應。“對於我們醫護人員來說，敬佑生命大
於一切，無論誰遇到這種情況，都會義無反
顧衝上去治病救人。”遺憾的是，老人最後
因為傷勢過重沒能搶救過來。
瓦房店中醫醫院副院長郭程程告訴記者，

今年27歲的謝丹從事中醫工作4年，在平時的

工作中，認真鑽研業務，對患者也非常關心，
患者和同事們都非常喜歡她。

■《半島晨報》、海力網

司機須戴手環，不能帶手機？嬰兒車屬行李，要摺疊方可上車？

日前，記者從廣東港珠澳大橋穿梭巴士有限公司了解到，未來穿梭於

港珠澳大橋的珠海、澳門、香港三地口岸間的“金巴”，有着超嚴格

的安全保障管理，屆時日均運載旅客最高可達15萬人次。 ■金羊網

大連“最美醫生”穿婚紗救重傷老人

20日，在廣東港珠澳大橋穿梭巴
士有限公司珠海基地停車

場，十餘輛雙層、單層的金色大巴整齊
停放，金光閃閃。

防風險 時刻監測駕駛狀況
在基地二樓，已申請專利的安全監管

系統正在進行測試。廣東港珠澳大橋穿
梭巴士有限公司董事長張廣友介紹，將
對所有穿梭巴士司機、車輛進行實時監
控。
如何對司機進行實時監控？主要是

利用人臉識別系統，通過車輛安裝的鏡
頭，對駕駛員操作車輛的狀況進行監

控，識別其是否處於疲勞、分神、精力
不集中等狀態。“如司機在20秒內打了
三次哈欠，就可能是疲勞駕駛。”張廣
友說，後台出現司機疲勞駕駛信號時，
系統將通過車輛上的喇叭對司機進行提
醒和報警。
“司機駕駛時不能攜帶手機，但必

須佩戴手環。”張廣友介紹，手環可即
時監控司機的心跳和血壓，數據傳輸到
後台中央服務區，可測算出司機駕駛狀
況，以評估未來發生事故的風險。

穿梭巴司機需經過筆試、面試多層
考核，張廣友說，前期500多名應聘者

中，193名司機脫穎而出。他介紹說，
“香港司機需獲內地駕照，內地司機需
獲香港駕照，澳門司機需獲三地的駕
照。”

限時速 運氣好可以看海豚
8月中旬，首批穿梭巴士正式掛牌

後，將分階段進行營運測試。這些產
自德國、外形金光閃閃的大巴，內部
以海洋風格為主題，其中雙層巴士層
高4.2米，總座位79個，單層巴士座位
35個；巴士設計了行李架和輪椅位，
殘障人士可直接乘輪椅上車，並使用

專用安全帶，但嬰兒車需摺疊方可上
車。據介紹，因香港法律規定巴士限
速每小時70公里，穿梭巴也將整體限
速每小時70公里，這個速度兼顧了旅
遊觀景，“運氣好時還可以看到海
豚。”張廣友說。

據了解，穿梭巴的運營範圍是43公
里，將運營香港到珠海往返、香港到澳
門往返兩條線。運營之初將有120輛大
巴，其中20輛為雙層，100輛為單層，
每天24小時最多可運載9.6萬人次，待
170輛全部投入運營後，每天運載最多
可達15萬人次。

8月18日中午，廣東雷州市
東里鎮三吉村村委會三吉村麥輝
率（化名）帶親戚朋友到預訂的
東里鎮某酒樓準備喝喜酒，然
而，令人難以置信的是，新人提
前訂好的酒席竟然被該酒樓忘
了。新郎當場氣暈被送往醫院，
最後只能在新郎家裡臨時做了幾
桌飯菜給客人吃。
“新人已經提早訂好酒

席，不知道酒樓老闆當天怎麼糊
塗了，錯把新曆八月十八弄成了
農曆八月十八，一些人習慣使用

農曆來記憶時間，可能酒樓老闆
潛意識以為是農曆。”一位不願
透露姓名的村民說。
據知情人透露，在相關部

門的協調下，酒樓方與新郎方
私下達成調解協議，酒樓同意
賠償138,000元（人民幣，下
同），賠償款目前已兌現。該
酒樓賠償的138,000元，其中
88,000元是賠償酒席損失費，
50,000元是新郎住院的醫療費
用。目前，新郎仍住在醫院接
受治療。 ■大洋網

