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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生最反感 6款潮女发型

反感造型 NO.1：头发短的像男孩儿

精灵般的超短发造型清爽干净，时髦的短发造型备

受明星喜爱，凸显完美的脸型与五官。

“我要的是女朋友，不是男朋友”，“这不是妈妈级别

的年龄才会剪的发型吗？”

反感造型 NO.2：头发剃一边是阴阳头吗？

耳朵一侧的剃发效果处理个性十足，将中性帅气与

女性柔美一面完美融合，优雅前卫并重。

“阴阳头是怎么回事”，“我的目光全都集中在铲清

的一面，完全看不到任何女生该有的甜美感”！

反感发型 NO.3：头发没吹干就出门

湿发造型是从近几年的秀场开始流行，因而引起众

多人跟着尝试。彷仿佛刚出浴般的湿发造型透出一股性

感迷离的诱惑感。

“这是洗完头发没吹干就出门了？”，“乱糟糟湿哒哒

的头发丝毫没有任何美感可言”

反感发型 NO.4：贴头皮马尾

光洁的马尾辫造型干净利落，通过最简洁自然的马

尾展现出独立自信、优雅性感的多面性。

“我只想知道扎得这么紧头皮痛不痛啊？”，“一丝不

苟的利落发型太过强势，女王气势难以掌控”。

反感发型 NO.5：五颜六色的挑染像小丑

在原本发色上进行部分挑染与渐层的发色效果，会

让男友不禁感叹“我的女朋友太时髦了！”

顏“花花绿绿的头发 色简直太糟糕了”，“这不是小

顏丑的头发 色吗？！”

反感发型 NO.6：这朵花也太大了吧

花朵头饰能够增添发型清新甜美的可爱俏皮风格，

又能够根据妆容与服装的搭配展现出或柔美或性感的

气息。

头戴花朵不是”如花“的专属吗？ （综合报道）

李蔚華主持國際區執行董事會李蔚華主持國際區執行董事會 即將實施全市安全攝錄像網路連線即將實施全市安全攝錄像網路連線
【本報訊】休士頓國際區

23日中午召開8月份執行董事
會，由國際區區長李蔚華主持
，會中決定加強街頭治安，並
將休士頓警察局實施 「全市安
全攝錄像網路連線」，凡是報

警案件，警方可以在視頻上看
到做案圖像，以利破案。

月會中對於國際區之2400
個商家將派送服務熱線告示貼
標，加強對商家之服務。另外
，國際區已正式成立十年，經

德州州議會通過每年撥款 160
萬元之預算，李蔚華區長也呼
籲華人到區內投資創業，該區
佔地十三英哩，約香港島一半
面積。有關詳情可電美南新聞
總機281-498-4310 聯絡。

李強民大使與國會議員Al Green餐敘重申中美重要關係

【本報訊】李氏公所德州李氏聯邦信用
會年度大會暨午餐會，將於8月26日(周六)中
午 12 時至 1 時 30 分在史坦佛市中國熊餐廳
(China Bear Restaurant)，美東總長李本安(芝
加哥)，美西總長李秀湛 (洛杉磯)，美西副總
長李仁沛 (三藩市)，美東副總長李雄 (休士頓)

會出席。會上會做李氏公所和德州李氏聯邦
信用會年度報告，2018董事會選舉及新任董
事會成員就職，現場也將有豐富的抽獎活動
，歡迎大家踴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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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總領事李強民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總領事李強民((左左))與美國國會議員格林與美國國會議員格林((右右))餐敘上合影餐敘上合影。。

國際區區長李蔚華國際區區長李蔚華((左三左三))主持董事會主持董事會，，與會上和其他董事成員合影與會上和其他董事成員合影。。

李氏公所年度大會暨午餐會周六舉行

舞姿曼妙舞姿曼妙 動人歌喉動人歌喉 沉浸在休士頓的藝術氛圍沉浸在休士頓的藝術氛圍
【本報訊】偉大的藝術家總是讓人難以忘懷，歌壇天后惠特

妮·休斯頓的致敬活動，及曾為紀念保羅沃克而作詞作曲的歌手
查理·普斯都將在這週來到休士頓。周末還有年度劇院開放日，
讓大家來一探舞團、演員、音樂家們幕前幕後的模樣，另外車展
、跳蚤市場跟電影日也歡迎帶上家人兒童去欣賞參觀，祝大家週
末愉快！
1. 年度劇院開放日(Theater District Open House in Downtown)

劇院開放日來了！這天包括 Jones Hall、Wortham Theater
Center、Alley Theatre、Hobby Center、Revention Music Center等
都將展示2018-19季度最好的東西。掀開布幕一探舞台後的藝術
家們，在Hobby Center與百老匯演員一起歌唱，與休士頓芭蕾舞
團一起舞動，也別錯過下午四點休士頓交響樂團的免費音樂會。

時間：8月26日（日）12:00 p.m.－5:00 p.m.
地點：Theater District Houston, TX 77002
門票：免費

2. 最偉大的愛：向惠特妮·休斯頓致敬(The Greatest Love: A
Tribute to Whitney Houston)

為了致敬國際歌壇天后惠特妮·休斯頓（Whitney Houston)，
從超過15000人中選出了來自南非的Belinda Davids，成為這次致
敬巡迴活動演繹惠特妮·休斯頓的人。本身就是惠特妮頭號粉絲
的Belinda，將惠特妮的聲音、台風、肢體，甚至是表情都模仿到
位，渾厚的歌聲和寬廣的音域完美重現惠特妮令人震撼的舞台。

時間：8月26日（日）8:00 p.m.
地點：6000 Hermann Park Drive Houston, TX 77030

門票：免費
3. Silver Street 的夏末跳蚤市場(Flea at Silver Street: End of
Summer)

夏末仍然炎熱，那就來逛逛室內的跳蚤市場吧。Silver Street
可以找到各種獨一無二的收藏品、珠寶、復古藝術品、原創商品
，家居用品，當地食品等。另外當天還有寵物收養活動，喜愛絨
毛朋友的可以去尋找有緣的寶貝帶回家作伴。

時間：8月25-26號（六-日）10:00 a.m.－5:00 p.m.
地點：2000 Edwards Street Houston, TX 77007
門票：$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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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韋霓休斯敦報導)
能夠在家中，享用媽媽或太
太煮出的美食，可說是非常
幸福的一件事。然而中國人
特有的做菜方式中，許多時
候會產生很大的油煙，這個
問題一直困擾眾多家庭主婦
們。但現在不用擔心了，本
著不斷創新與研發的方太廚
電，給中國式家庭廚房帶來
新的展望，方太吸油煙機不
僅能吸盡所有油煙，還能把
熱氣、油味都一掃而清，給
家裡廚房帶來清潔與健康。

