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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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社）當局指出，阿聯酋航空一架從杜拜飛紐約
班機高達100名乘客和機組員於飛行途中身體不適，飛機
降落紐約甘迺迪國際機場後，其中至少19人證實罹病。至
少搭載521名乘客的阿聯酋航空（Emirates Airlines）203
航班於美東夏令時間5日上午9時過後不久降落紐約甘迺迪
國際機場（John F. Kennedy International Airport）。紐約
巿長辦公室發言人康崔拉斯（Raul Contreras）表示，證實
罹病的19人中有10人送醫，但另外9人拒絕接受治療。

阿聯酋航空發言人表示，機上所有乘客都獲准在下午
之前離開，並表示3名乘客和7名機組人員就醫接受治療。

這名發言人說： 「9名乘客在飛機附近的場所接受額
外醫學篩檢，後來放行。其他乘客獲准離開、過海關。」

美國疾病管制暨預防中心（CDC）聲明表示，約100
名乘客在機上出現咳嗽和發燒的症狀，通報身體不適。

紐約與新澤西港口事務管理局（Port Authority of
New York and New Jersey）聲明指出，該架雙層空中巴
士A380（Airbus A380）飛機被引導至遠離航廈的地點，
讓處理緊急事件的官員得以評估相關情勢。

白宮發言人桑德斯（Sarah Sanders）表示，正在監控
此情事，且總統川普已聽取最新情勢簡報。

阿聯酋飛紐約客機百人不適阿聯酋飛紐約客機百人不適 至少至少1919人證實罹病人證實罹病

阿聯酋航空飛紐約客機發生乘客罹病事件阿聯酋航空飛紐約客機發生乘客罹病事件。。((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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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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0-JESSICA 葉慈律師B4567_8

Tel: 713-815-5011 / 832-279-7772
10700 Richmond Ave, STE 230, 

Houston, TX 77042

    公民入籍考試輔導班 保證通過
* 由專業入籍考試輔導老師一對一教學輔導

* 提供最新入籍考試基本試題，模擬考題，

   仿真練習，讓您100%通過

* VIP級別輔導，時間靈活，循環輔導，

   依照學員的基礎量身定制

* 面試由專業律師陪同

   歡迎電話咨詢 ： 

   713-815-5011 / 832-279-7772

      

專辦:    移民法 (家庭，特殊人才等)

非移民(簽證延期，身份轉換，學生簽證等)

商業法（合同簽訂，項目投資）

家庭法   ( 協議離婚，離婚糾紛）

委托書，單身證明，生活經濟擔保以及

各類公證 等等

商業過戶 / 房屋過戶

葉慈律師事務所 YATES CONSULTING GROUP, LLC

（綜合報導）飽受 「燕子」 颱風摧殘的日
本，今（6日）凌晨台北時間2時8分（當地時
間3點08分）左右，在北海道膽區中東地區發
生規模6.7強震。目前北海道發生大規模停電，
有些人受困倒塌建築內，而地震發生後不久，
小牧市有名82歲老人無心跳呼吸。另根據NHK
報導，雖然這次地震可能會有一些潮汐變化，
但不用擔心海嘯的破壞。

震導致北海道約295萬戶停電，北海道電
力表示，正嘗試重啟4台受影響的發電站以恢
復電力供應。此外，6.7強震導致房屋倒塌；?
振地區的厚真町的消防署表示，署內的通信器
材受損，未能接收緊急電話，而町內亦有住宅
倒塌以及汽車翻側等報告。千歲市消防部則收
到有人受傷及有火警發生的報告。

各地震度：安平町測得的震度達 「6強」 ；
札幌北區、苫小牧、江別、惠庭、長沼、三笠
測得震度 「5強」 ；函館、室蘭、登別、白老
、?振伊達、岩見澤、石狩測得震度 「5弱」 ；
札幌中央、小樽、旭川、釧路、?廣、夕張、留