酒樓記混擺酒日期
大喜之日新郎氣暈

■■目睹路上發生車目睹路上發生車
禍禍，，穿着婚紗的醫生穿着婚紗的醫生
謝丹跳下車謝丹跳下車，，跪地搶跪地搶
救傷者救傷者。。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美南版5 體 育 新 聞 ■責任編輯：李鴻培 2018年8月22日（星期三）

孫楊第三金 劉湘破世績
國家泳隊頻報捷 女子50背紀錄改寫

國家隊於女子50米背泳中憑藉劉
湘的佳績成就四連霸。21日的

比賽，劉湘和傅園慧一開始便鬥得非
常激烈，劉湘頂着紀錄線在游，最終
以極快的頻率衝刺，以26秒98的成
績奪得金牌，打破趙菁在2009年世
錦賽游出的27秒06的佳績，刷新世
界紀錄。上次亞運泳賽造出世界紀
錄，是2002年北島康介在200米蛙泳

游出的2分9秒97。

劉湘：不可思議
劉湘上岸後大口喘着氣，幾乎說

不出話。這位主攻項目是50米自由
泳的21歲“泳壇女神”，賽後頗為
激動地說：“沒想到打破世界紀錄，
現在就像做夢一樣，有點不可思議。
賽前沒想過能發揮這麼好的狀態，一

點預感也沒有。”她表示，到美國的
訓練幫助她提高了不少，尤其腿部方
面的強化。上屆冠軍傅園慧爆發“洪
荒之力”，本次賽事游出27秒68，
仍告衛冕失敗，獲得銀牌；日本隊的
酒井夏海以27秒91得季軍。

孫楊霸氣稱威脅依然
男子400米自由泳決賽，孫楊以

3分42秒92成績，擊敗日本的江原騎
士和萩野公介順利衛冕，繼200米自
由泳及800米自由泳後，贏得個人今
屆賽事第三金，也是個人歷來第8面
亞運金牌。孫楊賽後豪言：“我要告
訴世界，我依然還是很具有威脅性
的。”另一位中國選手余賀新，以22
秒 11成績摘得男子50米自由泳金
牌。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孫楊奪得男子孫楊奪得男子400400米自由泳冠軍米自由泳冠軍。。 新華社新華社

■■劉湘游出新的世劉湘游出新的世
界紀錄界紀錄。。 新華社新華社

■■劉湘在女子劉湘在女子
5050 米背泳稱米背泳稱
后后。。 路透社路透社

21日晚雅加達亞運會游泳項目，中國國家隊勇奪4面

金牌，其中3面是個人項目。劉湘在女子50米背泳游出

26秒98，力壓隊友傅園慧勇奪金牌，這成績更打破了此

項目塵封9年的世界紀錄，亦是2002年以來首次於亞運泳

賽出現新的世界紀錄！孫楊亦成功於男子400米自由泳決

賽衛冕，順利拿下個人今屆賽事的第三面金牌。

■ 卓 銘 浩
（左）今年
較早時在分
齡 賽 打 破
1500 米 自
由泳香港紀
錄。

將 專 訪港

劍擊游泳 港將續傳捷報

崔浴然憾負國手摘銀

香港文匯報訊（大文集團特派
記者 張銳 雅加達報道）香港體育
健兒21日繼續在此間進行的第18屆
亞運會高奏凱歌：分別在劍擊與游泳
項目增添1銀3銅。其中在男子花
劍，崔浩然與隊友張家朗齊晉4強，
為港隊確保了一面銀牌，可惜崔浩然
在稍後進行的決賽，於領先的情況下
以 10：11 憾負國手黃夢愷獲得銀
牌；另外江旻憓與港泳隊也分別在女
子重劍及女子4×200自由泳接力摘
銅，令港代表團在今屆亞運會的總獎
牌累積至2銀7銅。