許多原來在國內的愛用
者，知道方太廚店在休斯敦
也有門市，都非常開心，不
僅自己購買使用，同時也廣
而告知身邊的親朋好友，原
因就在極高的滿意度，覺得
方太的設計很棒，實用又好

看。
好消息是，方太將有新

品上市，專門為北美廚房所
設計，9月1日開始預售，預
訂者將享$300元的折扣優惠
。

除了原本的網紅機款
JQG7501，方太即將推出新
品 JQG7502， 此 款 兼 備
JQG7501的優質特性，包括
：

1、北美30寸超寬進煙
口，吸力均勻覆蓋: 專為美國
四眼爐頭Range設計，下廚
時無論使用左右哪邊的爐頭
，都不必擔心邊緣跑煙的問
題。

2、6平方尺超大攏煙面
積: 超大的攏煙範圍，在多個
爐頭同時開火的情況下，也
能游刃有餘。

3、雙勁風機系統: 兩颱
風機同時工作，渦輪離心動
力更強勁，排煙更迅速。

新品 JQG 7502 簡約版
的不同之處在於：

1. 機械式操作按鈕: 油
煙機中三個按鍵分別控制強/
中/弱三檔功能，另外一個按
鍵控制燈光效果，四個按鍵
，輕鬆掌控煙機操作。

2. 90°常開式隔煙屏:
貼心設計的隔煙屏與進煙口
成直角設計，在幫助導煙的
同時還可為臉部增加防護。
此外，這款油煙機還有能夠
還原食物本真色彩的明亮燈
光，不必經常清理的超大油
杯、以及可放入洗碗機清洗
的折疊濾網等。

想想看，預購者可享
$300元的優惠，等於只要原

本的三分之二的價格就買到
了，真的是挺划算。為了主
婦們自己與家人的健康，絕
對值得採用。
有興趣者可直接到方太門店
，或是上亞馬遜網預購。

除了活動享受大力折扣
之外，還能參加抽獎，獎品
有 1、GAS78307 方太大火
力爐頭一台（1 名）。2、
$350 iRobot掃地機器人（1
名）。3、張小泉刀具 7件
套 （10名）。4、方太圍裙
（50名）。

諮 詢 電 話 ：
281-201-8186。方太糖城
店 ： 3510 Hwy 6, Sugar
Land, TX 77478（近糖城大
華超市）。網站： http://
www.fotileglobal.com/us/
service/zhan_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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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韋霓休斯敦報導) 無論是家裡
有地方需要翻新，或是想要改變家裡的
氣氛與感覺，讓家變的煥然一新，都需
要好的裝修公司。飛飛裝修的師傅最擅
長的，就是把舊的換新，達成客戶的心
願，把家變的更棒。
家裡房間看起來舊了嗎？有地方需要換
新了嗎？還是想要讓家裡變得更舒適？
更有格調？某些簡單的改變有時能產生

很大的效果。
先想想您希望家裡的

什麼地方做調整？然後欣
賞網站上及雜誌裡的設計
，看看有哪些符合自己的
需要與理想。當然，如果
有預算，也不妨與設計師
討論討論。

一旦確定要改頭換面
的地方，家庭的裝修之旅
就開始了。
不少室內設計師都認為，
要讓家裡變得煥然一新最

簡單、最省錢的方式是重新油漆，換個
不同的顏色，家的感覺立馬不同了。有
些房間的油漆退色，有些也許有痕跡或
汙垢，您可以換個更明亮、更清爽的顏
色。

新的地板常能讓客廳、廚房或是臥
室有嶄新的面貌，現在的選擇性比十年
前、二十年前多很多，無論是質料或是
顏色、式樣，都推陳出新，好的地板往

往能呈現巨大的居家舒適感。
廚房裡的設備日新又新，很多新的

設計不僅好用，視覺上也美觀。櫥櫃也
是需要被更新的項目之一，把老舊的櫥
櫃更換，安裝新的櫥櫃，常能帶來絕佳
的效果。當然，有些人只是重新刷漆，
或是加點新式的設計，像是抽屜的拉環
，或是櫥櫃裡裝滑輪方便取物，在實用
上也很有幫助。
如果沒有太多的時間改造房子，其實，
有些小小的更改也可以變化房間的氣氛
，像是換個新門，或是窗戶，再換窗簾
，風格也會迥然一新。

飛飛裝修專精於地板安裝、刷漆、
石膏板、門窗安裝、櫃子安裝、圍欄、
房屋翻新、衛浴、空調維修與安裝。包
括家庭裝修與商業裝修。效率高、品質
有保證。價格合理，負責周到。

飛飛裝修(Double Fly Remodeling)
電話: 832-885-2222。Email: double-
flyremodeling@gmail.com
微信:Doubleflyremodeling

飛飛裝修飛飛裝修 幫您把家變的煥然一新幫您把家變的煥然一新
專精專精::地板安地板安裝裝、、刷刷漆漆、、門窗安門窗安裝裝、、石膏板等石膏板等

女油畫家金凡個人畫展女油畫家金凡個人畫展
於於Glade GalleryGlade Gallery 畫廊舉行畫廊舉行

(本報休斯敦報導) 中國著名的油
畫家金凡訪美，將於8月26日在休斯
敦北部伍德蘭市（The Woodlands）
舉辦個人畫展，展出其精華作品20餘
幅。駐休斯頓總領館總領事李強民、
伍德蘭市長Gordy Bunch等嘉賓都將
應邀出席。

金凡的畫中，可以看到不同形態
的花卉與靜物，呈現出
各種的表達，有的奔放
，有的鬱鬱，印象感很
強烈。其花卉油畫大部
分都是在寫實基礎上的
意象派，有古典的氣質
，也有中國寫意的靈秀
，可謂融合東西方藝術
的特點，讓人有很大的
聯想空間。

金凡個人畫展舉辦
時 間 ： 8 月 26 日 5:
00pm – 8:00pm。畫
展一直持續到 9 月 16

號。
地 點 ： Glade Gallery, 2000

Woodlands Parkway, The Wood-
lands, TX 77380.