萌、長萬部、洞爺湖、富良野測得震度 「4」 。
地震發生後不久，苫小牧市開設36所避難

中心、日本JR新幹線和札幌地下鐵也暫停停駛
，北海道中央巴士宣布，道內的所有公車全部
停駛，另北海道部分學校今日也將停課。

因強烈地震，導致北海道大規模停電，據
「每日新聞」 報導，北海道災害對策本部於凌

晨5時接獲北海道電力公司通報，北海道境內
所有火力發電廠全停擺。

日本氣象廳表示，地震發生在當地時間凌
晨3時8分，震央在北海道振地方中東部，震源
深度約40公里。安平町錄得的6強的震度等級
，千歲市為6弱，札幌市北區、苫小牧市等地
的震度等級測得得5強。

據日本氣象廳的震度等級區分，6強表示大
部分不穩固的重傢俱移動和倒下，大部分房屋
的牆面磚和玻璃窗受損下墮，大部分非鋼筋混
凝土的磚牆倒塌，耐震能力較差的房屋倒塌，
耐震能力較強的房屋亦有可能嚴重受損。

日本北海道規模6.7強震 大規模停電、建築倒塌有人受困

（綜合報導）超級強颱燕子4日重創西日本
，關西國際機場因淹水、聯外橋梁被油輪撞裂
而頓時成孤島，5日靠高速船和巴士接駁救出約
3000名受困航站1夜的旅客，這次的災情恐使
關西機場長期關閉。關西機場是全球第一座完
全以填海造陸建成的海上機場，9月4日正逢啟
用24周年，卻因風災凸顯出海上機場因應天災
的脆弱。

關西機場4日中午因颱風逼近而封鎖跑道，
下午1點半左右1艘千噸大油輪被暴風吹得起錨
，並以80公里的時速撞上關西機場唯一的聯外
橋梁，使全長3.75公里的橋梁損傷嚴重，也阻
斷了路面交通。

關西機場5日確認了聯外橋梁北側路線可以
通車後，一早便利用連接關西和神戶機場的海
上高速船及連接大阪泉佐野車站的接駁巴士，
免費運送受困機場的旅客。關西機場5日因部分
跑道、設施積水未退而關閉，且表示無法預測
跑道何時可重新啟用。

關西機場於1987年在大阪灣外海約5公里

處動工興建人工島，1994年9月4日完工啟用
，第1期島上有全長3500公尺的A跑道，第2
期有第2航站及廉價航空專用的4000公尺B跑
道，飛航全球逾80個城市，每天平均有7萬
8000名旅客利用。貨運主要以半導體等工業零
件為主，去年出口額約達5兆6000億日圓，僅
次於成田國際機場。

機場位於外海的好處是可24小時全天候起
降。關西機場2017年度國內線加國際線的旅客
人數約達2880萬人，起降次數約18萬8000次
，創至今的最高紀錄。

海上機場的缺點則是容易地層下陷或因颱
風海水倒灌、淹水。關西機場建在水深18公尺
的軟弱地層上，現在的地層與啟用時相比已下
沉3公尺以上。

關西機場2004年8月曾經歷颱風災害，使
跑道旁的道路浸水，故將護岸防波堤加高到約
2.7公尺，也增強了排水功能。相關人士指出，
護岸已加高到可阻擋50年1度的大巨浪，不料
這次海水潮位及風災程度都超乎預想。

機場地層脆弱 24年下沉3米（綜合報導）當我們想要知道什麼是最好
的減重方法時，經常發減重有各種不同的理論
，其中有些還會互相矛盾，網路上各種訊息太
多，常讓人不知如何取捨。在健身師、營養師
與醫師建議的各種減重方式中，有些簡單而易
做的生活小習慣卻經常在減重的過程中被忽略
。

談到減重時，減少食量應該最容易被忽略
的方法。然而，如果你已經減少食量，並持續
運動，減重成效卻遇上瓶頸，那麼有些技巧可
以幫助你快速跨越障礙。以下是美國福斯新聞
網的專家們整理出12個幾乎沒有爭議的秘技，
不需要花太多精神、時間與金錢，就可以使減
重成效加速到近乎神奇的地步，讓你的減重與
健身過程受到更大的鼓舞。
1.多喝水