21 日晚進行的男子花劍準決
賽，兩名港將崔浩然與張家朗在4強
賽內訌，結果前者以15：9淘汰隊友

殺入決賽。世青賽冠軍張家朗未能再
進一步躋身決賽，只能並列第3獲得
銅牌。賽後張家朗表示，雖然四強賽
對崔浩然表現有瑕疵，但認為自己整
體演出不錯。

張家朗 江旻憓獲銅牌
由於港隊內訌，故21日教練汪

昌永避席，張家朗承認對自己有少許
影響，因為有教練在場，可在比賽中
平靜他的心情，不過他認為崔浩然狀
態極佳，絕對配得上這場勝利。
男子花劍團體賽將於周五展

開，以劍手的個人世界排名計算，預
料港隊會獲得一號種子席位。對此，
張家朗表示自己與崔浩然都很有信心

在團體賽奪得佳績。而女子重劍的比
賽，“微笑劍后”江旻憓連闖數關後
躋身4強，惟在準決賽，她以12：13
憾負韓國選手康映美，痛失決賽資
格。賽後她對大文集團特派記者表
示，自己發揮未如理想，不過她說對
手康映美表現出色，所以未有因為落
敗而感到不值。

江旻憓表示，自己早段取得領先
優勢，在比賽尾段突然被對手逆轉，
氣勢蓋過自己，期望從這次交手中吸
取經驗，並反省在領先的情況下應採
取什麼打法。最後江旻憓表示，自己
和隊友佘繕妡等21日均有不錯表現，
故對周五展開的團體賽充滿信心。
至在另一邊廂的游泳館，港泳

隊再有5個項目殺入決賽，最終何南
慧、鄭莉梅、鄧采淋、施幸余組成的
接力隊在女子4×200自由泳接力以8
分07秒17取得一面銅獎。冠亞軍分
別為國家隊及日泳隊。

泳隊獲第二枚接力獎牌
在19日的游泳首日比賽，由歐

鎧淳、施幸余、鄭莉梅和譚凱琳組成
的港隊便在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
力奪得首面銅牌，21日晚再添銅
牌，這亦是施幸余及鄭莉梅個人的第
二面銅牌。而被視為爭牌希望的杜敬
謙繼20日的男子200米個人混合泳
後，21日晚在男子50米自由泳決賽
再次取得第五名。

■■三名得獎劍手三名得獎劍手（（左起左起））張家朗張家朗、、崔浩然與崔浩然與
江旻憓手持獎牌合影江旻憓手持獎牌合影。。 奧委會圖片奧委會圖片 ■港泳隊喜獲女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銅牌。

大文集團特派記者張銳 攝

16
歲
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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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
：
夢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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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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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運
動
員

“這是我第一次參
加亞運，也是第一次跟
孫楊、萩野公介這樣的

巨星同池競賽，蠻興奮的！”港泳手卓銘
浩21日上午結束了雅加達亞運男子400米
自由泳比賽。他游出3分 55秒 13的成
績，在預賽同組8名選手中位列第五。

儘管未能晉級決賽，但從卓銘浩的臉
上看不出落寞神色，“這個成績已經很不
錯了”。他的同組對手中包括了孫楊、萩
野公介這樣的世界頂尖選手，而他拚出來
的成績已是個人職業生涯最佳，同時刷新
了前不久在香港公開賽上自己創造的香港
紀錄。這是16歲的卓銘浩第一次亞運之
旅，上升勢頭強勁。

卓銘浩說，自己的偶像正是孫楊。
“去年備戰世錦賽時孫楊在香港訓練，我
跟他訓練了三周，從他身上學到很多東
西。有一次外教丹尼斯要求我衝擊400米
自由泳，我游到300米已氣力不繼。孫楊
在水底為我打氣加油，我很感動。”

對於游泳項目訓練的艱苦程度，孫楊
曾不止一次提起，甚至曾在接受採訪時自
曝被“魔鬼訓練”練哭的往事。卓銘浩告
訴記者，自己在訓練中也受了不少苦。
“如果你累了，就必須要靠意志來支撐，
頂過去就好了。”“訓練當然很苦，但要
成為偉大的運動員，就要吃得了苦。”這
位16歲的少年眨着眼睛，一字一句地對
記者說。 ■中新社