著裝：Business or business ca-
sual。費用：免費參加。畫展期間並
將提供精美的招待食品。

休士頓休士頓 「「愛心組織愛心組織」」 昨舉行學用品捐贈儀式昨舉行學用品捐贈儀式
給休巿北邊低收入戶區兩所美國主流小學給休巿北邊低收入戶區兩所美國主流小學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 由美國蕭邦國際藝術中心、美國
休斯頓大學摩爾音樂學院、美國KAWAI 鋼琴公司、美國美南報
業傳媒集團聯合舉辦的第三屆美南蕭邦國際鋼琴大賽已於上周六
（ 8 月 18 日 ）圓滿落幕。參加這次鋼琴大賽的不僅只有美國當
地的選手，還有多位來自中國的優異選手，他們精彩的演奏，給
評委及觀眾留下深刻的印象。

第三屆美南蕭邦國際鋼琴大賽獲獎名單如下：
兒童組： 一等獎：張文瑞希（Coco Zhang)
二等獎：空缺
三等獎：姜 皓(Anthony Jiang)

少兒A組：一等獎：張紫凝
二等獎：王紫伊
三等獎：李宗軒

少兒B組：一等獎：Andrew Guan
二等獎：Erika Cole
三等獎：胡心悅，王子童（並列）

優秀獎：Leeshia Denhartigh, 姜誠 (Austin Jiang)
青少年A組: 一等獎：Bryant Lee
二等獎：Miranda Lee
三等獎：劉相臣(Xiangchen Liu)
優秀獎：April Massie

青少年B組: 一等獎：劉相志(Xiangzhi Liu)
二等獎：Steven Dong
三等獎：酈怡麟，鄧若水（並列）

優秀獎:Tong Wang, 金桐(Tong Jin)
四手聯彈組：一等獎：王添愉(EllaWang)/朱櫻紫
(April Massie)

二 等 獎 ： 李 偉 誠 (Weicheng Lee) /關 詒 文
(Elizabeth Kwan)

三 等 獎 ： 李 偉 隆 (Weilong Lee ) /李 偉 誠
(Weicheng )

優秀獎： 徐傲東(Harry Xu) /姜皓(Anthony
Jiang)

吳曉萍老師指導的學生均榮獲組四手聯彈金
銀銅三個獎項，全體評委一至給了四手聯彈組第
一名，第二名最高分10分，這也是本次鋼琴比賽
的最高分，兩位選手默契的配合，細緻講究的音
樂處理為評委及觀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這次比賽，吳曉萍老師指導的學生均榮獲組
四手聯彈金銀銅三個獎項，全體評委一致給了四
手聯彈組第一名，第二名最高分 10 分，這也是
本次鋼琴比賽的最高分，兩位選手默契的配合，
細緻講究的音樂處理，為評委及觀眾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

據主辦方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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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的指導，成
為孩子們一難得的體驗，成就更多琴童的音樂夢想！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休士頓
愛心組織，於昨天（ 8 月 25 日 ） 赴
休 士 頓 北 邊 的 Forest Brook Middle
School 舉行學用品捐贈儀式。送出
1500 份全年教學用品給Shadydale Ele-
mentary School 及Fonwood White Ele-
mentary 兩所美國主流小學。這些都是
位於休巿北邊的低收入戶區，一半是
非裔，一半是墨裔。休士頓愛心組織
，為了籌劃這份捐贈儀式，動員了大
量的人手。他們在前一天（ 周五 ）
晚上就已來到現場，包裝，打包，包
括書包和學用品，共1500 份。昨天的
學用品捐贈，也受到各界的關注。美
國聯邦眾議員席拉 ‧ 傑克森 ‧ 李，
特別委派代表 Daniel Espinpza 送來 文
告，由 「愛心組織 」 會長馬健代表
接受。而州議員 Senfronia Thompson
也由代表 Ms. Ayanna Pierre 前來致意
，表示他是台灣真正的朋友。 「台北

經文處 」 陳家彥處長， 「教育組」
周慧宜組長也趕到現場，陳處長並為
今年的 「愛心券 」 主持抽獎。頭獎
是 「台北經文處」 捐贈的大電視，二
獎是 I- Pad , 三獎是 I -Watch , 當天
還穿插舞獅、舞蹈等多項餘興節目，
由11 台記者周璇明主持。

愛心組織為非營利機構，聯合三
十多個休士頓華人組織，包括各僑社
組織，宗教團體和商家等共同籌款、
策劃推動我們共同的宗旨為目標。 「
愛心」的宗旨在增強在美華人社團的
團結，幫助休斯頓地區民族弱勢和貧
困社群以及地區民族之間的溝通與和
諧。

愛心組織至今已是第廿六週年，
在過去廿五年已為二萬五千多位休士
頓貧窮社區的學童提供全年教學用品
，深得僑社和主流社會的肯定。

圖為圖為Mr. Daniel EspinozaMr. Daniel Espinoza （（ 左左 ）） 代表國會議員代表國會議員Shiela JacksonShiela Jackson
LeeLee 頒贈文告頒贈文告。。由由 「「 愛心組織愛心組織 」」 會長馬健會長馬健（（ 右右 ）） 代表接受代表接受。。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所有比賽得獎的選手合影所有比賽得獎的選手合影。。

第三屆美南蕭邦國際鋼琴大賽上周六圓滿落幕第三屆美南蕭邦國際鋼琴大賽上周六圓滿落幕
為鋼琴學子提供展示自我國際舞台為鋼琴學子提供展示自我國際舞台，，得獎名單揭曉得獎名單揭曉

圖為圖為 「「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陳家彥處長陳家彥處長（（後排右二後排右二
）） 「「 教育組教育組 」」 周慧宜組長周慧宜組長（（ 前排左一前排左一 ）） 與與
「「愛心組織愛心組織」」 會長馬健會長馬健（（ 後排左三後排左三）、）、前會前會
長黃登陸長黃登陸（（ 後排右三後排右三）、）、陳瑩陳瑩（（ 前排右二前排右二））
翁定台翁定台（（ 前排右一前排右一 ），），主持人周璇明主持人周璇明（（ 前排前排
左二左二 ）） 合影於捐贈的學用品前合影於捐贈的學用品前。（。（ 記者秦鴻記者秦鴻
鈞攝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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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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日 Sunday, August 26, 2018

雪泥鴻爪雪泥鴻爪 劉昌漢師生畫展劉昌漢師生畫展

和好友高天和好友高天、、李再融夫婦李再融夫婦。。

師大校友合照師大校友合照。。

翁嘉翡為西畫社戴梅熹老師講解作品翁嘉翡為西畫社戴梅熹老師講解作品。。 劉昌漢夫婦和楊國貞劉昌漢夫婦和楊國貞、、吳璟瑢吳璟瑢。。劉昌漢夫婦和賴清陽律師合照劉昌漢夫婦和賴清陽律師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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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8年休士頓全僑健康日年休士頓全僑健康日
昨在僑教中心盛大舉行昨在僑教中心盛大舉行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 全體出席貴賓全體出席貴賓，，主辦單位人員主辦單位人員、、醫師醫師,,
主講醫師在主講醫師在 「「醫學講座醫學講座」」開始前合影開始前合影。。

醫學講座系列的五位主講人醫學講座系列的五位主講人（（左起左起））陶翔醫師陶翔醫師
、、莊仲安醫師莊仲安醫師、、林隆一醫師林隆一醫師、。、。施宏醫師施宏醫師、、林林

琬真物理治療師琬真物理治療師。。

與相關醫師當面諮詢與相關醫師當面諮詢。。 參加者報到參加者報到，，作各種調查登記作各種調查登記。。

大家排隊等候體檢大家排隊等候體檢。。參加參加 「「健康日健康日」」民眾量血壓民眾量血壓。。 「「金城銀行金城銀行」」的服務攤位的服務攤位。（。（左一左一））為該行公關為該行公關TerryTerry。。