水可以幫助你感覺飽腹，所以可以吃得較
少。營養師Misti Gueron說，每天飲用8至10
杯水可以減輕體重，因為許多研究表明，人的
大腦常會混淆口渴與飢餓的感覺，因此許多人
口渴時選擇進食，這只是習慣問題，但卻會增
加不必要的體重。在飯前30分鐘飲用兩杯水的
人比未喝水的人，三個月下來減少了近3磅。

2.做好飲食紀錄
飲食紀錄聽起來不太性感，但所有研究都

證明有效。Kaiser Permanente健康研究中心的
研究顯示，飲食紀錄可以讓減重的效果加倍。
沒有飲食紀錄時，很容易會忘記在等人、發呆
或滑手機時隨手拿來吃下的食物。專家建議可
以紀錄在手機上，也可以使用減重APP。
3.調整飲食內容比例

在原有飲食內容中做些調整，比完全不食
用某些食物要容易多了。例如，用一碗藍莓和
一勺冰淇淋代替一碗冰淇淋和幾顆藍莓。一杯
冰淇淋的熱量超過250卡，且沒有其他營養，
相比一碗藍莓只有80卡，而且是纖維和維生素
C的良好來源。或者按此原則調整盤子裡麵食
與蔬菜的比例，可以多攝取些纖維素與維生素.
4.嘗試做高強度間歇式運動(HIIT)

每週增加30分鐘有氧運動，必然有助於燃
燒體脂肪，紐約市認證健身師Amie Hoff說，
如果沒有時間，就試試高強度間歇運動，就是
在運動（跑步、騎自行車、跳繩都可以）時做
短時間(10~15秒)衝刺，然後慢下來30秒和緩
運動來恢復呼吸心跳。隨著體力進步，衝刺與
恢復時間可以調整。

加速減重成效 專家教你12個神奇秘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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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進入太空需要對抗地球引力，
需要昂貴的火箭和大量的燃料，因此科幻小說家
一直有一種想像：連接地球和太空的電梯。現在
日本工程師即將開始做小規模測試。

科學警報(science alert)報導，日本靜岡大
學工程學院團隊將在9月11日進行一種規模很
小，但是很重要的實驗，兩個長寬只有10公分
的小立方衛星，以10公尺的鋼纜相連接，並且
會有一座小電梯，在衛星中間的鋼纜來回移動，
以測試太空電梯的可行性。

靜岡大學的團隊成員表示： 「這將是世界第
一次太空中電梯運動的測試實驗。」

太空電梯的發想是俄國太空理論專家康斯坦
丁．齊奧爾科夫斯基（Konstantin Tsiolkovsky
）提出的，他是在1895年看到巴黎艾菲爾鐵塔
後，感受中間的電梯後，就提出連接太空與地球
的電梯。自他以後，這項技術已經多次出現在各
種科幻小說當中。

實施太空電梯所涉及的技術挑戰非常巨大，
首先它需要由足夠輕的材料構成高塔，以免被自

身重量壓垮，同時還需要具備足夠的強度，以承
受由因離心力作用造成的的張力，以保持電梯；
第三，它還必須承受來自地球、太陽和月亮的重
力，以及地球本身的氣候環境（比如強風）。

又輕又強韌的奈米碳管技術一直被認為是太
空電梯的好材料，但目前還不具備大量製造奈米
碳管的技術，而整座太空梯電，至少需要生產
96000公里的奈米碳管纜繩。

然而，日本的研究團隊認為，思考材料的強
度之前，應該要先證明太空電梯理論是否可行，
因此靜岡大學才會先進行這場實驗，他們要瞭解
，在太空環境中，電梯能否成功運行，還是會受
到電梯行動時的扭力給影響。

靜岡大學工程師石川洋司(Yoji Ishikawa)說
： 「從理論上講，太空電梯非常合理，我相信未
來人類前往太空，就是搭電梯一樣簡單。」

日本建築公司大林組已經宣示，只要太空電
梯的原理被證明可行，他們就會希望在2050年
時，將太空電梯給完成並投入運營。

日本即將測試太空電梯 希望2050年正式動工

（綜合報導）英國警方今天宣布，已掌握
「足夠證據」 ，認定兩名俄羅斯軍事情報總局

(GRU，格魯烏)的官員，就是今年3月在英國索
爾茲伯里(Salisbury)，以神經毒劑攻擊俄國前雙
面諜史柯里帕和女兒尤利婭的嫌犯。不過，俄方
對此指控全盤否認。