雅加達亞運20日晚及21日部分國家隊焦點。跆
拳道女子57公斤級決賽，駱宗詩力克韓國選手李愛
倫，為中國跆拳道隊收穫本屆賽事第一面金牌。

首面獎牌 澳門選手摘冠
武術，男子刀術棍術全能之棍術決賽，吳照華得

分9.76，以總分19.52奪金。武術女子劍術槍術全能
之槍術決賽，郭夢嬌得分9.74，總分19.49奪金。男
子南拳南棍全能之南棍決賽，中國澳門選手黃俊華以
總分19.43分奪得冠軍，這是中國澳門在本屆亞運首
面獎牌。

馬皓和呂先景在男子單車山地越野較量，克服
出發位置不佳和摔車等困難，分奪金、銀牌。首征
亞運的姚變娃，跟李洪鳳在山地單車越野賽女子組
比賽，分獲該項目金、銀牌。男子射擊50米步槍三
姿決賽，惠子程摘冠。
中國女子羽毛球隊在女子團體賽4強直落三盤

戰勝泰國隊，殺入決賽，報了今年尤伯盃4強賽不敵
對手之仇。男籃小組賽，中國隊以82:80險勝菲律賓
男籃，取得開門紅，効力NBA休斯敦火箭的周琦貢
獻25分。體操男子個人全能，中國選手林超攀以
86.750分奪得冠軍。 ■新華社、中新社

跆拳道金牌零的突破

■■駱宗詩駱宗詩((右右))
在比賽中在比賽中。。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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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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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示風貌建築、特色美食、傳統文化，探尋人文故事

▲ 節目截圖

節目介紹：
CCTV4《城市1對1》欄目是全球唯一一檔固定的城市交流訪談欄目，
每期節目選擇中外兩個城市，通過小片展示以及演播室嘉賓講述，展
示風貌建築、特色美食、傳統文化，探尋人文故事，展現城市魅力。
播出時間為晚上7:30-8:30，重播時間次日下午1:00-2:00. 敬請關註。
都江堰作為一座高顏值的旅遊城市，來到都江堰要看的、要耍的不止
都江堰水利工程和青城山，在都江堰熊貓樂園裏每一只熊貓都自帶流
量；有人說，上帝鐘愛裏約熱內盧，給了它漫長曲折的海岸線、細軟
綿長的沙灘以及峰巒疊起的群山。還記得電影《瘋狂動物城》裏給人
留下深刻印象的“閃電”嗎？在裏約熱內盧你就有機會和它邂逅。

播出時間：
播出時間為晚上7:30-8:30，重播時間次日下午1:00-2:00. 敬請關註。 ▲ 節目截圖

《城市一對一》精彩
節目介紹

星期三 2018年8月22日 Wednesday, August 22,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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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黃梅子報導

（本報記者黃梅子）休斯頓中國城高檔老
年公寓祥瑞花園於8月18日上午10點破土動工
，這是中國城首家高檔老年公寓，滿足了市場
上富裕階層華裔老人的需求。祥瑞花園位於
turtlewood，遠離主幹道百利大道，卻又十分方
便，從祥瑞公寓走路5分鐘就可到達金山酒家

等餐館，去中國超市、餐館、醫生診所等地方
十分方便。開發商李兆瓊先生也是著名風水師
，選取這一方風水寶地建成祥瑞公寓，將為入
住的老年朋友們帶來幸福的晚年生活。

祥瑞花園將於一年後竣工，現在正在火爆
熱賣中！ 有了祥瑞花園，您就真正擁有了說走

就走的旅行，無需為家中無人照看而煩惱，物
業管理將會為您打理一切！符合入住條件的需
55歲以上的朋友。經常輾轉兩岸三地，環球旅
行，美東、西、南、北都要跑的朋友們趕緊下
單吧，少了一份打理獨立屋的煩惱，多了一份
自由！需要每年往返看孫兒的老人家也選一套
吧！兒女上班後，再不會因為語言不通，不會
開車而困在家中，中國城近在咫尺，有大巴伺
候，有朋友打發時間！整幢大樓共有62個居住
單元，共五層，再加底層車庫。封閉社區，全
天保安、經理，高亮照明，360度攝像頭，休斯
頓難得一見的帥酷私人陽臺，樓頂花園，現代
綠色設計理念，盡享舒適，高端！共有4種戶
型: 一臥一衛；一臥一衛一書房；兩臥兩衛；兩
臥兩衛一書房。售價20-35萬美金。