僑教中心大禮堂內僑教中心大禮堂內，，參加參加 「「醫學講座醫學講座」」前來前來
聆聽的民眾十分踴躍聆聽的民眾十分踴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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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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日 Sunday, August 26, 2018

台
灣 總 統 蔡
英 文 過 境

美國受到高規格禮遇後，喜心滿懷，豈料返台未
及24 小時，就收到中美洲小國薩爾瓦多宣佈和台
灣斷交，改和中國建交，令台灣邦交國跌至僅剩
17個，這也是蔡英文上台兩年多以來，第五個和
台斷交的友邦。蔡英文狠批北京挑戰中華民國台
灣的底線，台灣外交部長暗斥北京大搞 「金援外
交」；北京嚴辭否認，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強調，
中國 「一帶一路」計劃又多一個新夥伴。美國在
台協會（AIT）則批評，北京片面改變台海現狀，
無助地區穩定，呼籲大陸節制，不要恫嚇台灣。

薩爾瓦多總統塞倫當地時間20日晚上，發表
全國電視講話，宣佈薩爾瓦多與中國即日起建立
外交關係，承認一個中國原則，承認中華人民共
和國政府是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台灣是
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其實在這之前，台
灣外交部長吳釗燮早已提前宣佈，台灣與薩爾瓦
多斷交，台薩85年邦交關係告終。

蔡英文昨早在副總統陳建仁、行政院長賴清
德等陪同下，高調召開記者會，就台薩斷交兩度
發表講話。她炮轟北京對台灣主權進逼的力度，
已經非往昔可比， 「中華民國台灣」是現狀、現
階段最大公約數， 「以中華民國台灣之名的外交
關係被破壞，就是挑戰我們共同的底線」。她提
醒國際社會，這不只是台灣的事，情勢逼切，已
經不容許有任何一點姑息。她之後接見到訪的日
本自民黨青年局局長、眾議員鈴木馨祐一行人時

強打 「自由民主牌」： 「台灣不會因為壓力而屈
服或低頭，只會更團結、更堅定，中國的打壓，
只會讓區域內重視自由、民主的國家，更加緊密
。」

台灣外交部長吳釗燮指出，自6月開始，台掌
握薩爾瓦多外交部長有意前往中國磋商建交事宜
，台府派遣特使前往薩國進行談判。其後他認為
「完全已經沒有希望」，於是馬上向蔡英文報告

。吳暗斥北京進行金援外交，指薩國政府去年以
來不斷向台灣要求大量資金，援助發展 「聯合港
」項目，但台府評估後，認為是不合適的開發案
，或導致台灣和薩國政府陷入高度債務風險。吳
強調，台灣不會進行金援外交，與中國進行金錢
競逐。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則指出，堅持一個中國
原則，是公認的國際關係準則；薩爾瓦多做出政
治決斷，承認並承諾恪守一個中國原則。中國外
交部發言人陸慷昨強調，中薩建交是政治決斷，
否認涉及 「交易籌碼」。

位於薩爾瓦多東部太平洋的聯合港，因為長
期以來沒有國際港口營運公司投標，連年虧損，
每年維修費高達2,500萬美元。美國駐薩爾瓦多大
使馬尼斯上月預測：聯合港項目或有中國介入，
於今看來，所言不差。

薩爾瓦多位處中美洲北部，西北接壤危地馬
拉，東北與洪都拉斯交界，西岸濱臨太平洋。全
國面積 20,742 平方公里，是中美洲面積最小的國
家；人口約652萬人，台方資料顯示，台人投資薩
國基金金額達41.45億新台幣（1，5億 美元）。台
僑委會表示，當地約有300多名台灣人。

上世紀1949 年中華民國遷台前，己
於1933年和薩爾瓦多建交，是屬於舊
中國的老邦交國。1941年派駐巴拿馬
公使兼任駐薩爾瓦多公使，1957年在

薩設立公使館並派專任公使，1961年將公使館升
格為大使館。薩爾瓦多去年1月，才接待過到訪的
蔡英文，台外交部長吳釗燮今年7月，也曾出訪當
地。兩國政府曾簽署多項合作協議，包括自由貿
易協定、農業技術合作協定等。台立法院1992年3
月與薩爾瓦多國會締盟為友好國會，聖薩爾瓦多
市翌年亦與台北市締盟為姊妹市

蔡英文上任總統27個月來，已先後有三個中
美洲和兩個非洲國家與台斷交；而自2000年以來
，台共計已失去了15個邦交國。有台灣學者預料
，北京將繼續瞄準台灣的拉丁美洲邦交國來發動
攻勢，當中尼加拉瓜，很大機會在短期內，會轉
向與北京建交，而蔡英文剛剛完成訪問，並出席
新總統就職典禮的巴拉圭，也屬高危之列，早晚
會 「搖曳蟬聲過別枝」。

台灣致理科技大學拉丁美洲經貿研究中心研
究員楊建平表示，以往北京還會顧忌挖走台灣邦
交國，可能激起台灣民怨，在投票時轉而投給民
進黨，但後來北京發現，越是投鼠忌器，台獨勢
力，反而越囂張，越不把北京的警告當一回事，
逼得北京不得不採取行動來打壓台灣。加上近年
兩岸關係鬧翻，有些小國家想從中獲利，對大陸
的經濟援助充滿憧憬，紛紛轉而投向北京懷抱。
楊預測，尼加拉瓜已是大陸的囊中物，隨時可斷
，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巴拉圭是台在南美唯一
的邦交國，具有指標意義，如果在蔡英文固樁回
國後不久斷交，更有打臉的警示意味。

另外，台灣目前在非洲和歐洲都各僅餘下一
個邦交國。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陸慷昨被問及

惟一與台保持外交關係的非洲國家斯威士蘭，會
否派員出席9月3日開幕的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峯會
時說： 「希望有關國家能夠認清世界大勢。」至
於作為天主教會最高權力機構聖座所在地的梵蒂
岡，近年已多次傳出與中國建交的消息