英國警方和英國皇家檢察署(CPS)指出，已
有足夠證據起訴兩嫌，英相梅伊表示，

亞歷山大‧佩特羅夫(Alexander Petrov)和
拉斯蘭‧波許羅夫(Ruslan Boshirov)任職於俄國
軍事情報總局，兩人目前都不在英國，執行行動
前以化名入境英國。梅伊詳述檢警過濾上千支監

視器、以及馬不停蹄調查後的結果指出，兩人的
下毒之舉 「並非魯莽行動」 ， 「幾乎可確定是經
由俄國政府高層批准。」

但針對英國政府的最新指控，俄方持續嚴詞
否認。外交部發言人札卡洛娃女士回應， 「名字
和照片被公開在媒體上，但這不代表什麼。」 她
呼籲英國當局，雙方應該透過執法部門合作，讓
此事水落石出，而非採取公開指控和操弄資訊等
手段。

史柯里帕父女遭攻擊後都幸運活命，英方直
指莫斯科是幕後黑手，但俄國抵死不認，美國為
首的西方世界國家，因此對俄方祭出制裁行動。

英：神經毒劑攻擊為俄軍情特務所為 俄反擊：勿操弄訊息
（綜合報導）據韓國開發研究院（KDI）5

日發佈的報告顯示，北韓對華貿易依賴度日益
提高，且無煙煤佔比過高。為了實現北韓出口
市場多元化，兩韓需要加強經濟合作。

報告表示，從2002年起大陸開始成為北韓
最大出口對象國，尤其從2009年起，大陸在北
韓對外貿易中所佔的比重急劇上升，2016年上
升至90%。報告指出，北韓對華貿易依賴度日
益提高，目前，大陸在北韓對外貿易中佔絕對
優勢。

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至2016年，無煙
煤是北韓的最大出口品目。報告分析稱，隨著
大陸經濟快速發展，化石燃料使用量劇增，這
推動了北韓無煙煤生產及出口增加。此外，北

韓2006年進行第一次核子試驗後，國際社會加
大對朝制裁力度，而北韓也從戰略層次擴大無
煙煤出口規模。

報告指出，北韓出口品目過於集中在無煙
煤，若這種出口結構長期持續下去，會削弱其
他產業的競爭力。以無煙煤為主的出口結構容
易被國際行情左右，過度依賴大陸的貿易結構
也容易受到陸方經濟表現的衝擊。從長遠角度
來講，這會給北韓經濟發展帶來負面影響。

報告指出，韓國需探索能促進北韓經濟發
展的經濟合作模式，降低無煙煤在北韓出口中
所佔的比重，積極發掘服裝、電子、軟體等能
促進北韓經濟發展的全新出口品目。

韓智庫報告：北韓對華貿易依賴高達90％

（綜合報導）比利時皇室日前在官方IG及推特帳號上同步
發布照片，將滿17歲的未來女王伊莉莎白公主（Princess Elis-
abeth）一襲輕便打扮，坐在黑色行李箱上面露微笑，準備啟程
前往英國展開新的校園生活。

事實上，伊莉莎白公主近年來屢成鎂光燈追逐 「嬌」 點，7
月份以一襲黑色長洋裝亮相比利時國慶日慶典，更被紐約時尚雜
誌《PAPER》盛讚遺傳了母親瑪蒂爾德王后（Mathilde）的好品
味，可望成為下世代的時尚之星。

伊莉莎白公主出生於2001
年10月25日，她的父親菲力普國王（King Philippe）2013年繼
承王位後，她也成為比利時王位的第一順位繼承人。根據皇室官
方網站，伊莉莎白相當有語言天分，除了通曉荷蘭語、法語、英
語，外媒更披露她正在學習德文及中文。此外，她也展現多重嗜
好，相當愛好運動，包括網球、滑雪、潛水都有涉獵，同時也喜
愛彈鋼琴、烹飪，堪稱動靜皆宜。