銷 售 咨 詢 請 致 電 獨 家 銷 售 Anna Wang
713-979-8242。 "祥瑞”，給您帶來安全，舒
適，祥和，自由！

在動土儀式上在動土儀式上，，國會議員奧爾格林向開發商李兆瓊國會議員奧爾格林向開發商李兆瓊（（中間紅衣者中間紅衣者））贈送賀狀贈送賀狀。。

中國城首家高檔老年公寓祥瑞花園破土動工中國城首家高檔老年公寓祥瑞花園破土動工！！

一年之後祥瑞花園即可竣工一年之後祥瑞花園即可竣工。。
祥瑞花園的獨家地產代理祥瑞花園的獨家地產代理Anna WangAnna Wang
接受美南國際電視采訪接受美南國際電視采訪。。

祥瑞花園的獨家地產代理祥瑞花園的獨家地產代理Anna Wang.Anna Wang. 現場嘉賓雲集現場嘉賓雲集 祥瑞花園的合作夥伴們祥瑞花園的合作夥伴們。。

動土儀式動土儀式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 在 「迎向大自然 」輕
鬆、愉快、舒暢的歌聲中， 「大自然之歌曲班 」 於上
周六下午二時，在僑教中心103 室正式開課。由楊思正
老師及Sherry Chiu 負責，大家在優美的旋律中，以簡譜
學唱，由黃慈印作詞，張慈典作曲的 「迎向大自然 」。
連偶然闖入的記者，也被音樂的感染力而深深震驚。是
誰創造了如此優美的旋律，彷彿甘泉，瞬間把世界的紛
爭和干擾摒棄門外。隨著楊老師搖頭晃腦，開心的唱
著----- 就像歌詞中的心情--- 「在大自然裡猛然覺
醒，追風的歲月，留不住滄海桑田，春天的飛鳥喚醒了
記憶中的家園，心情回到兒時的雀躍！打開窗戶，走出
門外，迎向陽光中的大自然 ！-------」

當天前來上課的學員，不少休士頓中的音樂人，如
湯維藩、程美華夫婦、企業家陸才達，以及許許多多休
市社團的活躍人士，他們都在周末繁忙的午後，趕來上
課，從歌聲中散播正能量，人人感恩知足！人人幸福快
樂！

國 際 熱 愛 大 自 然 促 進 會 The International Nature
Loving Association (INLA）於 2006 年首先成立於中國香
港，之後繼續於中華台北、印尼、馬來西亞、美國、加
拿大、菲律賓、澳洲、新加坡、韓國、尼泊爾成立分會
，五大洲各國分會亦在籌備中。 創始會長 汪慈光總會長
從事教育多年，深感現今許多人因價值觀錯誤，不但忽

視自己 「“人本身”的價值」以及 「生命的可貴與尊嚴
」，並為了個己的利益而任意破壞大自然，致使社會、
國家與全球人類面臨種種混亂不安與生存危機！故自
2001年開始，大力倡導 「熱愛大自然文化」，以各項寓
教於樂的活動，引導青年、青少年與兒童建立正確的價
值觀，實踐維護、熱愛與光輝生命的人生。各國不同背
景、不同國籍、不同信仰、不同文化的人士紛紛表示認
同與支持。為了打造一個跨越種種隔閡的大自然文化國
際交流平台，國際熱愛大自然促進會世界總會 The In-
ternational Nature Loving Federation（F-INLA）因而成立
。 國際熱愛大自然促進會世界總會是一個以藝術為載體
，以教育為根基，以文化為內涵的國際性公益團體。汪
慈光總會長於2001年起推動一系列原創的大自然之歌，
其推廣的目的在於藉歌詞的正向引導，讓更多人能夠藉
由大自然之歌，看見大自然之美，進一步提升心靈的成
長。在遇到挫折困難時，大自然之歌能夠帶給我們正向
的鼓勵，並能體會自己的生命是被大自然如此幸福的呵
護著。 國際熱愛大自然促進會休士頓分會已於上周六起
，每週六下午2:00至4:00於休士頓僑教中心103教室開
辦免費的大自然之歌班，邀請所有喜愛唱歌的朋友一同
來唱出大自然之美、享受滿滿的幸福與喜悅！