北京今次再撬牆腳，台灣 「零邦交」危機再
惹關注。台灣學者認為北京此舉，旨在反制蔡英
文過境美國，也是在美國後院示威。北京專家揚
言，兩岸政治互信喪失，台灣再失邦交： 「只要
沒統一就會一直重演。」美國學者直言，美方透
過美國在台協會發出的非正式警告，阻嚇力明顯
不足，北京會依其既定對台方針來行事，估計行
動會越來越大膽。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涉台事務研究中心
主任郭擁軍昨接受台媒訪問，拒絕回應北京最終
目的是否要令台灣 「零邦交」，僅稱 「沒必要執
着於數字」。台灣警察大學公共安全學系教授董
立文認為，北京拉攏薩爾瓦多，就是對蔡英文過
境美國採取 「針對性報復」，日後類似情形，可
能一再發生，但台灣不可因此放棄國際空間的拓
展，畢竟台灣生存的關鍵，仍是在與美、日、歐
等國家的關係。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廖達
琪指出，薩爾瓦多是台灣重要友邦之一： 「中國
挖走我們在中南美洲這樣的大國，算是給台灣很
大的警訊」。東華大學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施正
鋒教授表示，這是危機也是轉機： 「我們應該好
好檢討自己到底是甚麼？要用甚麼身份加入國際
社會？」

美 國 西 肯 塔 基 大 學 亞 洲 政 治 專 家 芮 宗 泰
（Timothy Rich）表示，AIT先前曾就多明尼加與
中國建交指出，改變現狀的舉措無助區域穩定，
但台灣繼續失去友邦。芮宗泰憂心，美國的非正
式警告可能，不再能阻止台灣的外交損失矣。

今年六、七、八，兩個半月的暑假
，又到尾聲，我夫妻二人又收拾閒情，
踏上新學年開課的準備工作。不過校中
部份同仁，似乎玩意未退，首個工作週
末，就嚷著要多玩兩天，才正式面對學
生。因此拉攏我倆同去看由荷里活動作
巨星Jason Statham與中國女星李冰冰主
演的驚嚇片《極悍巨鯊》(THE Meg)。
清心直說，之前我們還以為是一部講述
人類在海洋跟鯊魚搏鬥的影片，但細看
之下，影片卻有深度，呼籲世人生活在
自己的世界裏，千萬不要干擾地球上其
他生物的領域。它是一部電影佳品，票
房也好收得。演員陣容不俗，有狂野時

速的積遜史達頓，中國的李冰冰
，台灣的趙文瑄，荷里活的史提
夫艾頓等配搭。據網站 Business
Insider報道，《極悍巨鯊》在首個
星期五北美開畫日票房有 1650 萬
美元，星期六亦收 1630 萬美元，
計上星期日合共上映 3 日，大收
4450萬美元票房。片商本來預計3
日只收 2000 萬美元，認真是喜出
望外。

電影講述 Jason Statham 飾演的深海
救援專家，拯救一眾潛水員及泳客的故
事， 「海洋學家」李冰冰飾演Jason Sta-
tham囡囡。看過該片 「極悍巨鯊」之後
，我心中忽然浮有個想法 「人類無端白
事去作撩鯊者，那麼遭到鯊魚反擊反噬
，又可怪誰？」

人類總愛以探索或私利為由，亂入
野生動物的家園，惹來襲擊，卻反過來
要剷除來襲者。這是《極悍巨鯊》的大
概故事，這既是屢見不鮮的電影橋段，
也在現實世界中不斷重演，早前，有西
方郵輪意圖闖進挪威島嶼的北極熊棲息
地，遭到北極熊突襲，船員便開槍射殺

， 血
流 河
面 ，
十 分

殘酷。此事件雖然一度引起世界各地民
眾的爭議，但稍稍經過時間的流逝後，
大家便遺忘得一乾二淨，而人類又繼續
在海洋上、森林中，重覆犯上之前的過
錯。

上世紀七十年代自從《大白鯊》系
列電影大賣之後，有關鯊魚主題的荷李
活電影，長拍長有，本來遭殘害以供應
魚趐的鯊魚，不斷扮演窮凶極惡的噬人
角色，繼早兩年的《奪命狂鯊》和《鯊
海47米》之後，今年則出現了由中美兩
國合作拍攝的《極悍巨鯊》，美方代表
有《驚天奪寶》系列導演Jon Turteltaub
和《狂野時速》系列的積遜史達頓，中
方代表有李冰冰夥拍台灣的趙文瑄合演
海洋學家父女。故事改編自史提夫艾頓
的驚險小說，講述一隊深海探測的研究
團隊，派出潛水艇在太平洋進行海底觀
測，在海溝底部遭神秘巨物襲擊，眾船
員被困海底，團隊找來深海拯救專家
Jonas(積遜史達頓飾)協助救援，不料行
動中意外地把一條被認定已在地球絕跡
超過二萬年的巨齒鯊(Megalodon)，引到
中國沿海水域，大開殺戒，Jonas與素妍

（李冰冰飾）合力收拾殘局，誓要消滅
巨鯊。

《極悍巨鯊》前段驚險吸引，拍得
不俗，描寫潛艇闖入巨齒鯊的深海，遭
受猛然撞擊，眾人不確定神秘巨物是甚
麼，只見其影卻未見實體，巨鯊的游動
速度快，來去不動聲色，導演頗能調控
節奏營造驚嚇氣氛，劇情亦充分表現
Jonas的勇猛機智，以及素妍的逞強魯莽
。當巨鯊被人類踩地盤，意外地游離深
海棲息地，在淺水區域四處施襲覓食，
真身亦逐步現形，在先進的CG特技製
作下，巨齒鯊無疑是體型巨大，牙齒鋒
利，每當追擊人類，張口狂噬，確能帶
來壓迫，然而，當史前滄龍或各種異獸
，都已於不同電影登場，單靠巨鯊的惡
形惡相，難以撐足下半場，編導費盡心
思 「扭橋」，送上連串驚險刺激劇情，
於是英雄救美、父女深情對話、悲壯捨
身、人鯊搏鬥、突襲沙灘人潮等，共冶
一爐，情節豐富，惟鋪排略嫌粗疏，一
眾科研人員，更淪為豬一般的隊友，結
尾男主角與巨鯊終極一戰，拍得有血有
肉，卻有點草草收場之感。全片有曾是
英國國家潛水隊及跳水隊隊員的積遜史
達頓撐場，動作場面交足貨，李冰冰曾
參演多部荷李活大片，以英文對白演出
亦算稱職，縱有兒戲情節，仍不失刺激

感，算是具娛樂的動作喜劇。
當大美國的救世主義遇上崛起大國

，人類的自大妄為顯露無遺，所謂的探
索開發，實難掩主宰者心態，亂闖隱密
的大自然棲息地，即使無佔領之意，但
以為到此一遊，就沒有搞亂生態系統，
也未免太愚昧，天曉得會遇上怎樣的生
物？巨齒鯊不過是按本性行動，撩鯊者
遭吞噬，也不能埋怨。戲中海洋學家的
覺悟，來得太遲， 「發現，然後毀滅」
的悲劇，仍然不斷重演，人類幾時才知
道，人類自己不是獨佔地球的呀！
這部由華納兄弟公司和中國引力影視投
資有限公司等共同出品和發行中美合拍
科幻片《巨齒鯊》全球票房總額已超三
點一四億美元。依我所知所見，在美華
人，較少入電影院去欣賞電影，大家抱
着： 何必花費金錢去看，稍後 You
Tube 上可以見到。此種想法應該拋棄
。人生辛苦搵錢，無非是為了享受，花
上十元八塊，走進廣寒宮的電影院內，
坐上舒服無比的沙發椅，耳邊震天價響
的懾人音樂，眼看幾十尺寬闊的大銀幕
上巨型鯊魚迎面而來的震撼, 足夠你回
味無窮，這是你住屋中不可比擬的呀！
聽我介紹，買票入場享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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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三歲兒童也能烹飪美食的智能