伊莉莎白公主8月底已啟程前往位於英國威爾斯的大西洋書

院（UWC Atlantic College）就讀，根據《星期日泰晤士報》
（The Sunday Times）、《每日郵報》（Daily Mail）報導，這
所學校素有 「嬉皮版霍格華茲」 之稱，希望培育對社會有正面力
量的有志之士，學校成立宗旨是為了促進學員間的相互了解，最
終目標則是要傳遞世界和平的理念。

報導指出，伊莉莎白將不會享有特殊待遇，她將和其他360
名、來自90個國家的學生共享威爾斯潮濕的氣候。

17歲清秀才女比利時未來女王鎂光燈追逐 「嬌」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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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大選致企業3300億美元交易暫停
綜合報導 全球商業、金融信息和財

經資訊供應商彭博統計的數據顯示，今
年10月份的巴西大選導致至少3300億
美元的企業交易暫停，包括收購、並購
、股票和證券發行等業務。

比如波音公司（Boeing）及巴西航
空工業公司（Embraer）簽訂了協議，
計劃成立壹家巴西商業航空領域的合資
公司，估值為47.5億美元。但由於總統
候選人的立場不同，這個公司既可以被
看作是有利國家和企業發展的項目，又
可以看做是威脅國家安全的舉措。

總統候選人盧拉•達席爾瓦（Lula
da Silva）之前就稱這兩個公司達成的協
議是“非法的”，若他上臺，將會利用
政府在Embraer中的投票權來否定這個
協議。而另外壹個候選人傑拉爾多•阿
爾克明（Geraldo Alckmin）就認為這個
合資公司對於對兩個企業和巴西來說都
是好事。不只是波音和Embraer，巴西
國家電力公司（Eletrobras）、巴西國家
石油公司（Petrobras）、利安德巴賽
爾公司（LyondellBasell）也都有交易
暫停，需要等待巴西選民決定未來的
市場和經濟。

“匯率波動、經濟確定性和大選的
未知都對企業的業務有影響，大選後市

場會逐步穩定，情況會
有所改善。”伊塔烏投
資銀行的主管羅德裏克•
格 林 雷 斯 （Roderick
Greenlees）說。“離大選
越近，企業的交易越難完
成。當對未來幾年的基本
情景沒有預測時，很難降
低買賣雙方之間的價格差
異。”伊塔烏的收購並購
主管愛德華多•吉馬雷斯
（Eduardo Guimarães）說
。

今年3季度開始以來公布的並購、
收購案金額為47.9億美元，同比下降了
37%。今年來的收並購金額為 328 億
美元，同比下降了4.5%。巴西在拉丁美
洲的收並購案中的占比為26%，低於去
年的33%。

“大選是完全不確定的，人們很難
做出長期性的投資或者撤資決策。”摩
根斯坦利拉美地區可變收入聯合負責人
愛德華多•門德斯（Eduardo Mendez
）說。他表示，新興市場正在經歷波動
，巴西大選的不確定性會加劇這壹緊張
局勢。今年，巴西的股票發行總額為
247億雷亞爾，同比減少了7.4%。

巴西BTG Pactual投資銀行的合夥
人費爾南達•奧迪斯（Fernanda Ortiz
）強調，候選人對稅收政策的立場也會
影響企業的交易。大部分候選人贊同對
公司的紅利征稅，這意味著投資者的回
報會減少。

這330億美元暫停的投資不包括政
府拍賣的12座機場、4條鐵路以及6條
公路，政府承認這些項目拍賣會推遲至
明年，這部分投資預估為640億雷亞爾
。“在大選後我們可以看到大量交易
完成。”律師事務所Mattos Filho的合
夥人佩德羅•迪亞斯（Pedro Dias）說
。

槍擊案不斷，死亡人數攀升
加拿大或考慮全面禁槍

綜合報導 在過去的三個月中，加拿
大多個城市接連爆出多起槍擊案件，死
傷人數仍在攀升。槍擊長期占據加拿大
的新聞頭條，引發很多人對槍支管制問
題的關心。 據報道，自由黨政府正在考
慮在全加拿大實行全面禁用手槍及攻
擊性武器。日前，總理特魯多（Jus-
tin Trudeau）下達授權書（mandate
letter）給聯邦邊境安全及打擊有組織
犯罪部長布萊爾（Bill Blair），命令
他 與 聯 邦 公 共 安 全 部 長 古 迪 爾