報名洽詢專線：（832）495-7602

從歌頌大自然中激發生命的正能量
「 大自然之歌曲班」 上周六開課，現仍繼續招生中

由臺灣文化部以及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鼎力支持，休士
頓臺灣書院與米勒戶外劇場(Miller Outdoor Theatre)共同辦理，邀請曾
經榮獲美國葛萊美獎及美國獨立音樂獎大獎提名的 「十鼓擊樂團」，
於8月最後一個週五(31)日晚間8點整演出 「鼓的傳說」，以鼓樂器作
為創作表現，傳遞時而寂靜、時而鼓動，層巒疊嶂、山水大地呼喚的
磅礡氣勢。為休士頓觀眾帶來源自於臺灣的藝術表演，為休士頓夏天
帶來一絲東方的文化氣息。
「鼓的傳說」演出長達90分鐘，預期精采震撼，氣勢滂沱。並依鼓器

之音律譜出道藝哲思及天籟鼓語。一共演出9首曲目，依序是：(一)風
馳雷掣；(二)乘風破浪；(三)天空斬；(四)吹牛雞；(五)山之喚；(六)涿
鹿之戰； (七)逐鹿躍動映明潭；(八)雷霆再現；(九)雷霆交鋒。

十鼓擊樂團曾在2014年前往愛丁堡藝術節演出，獲得該市最早創
刊的藝評雜誌《Three Weeks》給予4顆星的評價，藝評評價是： 「這
是個會讓你的靈魂高興得跳起來的鼓樂!」(This was drumming to make
your soul jump for joy)。波蘭的雙語雜誌《Pangea Magazine》也給予4顆星
的評價，其評語是： 「說他們表演讚到不可思議一點也不誇張!」 (It
wouldn't be an exaggeration to say that they are making a marvelous job of it.)以
及英國藝評網站《Dark Chat》接近滿分10分的9.75分超高評價。
「十鼓擊樂團」成立於2000年春天，目標是 「傳創台灣土本文化，發揚鼓

樂藝術薪傳」。當初取名為 「十」字代表著鼓棒交疊，匯集十方能量之意

。歷年創作內容皆以臺灣歷史、風景、人文為題材，結合武術、戲劇展現
出肢體的力與美，加上震撼的聲光舞台，將呈現出臺灣音樂多元面貌。

米勒戶外劇場之演出皆為免費，歡迎喜愛音樂的朋友們共同參與這場
鼓樂震撼響宴，地點在: 6000 Hermann Park Dr., Houston, TX 77030，時間
為晚上8點整，相關細節可上米勒戶外劇場官網http://milleroutdoortheatre.
com/或電話: 281-373-3386 查詢。

臺灣十鼓擊樂團 「鼓的傳說-鼓動天地」 音樂響宴
8月31日晚間休士頓米勒戶外劇場磅礡登場

“Abundant Artistic theme of cultural, 
mystic and traditional percussion elements”

Drumming Island
nominated 52nd Annual Grammy Awards
<Best Traditional World Music Album>

Miller Outdoor Theatre
Friday, August 31, 2018

8:00 PM 

來自福爾摩沙島嶼的聲音 

鼓棒擊出生命樂章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Houston

Taiwan Ten-Drum Art Percussion Group

圖為楊思正老師圖為楊思正老師（（ 左立左立）、）、Sherry Chiu (Sherry Chiu ( 右立右立 ）） 正在指導大家唱歌正在指導大家唱歌。（。（ 記記
者秦鴻鈞攝者秦鴻鈞攝 ））

圖為圖為 「「 大自然之歌曲班大自然之歌曲班 」」 開課首日開課首日，，老師與全體學員切蛋糕慶祝老師與全體學員切蛋糕慶祝。（。（ 前排前排
右二右二 ）） 為楊思正老師為楊思正老師（（Emmy Lam )Emmy Lam ) 。（。（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0822WED_B1_Print
	0822WED_B2_Print
	0822WED_B3_Print
	0822WED_B4_Print
	0822WED_B5_Print
	0822WED_B6_Print
	0822WED_B7_Print
	0822WED_B8_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