馨廚冰箱、佩戴後便可置身晚清時期

重慶街道和碼頭的HoloLens全息裝置

、夏天吹空調還能賺電費的智能光伏

空調……首屆中國國際智能產業博覽

會於23日至25日在重慶舉辦，各種可

供體驗的高精尖“黑科技”亮相智博

會，令觀眾仿佛置身壹場科技嘉年華

。

在重慶國博中心南展區的智慧體

驗廣場上，壹名工作人員點擊了身旁

智能冰箱上的“智能破壁”按鍵，選

中制作南瓜泥，點擊啟動後，壹旁的

破壁機便開始工作了。

這是海爾智慧家庭“4+7+N”全場

景智慧成套解決方案中的馨廚冰箱，

“冰箱不再只用於冷藏食物，它可以

連接烤箱、吸油煙機和消毒櫃等智慧

網器，基於用戶使用習慣主動提供智

慧化服務。”現場工作人員向記者介

紹，這樣的智能冰箱功能強大、操作

簡單，在不遠的未來，三歲孩子也有

望輕松烹飪美食。

在國家文物局展館內，MR技術被

應用到了晚清時期的《增廣重慶地輿

全圖》中。市民通過佩戴HoloLens全

息設備，置身於晚清時期的重慶街道

、店鋪、碼頭等場景中，通過人與場

景、真實文物、虛擬內容等之間的融

合和互動，使用戶從全新的角度了解

和體驗歷史。

走進“格力零碳健康家”體驗區，

參觀者輕點墻壁上的“回家”開關，便

可體驗神奇的“G-IEMS局域能源互聯

網系統”。為什麽說它神奇？記者看到

，體驗區頂部鋪設了22塊光伏板，在

陽光充足時，光伏所發的600V直流電

，可直接驅動室內空調及其他直流家電

的運行。據介紹，當發電量大於全屋家

電所需用電量時，過剩電能可直接存儲

在儲電櫃中備用。倘若儲電櫃滿電，該

系統還能將多余電量“反哺”國家電網

，使用戶得到相應補助，既有利於環保

，又為國家電力做出了貢獻，不僅不花

電費，還能賺錢。

在智慧體驗小鎮，記者看到壹輛

黑白相間的逸動EV460自動駕駛汽車

，車身上印有“SMART”字樣。體驗

者打開APP，點擊“立即用車”，這

輛自動駕駛汽車就從車位出發自動行

駛到叫車人跟前。體驗者上車後，它

便帶著乘客們遊覽智慧小鎮，沿途經

過自動轉彎、識別信號燈、避讓行人

等壹系列考驗，車速可達15-60km/小

時。最後，車輛根據用戶指令，自動

倒車入庫。“天啊，這就是我夢想中

的汽車！”體驗者葛先生連聲稱贊。

過去只存在於科幻大片中的生活

場景，正在逐漸變成現實，以人工智

能、量子信息、移動通信、物聯網、

區塊鏈等為代表的新壹代信息技術的

快速發展，讓“黑科技”壹詞深入人

心。消費者普遍認為，“黑科技”不

僅要夠炫酷，更要有足夠的“生活溫

度”。參觀者李女士感嘆道：“這次

參觀智博會，真正在衣食住行中切實

感受到了人工智能技術的實用價值，

原來‘高科技’離自己的生活如此之

近。”

“21世紀最具顛覆性的技術當數

無人駕駛！”在8月23日開幕的首屆中

國國際智能產業博覽會上，中國工程院

院士、中國人工智能學會理事長李德毅

對“未來汽車”做了鼓舞人心的描述。

在他心目中，真正的無人駕駛汽

車是自動的，更應該是自主的，像駕駛

員壹樣具有學習能力，會開車、會學習

、會交互、有個性、有悟性。由此，就

需要“駕駛腦”，把駕駛的知識放在壹

個物理的盒子裏。“它能夠學習並替代

駕駛員的駕駛認知能力，能夠積累他的

駕駛技巧。”

李德毅描述的人工智能可能帶來的

改變令人振奮。那麽，如何才能實現這壹

改變？首批4個國家新壹代人工智能開放

創新平臺的“掌門人”悉數出席大數據智

能化高峰會，發表自己的最新見解。

騰訊公司創始人、董事局主席馬

化騰提到3個方面：學會打逆風球、做

好跑馬拉松的準備、永不放棄踢“世界

波”(指足球賽中出現的精彩的、讓任

何門將都沒辦法的軌跡怪異的進球，壹

般指遠射——記者註)的夢想。

“我們在很多領域與歐美同行相

比，仍然有不少的差距。中美貿易摩擦

，不但讓人們更清醒地看到了這壹點，

而且還對全球科技行業的協同創新帶來

影響，甚至開始動搖過去20年全球科

技行業繁榮發展的基礎。”他說，如今

需要沈下心來，學會打“逆風球”，通

過創新打破零和博弈的僵局，實現從高

速度增長向高質量發展的轉變。

他表示，數字創新正在與各個垂

直領域深度融合，開始下沈到各行各業

。無論是廣度，還是深度，數字化進程

都不可能壹步到位。它需要我們發揚

“數字工匠精神”，從外到內打磨每壹

個細節的改進，而不是熱衷概念炒作；

它也需要我們幫助更多的人跨過數字鴻

溝，“向下兼容”，帶動弱勢群體、老

少邊窮地區分享數字紅利。對於互聯網

與科技行業的從業者來說，每個人都要

做好跑“馬拉松”的準備。

“從產業角度來說，過去我們往

往看到做基礎研究投入很大，遙遙無期

，更多選擇做應用。長期下來，我們的

基礎研究仍然薄弱，獨到的創新不多。

”他說，現在是政企學研壹起努力來改

變現狀的時候了。“我們不應該放棄，

在科技賽場上踢出‘世界波’的夢想。

”

百度公司創始人、董事長兼首席

執行官李彥宏則認為，發展人工智能，

有3個誤區。

“今天當我們閉上眼睛想象人工

智能時，很多人可能會想到壹個長得像

人的機器，我覺得這就是壹個誤區。”