（Ralph Goodale），共同商議控槍方
面的管制條例或法案。

信中指出，布萊爾需在不妨礙國民
合法使用武器的同時，研究在全國境內
禁止手槍與攻擊步槍。委托書中，布萊
爾還接到其他幾項任務，包括立法減少
黑幫和有組織犯罪行為，負責回應非法
入境者問題，和實行大麻合法化。

整個8月，加拿大的多倫多始終籠
罩在接連的槍襲陰影中。8月30日，多
倫多的壹個出人群密集的商場又發生了

槍擊案。案發之後，商店裏的群眾四處
逃竄，驚慌失措。最新調查顯示，在
Yorkdale開槍的是壹名20歲黑人男子，
名叫Zion Sankar-Beharry，並發布了他
的照片。 然而，此人目前仍下落不明。
最後壹次被看見是在華人聚居區士嘉堡
的 Warden Avenue 和 Steeles Avenue
East附近。該地有不少華人餐館和超市
。

據多倫多警方表示，最新的這起惡
性事件，開槍時有兩夥人發生對峙，雙
方各有至少3人。而就在今年的7月22
日，多倫多小希臘槍擊案。造成2人死
亡，13人受傷，震驚北美。此外，6月
30日，多倫多市中心的娛樂區也發生了
壹起惡性槍擊案，兇手在鬧市掃射人
群，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傷。

截至目前，多倫多發生的兇殺命案
中，已有63人喪生，這個數字已經等於

2017年全年的總數。槍擊案致死率更是
已經超過紐約。 放眼加拿大西部城市，
在今年初的時候，溫哥華百老匯街
（Broadway Street）發生街頭槍擊案
，壹名15歲華裔少年乘車經過，不幸遭
流彈擊中身亡。

面對接踵而至的槍襲事件，日前，
多倫多市議會投票通過決議，要敦促聯
邦政府在該市禁止使用售賣手槍和彈
藥。魁北克省蒙特利爾的市議會也在多
倫多之後，也投票通過了動議，呼籲聯
邦政府加強起有關槍支的規定，禁止非
執法人員擁有手槍和步槍。可見，在加
拿大各大城市，槍案頻發，槍支管理不
善已經成為人們心中的隱患。

加拿大總理特魯多承諾，政府將逐
步采取措施來保證加拿大人的安全，他
稱，“我們正在參考學習世界各國在槍
支管制問題上的做法，從中找得到最好

的證據和數據來做出正確的決定。”然
而，政府在全國境內禁止手槍與攻擊步
槍的意圖也遭到眾多吐槽。

例如，加拿大射擊運動協會（Ca-
nadian Shooting Sports Association）
行政總監班拿杜（Tony Bernardo）說
，聯邦研究禁槍法例是表明隨後將付諸
實施，意味將強行從200萬合法持槍人
士手中，拿走合法財產，這是破壞民主
的行為。目前離下屆聯邦大選只有壹年
時間，班拿杜指聯邦自由黨此舉為政治
自殺（political suicide）。

此外，特魯多還在信中表示，布萊爾
必須與美國就《安全第三國協議》
（Safe Third Country Agreement）及
越境難民問題對話，並且與聯邦外交部長
方慧蘭（Chrystia Freeland）和聯邦移民
部長胡森（Ahmed Hussen），合作解
決問題。

開車玩手機很危險！
巴西政府加大罰款力度

綜合報導 近日，巴西交通醫學協會（Abramet）指出，2018年上
半年，巴西司機開車使用手機的次數達到26.8萬次，這種行為平均每天
導致150人死亡。

據報道，盡管任何壹名司機都知道在開車的時候玩手機是不正確
的，但隨著技術的進步，人們對於智能手機的依賴程度越來越高，也有
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在開車的時候使用智能手機。巴西國家交通部（De-
natran）的數據表明，僅2018年1月到7月間，就有268300名司機因
為在開車時玩手機收到了罰款。