他說，人工智能長得不應該像人，要解

決的是讓機器能夠像人壹樣思考。

“第二個誤解就是機器怎麽像人

壹樣思考，現在有很多的研究是研究人

腦怎麽工作，我認為這條路也走不通。

”他說，人工智能不是仿生學，人工智

能不是模仿人腦的工作原理，而是要用

機器的方式實現人腦能夠實現的價值或

者作用。

“第三個誤解，就是人工智能威

脅論。”他表示，很多人擔心有壹天人

類會被機器所控制，有壹天我們自己造

出來的技術會毀滅掉我們，“我覺得也

是完全沒有必要的擔心，讓機器像人壹

樣思考，就是所謂的AGI實現，其實還

離我們非常遠。”

科大訊飛董事長劉慶峰表示，人

工智能可以有無窮的想象力，科大訊飛

的翻譯機很快就可以達到專業8級水平

。

“我們經過對35萬名學生的統計

，用人工智能進行精準的因材施教，已

經可以使作業時間節約32%。所以，人

工智能+才是今天改變世界的方式，是

賦能的方式。人工智能不僅有技術的合

作，更要有倫理、法律、社會相關技術

的引導，因此更需要全球合作。”

在阿裏巴巴集團董事局主席馬雲

看來，“站在未來的角度，用未來的方

法去解決今天和明天的問題，我覺得極

具戰略意義。”

他認為，這次技術革命所帶來的

變化遠遠超過想象，未來30年人工智

能技術將深入到社會的方方面面，改變

傳統制造業、服務業，改變教育、醫療

，所有的生活都離不開智能制造。“未

來不是我們這些互聯網公司的天下，而

是用好互聯網公司、用好智能技術公司

的天下。”

“新制造必須是制造業和服務業

的完美結合，必須是實體經濟和虛擬經

濟的完美結合。”他表示，今天的外部

環境下，傳統的靠資源、消耗型的企業

必定會越來越艱難，挑戰也越來越大。

“今天活得不錯的傳統制造業，其實都

是把傳統制造業和互聯網營銷做了很好

的結合。”

他建議，利用大數據、雲計算、

物聯網去實現按需定制。把制造跟互聯

網結合，跟市場結合，跟智能制造結合

，圍繞消費走，這是中國制造業改變的

關鍵壹步。

他認為，新制造是制造業和服務

業的完美結合，未來的制造業不是標準

化和規模化，而是個性化、定制化、智

能化。“實體經濟和互聯網以後誰也離

不開誰，未來90%的零售額將在互聯網

上，90%的制造業會在互聯網上。”

他認為，未來有三項核心技術：

智能制造、IT、區塊鏈。數據是新制造

的關鍵要素，而用好數據是智能技術的

能力，是走向智能化不可逾越的關口

。智能技術會在新制造中扮演越來越

重要的角色。

“機器可以更聰明，可以快速、

可以更精準，但機器不可能有價值觀

、不可能有夢想、不可能有愛，因為

機器只有機心、芯片，而人類有愛心

。”

四大"掌門"齊聚重慶智博會
為人工智能未來把脈

這些衣食住行的“黑科技”了解壹下

近日，人們用商品和它對應需要的

購買錢幣擺在壹起，生動地展示出貨幣

貶值的嚴重。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17日

晚在電視講話中宣布，石油幣今後將作

為該國的國際記賬單位，以及國內工資

和商品、服務定價的基準。

3，500，000玻利瓦爾可以買壹塊

肥皂。馬杜羅表示，待貨幣改革完成後

，壹個石油幣將等於3600主權玻利瓦爾

。社會最低工資將提高到月薪1800主權

玻利瓦爾，即半個石油幣。由於通貨膨

脹和貨幣貶值嚴重，委內瑞拉將於本月

20日實施貨幣改革。 8月21日報道，8月20日，在位於瑞士日內瓦的聯合國萬國宮，工作人員哀悼前秘書長安南。

當地時間2018年8月19日，印度新德裏，印度前總理拉吉夫· 甘地誕辰74周年前夕，國會工作人員用牛奶清洗拉吉夫· 甘地的

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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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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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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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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友反目 美威脅對土耳其施加更多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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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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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泳隊上屆亞運以22金力壓日本的10
金，而雅加達亞運，中國最終以19：19

跟日本金牌數打平，而只計奧運項目，中
國則以17：16力壓對手。國家隊領軍人
物孫楊今屆奪得4面個人項目金牌，
漸見成熟的徐嘉余則贏得50米、
100米、200米背泳、4×100混合
泳及男女 4×100 米混合泳接
力，加冕“五金王”。

徐嘉余領軍閆子貝、李朱
濠和余賀新贏得今屆亞運男子
4×100米混合泳接力。對於比
賽中湧現出包括覃海洋、閆子
貝、季新傑等一批年輕選
手，國家泳隊領隊程浩說：
“雖然有點遺憾，但通過大賽
也有一定鍛煉。”總結全屆亞
運，程浩表示成績整體符合預
期，52名泳手中第一次參加亞
運的佔71%，符合練兵目標。
中國隊在里約奧運斬獲1金

2銀3銅。展望東京奧運，除了孫
楊和徐嘉余值得期待，汪順在200

米混合泳力壓日本名將萩野公介奪
金，預料奧運兩人較量勢備受關注。日本

隊方面，獲得100米、200米蛙泳冠軍的小關也
朱篤頗具實力，而擁有萩野公介、瀨戶大野的400米混

合泳也是日本隊重點奪金項目之一。

池江璃花子鋒芒畢露
女將方面，日本今屆亞運有00後超新星池江璃花子拿下包括兩項接力賽在內共6面金

牌，改寫日本隊史紀錄，其中100米蝶泳以56秒30刷新亞運紀錄。國家隊劉湘在非奧運項目
的50米背泳游出26秒98的世界紀錄，而在50米自由泳則以0.07秒僅負於池江璃花子。另方
面，傅園慧今屆狀態不佳無金而回，至於李冰潔在200米自由泳雖奪冠，但距池江的賽季最好
成績尚有差距。

國家隊“陽盛陰衰”
值得關注的還有亞運400米、800米和1,500米自由泳包攬金銀牌的王簡嘉禾和李冰潔。

“她們經過磨練和成長，可能會有不錯發揮。包括在布達佩斯世錦賽只輸給冠軍美國隊1.57
秒的女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程浩說。對於中國泳軍“陽盛陰衰”的問題，他認為，
女隊整體趨勢還是向上的。然而中國泳隊著名教練韓冰岩認為，雖然女泳手新秀眾多，但缺
乏突出新人也是不爭的事實。 ■中新社

一連六天的雅加達亞運游泳比賽日前落幕。中國隊金牌總數和日本隊19：19平分

秋色，延續着2002年來亞運賽場對日本的不敗戰績。展望兩年後東京奧運，中日兩隊

之爭相信激戰可期。

雅加達亞運田徑項目 25日大幕開
啟。首個決賽項目男子馬拉松，代表中國
隊出戰的西藏小將多布傑發揮出色，以2
小時18分48秒成績摘得銅牌，實現中國
男子馬拉松亞運歷來最好成績。多布傑賽
後坦言，成績不是很理想，但達到自己的
目標。同日男子百米預賽，中國飛人蘇炳
添以10秒27輕鬆小組第1出線。國家女
排以3：0橫掃哈薩克，提前一輪鎖定小
組首名入8強，朱婷出戰兩局，貢獻10
分。

乒球跳水掀戰幔
從26日起，中國的奧運金牌項目乒

乓球、跳水、蹦床、場地單車等將相繼開
賽，加上尚有5金待出的羽毛球單項、射
擊收官日的兩個項目和花樣游泳等，中國
軍團有望在這些優勢項目上再掀奪金高
潮。 在亞洲體壇，中國跳水一騎絕塵，
實現連續11屆亞運金牌全
包攬。本次大賽，以4位奧
運冠軍領銜的中國跳水隊當
能再次席捲全部10金。乒
乓球在2010年亞運曾包攬7
金，上屆卻憾失混雙冠軍。
雅加達之行，雖然國乒四大
主力馬龍、許昕、丁寧、劉
詩雯悉數缺陣，但貴為“國
球”，奪冠的目標相信不會
改變。 ■新華社、中新社

國家跑手馬拉松
摘銅創歷史

■■作為泳池賽場的競爭對手作為泳池賽場的競爭對手，，徐嘉徐嘉
余余((左左))與入江陵介惺惺相惜與入江陵介惺惺相惜。。新華社新華社

■■孫楊領銜中國游泳軍

孫楊領銜中國游泳軍

團迎戰奧運
團迎戰奧運。。 中通社中通社

■■今屆亞運今屆亞運，，池江璃花子池江璃花子((中中))寫下紀錄寫下紀錄，，
劉湘劉湘((左左))則創下世界最佳新績則創下世界最佳新績。。 路透社路透社

■■多布傑獲得男子馬拉松季軍多布傑獲得男子馬拉松季軍。。 新華社新華社

■■徐一璠徐一璠((左左))//楊釗煊楊釗煊2525日日
為中國贏得為中國贏得1212年來首個亞年來首個亞
運網球女雙冠軍運網球女雙冠軍。。 法新社法新社

香港隊包辦本屆亞運男單壁球賽事金
銀牌！兩位港隊代表歐鎮銘及李浩賢，於
25日的壁球男單準決賽同樣在落後兩局下
成功反勝，令港隊肯定可以增添1金 1
銀。另一方面，胡兆康領軍的港保齡球隊
25日以9分之微力壓中華台北奪得男子六
人隊際銀牌；而空手道選手劉慕裳25日於
女子個人型項目勇挫韓國選手，順利為港
隊贏得一面銅牌。

亞運保齡球項目的比賽由8月22至27
日在印尼巨港舉行。在25日結束的男子六
人賽項目中，港代表隊派出胡兆康、麥卓
賢、曾德軒、劉冠濠、黃鈞源與謝晉軒出
戰，並以8,175分獲得亞軍。韓國隊以8,
540分奪冠，中華台北以8,166分得第三
名。

而25日的壁球男單準決賽，率先登
場的歐鎮銘，面對印度的沙拉夫遇上重大
考驗，被對方開局連下兩城；幸好歐鎮銘
並未因此自亂陣腳，收拾心情下連贏3局
11：6、11：5及11：6，最終反勝對手成
為首位晉級亞運決賽的港將。

歐鎮銘賽後表示，沒想過能殺入決
賽，致勝關鍵是自己落後時能冷靜下來，

加上對手可能首兩局去得太盡，導致體力
下降，成為比賽的分野。值得驕傲的是，
另一港將李浩賢將於決賽與歐鎮銘會合，
這位30歲球手25日在另一場準決賽落後
局數0：2下，同樣反勝馬來西亞的安南過
關，與歐鎮銘爭逐金牌。

劉慕裳空手道摘銅
同樣值得高興的是，劉慕裳25日先

替香港隊於空手道女子個人型項目取得
一面銅牌。世界排名第5的劉慕裳首度征
戰亞運，這位26歲選手25日先於8強擊
敗越南對手過關，可惜於準決賽不敵世

界排名第2的日本選手清水希容，只能與
韓國代表爭逐季軍，幸而劉慕裳此時發
揮水準，更以5：0大勝對手，順利贏得
一面銅牌。

羽毛球方面，雖然李晉熙/周凱華組
合於混雙失利，惟鄧俊文/謝影雪則順利
以直落兩局擊敗泰國組合普亞華蘭魯羅/
泰拉坦娜齊殺入4強。至於其餘港將同日
則命運迥異，其中黃永棋及伍家朗分別
於男單16強比賽擊敗中華台北的王子
維，以及斯里蘭卡的卡魯納拉特納殺入8
強，但張雁宜及葉姵延則同於此圈出
局。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浩然

港壁球隊攬男單冠亞港壁球隊攬男單冠亞

■■香港保齡球隊奪得男子六人隊際賽銀牌。 奧委會圖片
■■歐鎮銘賽後激情慶祝歐鎮銘賽後激情慶祝。。
大文集團特派記者張銳大文集團特派記者張銳 攝攝

雅加達亞運會乒乓球團體小組
賽分組形勢25日揭曉，兩項團體冠
軍將於28日產生。港女隊與新加
坡、馬來西、越南及尼泊爾同處D
組；而男隊被分在C組，同組對手
有韓國、印度、蒙古及也門。

港隊總教練陳江華表示，女隊籤
運正常，男隊形勢則比較艱難，“與
韓國同組，我們處下風，所以我們需
擺正心態放下包袱全力去搏，希望創
下奇跡。”

至於國家女乒與印度、伊朗和
卡塔爾隊被分在A組。男團方面，
A組的國乒與朝鮮、馬來西亞、尼
泊爾和老撾隊同組。

帶着為2020年東京奧運會選
拔培養隊員的目的，國乒派出年
輕陣容參加本屆亞運會，多數隊
員沒有大型綜合性運動會的參賽

經驗。男隊方面，由樊振東帶領
林高遠、王楚欽、梁靖崑和薛飛
四人參賽，女隊由朱雨玲領銜，
其他隊員為陳夢、王曼昱、陳幸
同和孫穎莎。

國乒女隊的主要對手為日本、
韓國與中國香港，男隊則將與日
本、韓國和中華台北等對手展開角
逐。

值得注意的是，被視為這一奧
運周期內國乒最大對手的日本隊此
番也沒有派出水谷隼、石川佳純、
伊藤美誠、平野美宇等絕對主力參
賽。

雅加達亞運會乒乓球團體賽事
26日開始，在三個比賽日過後產生
冠軍，之後進行男單、女單和混雙
爭奪。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曉莉

乒乓分組出爐
港隊無包袱全力搏

■香港乒隊誓言全力以赴。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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