這個數字比2017年同期的數量增長了167%，這意味著，對於駕駛
員、乘客和行人來說，在路上行走變得更加危險了。

巴西交通醫學協會公布的數據還指出，因在開車時玩手機而死亡的人數
每天達到150人，是威脅巴西司機、乘客和行人的第三大“馬路殺手”。

巴西民調機構Cesvi Brasil 進行的壹項調查也指出，壹名駕駛員
在行駛途中看手機，他會有接近3秒鐘的時間註意力不在道路上，這
聽起來雖然很少，但卻足以造成非常嚴重的交通事故。因為這可能
會導致駕駛員無法留意到交通信號燈的改變、前方車輛的突然剎車
或者車輛變道。

自2016年以來，巴西的交通法規（CTB）就已經將在駕駛時玩手
機視為非常危險的駕駛行為。而最新的交通法規規定，在駕駛時玩手機
的行為可能會最高收到424雷亞爾的罰款。

歐盟宣布解除中國太陽能板進口限制
9月3日開始實施

綜合報導 歐盟委員會聲明表示，歐盟針對中國太陽能面板反傾銷
及反補貼限制措施，於9月3日正式解除。

聲明稱，解除針對中國太陽能面板反傾銷及反補貼限制是出於市場
和環保的需要，和考慮生產商，以及太陽能面板的直接用戶和進口商的需
求，推進歐盟新的可再生能源發展。因此，歐盟委員會認為，取消對中國
太陽能面板反傾銷及反補貼限制措施，符合歐盟整體的利益最大化。

據報道，2013年，歐盟首次對中國進口太陽能電池板、晶圓片和
電池實施反傾銷和反補貼政策。2017年3月，歐盟宣布將該項限制措施
延長18個月，並表示不會再次延長。

根據歐盟對中國太陽能面板反傾銷及反補貼限制措施，倘若中國太
陽能板在歐盟的銷售價格，低於歐盟同類產品的最低價格，將會被征收
64.9%的關稅。

歐盟解除中國太陽能面板反傾銷及反補貼限制措施，主要是考量兩
方面的利益平衡，首先是歐盟光伏設備制造商的利益，另外，則是需要
降低太陽能發電成本進口商和安裝商的經營成本。

對於歐盟宣布取消對中國太陽能面板的進口限制，歐盟光伏設備生
產商普遍擔心將會導致產品大量湧入。歐盟生產商聯盟（EU ProSun
）表示，取消對中國太陽能面板的進口限制，歐洲光伏設備制造商將遭
受重創。該聯盟稱，壹些歐洲太陽能面板制造商，正在考慮是否對該項
措施向歐洲法院提出訴訟。

歐洲太陽能聯合會（SolarPower Europe）對歐盟的該項決定表示
支持。並認為，歐盟取消對中國太陽能面板的進口限制，將使歐盟市場
光伏產品需求增加30%，並創造出4.5萬個就業崗位。

埃及考古學家發現新石器時代村莊

歷史比金字塔久遠
綜合報導 埃及考古學家表示，

他們發現尼羅河三角洲（Nile Delta
）最老的村莊之壹，歷史可以追溯到
新石器時代。

埃及古物部在聲明中表示，埃及
和法國的壹項聯合任務團發現數個儲
藏用谷倉，內含大量動植物化石、陶
器以及石器。

埃及古物部表示，這項發現代
表早在公元前 5000 年到 4001 年
這壹千年，就有人類居住在埃及
北 部 代 蓋 赫 利 耶 省 （El-Dakahlia
） 的 肥 沃 地區薩馬拉古都（Tell
al-Samara），遠早於目前已知埃
及最古老的金字塔。

負責地中海沿岸埃及、希臘和羅
馬古跡的古物部官員黑德（Nadia
Khedr）說：“針對發現的生物材料
進行分析，能讓我們更清楚了解三角
洲首批定居部落，也能研究埃及農業
以及農業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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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名記者伍華德新書直下猛
藥，不斷爆料川普不為人知故事，其中還包括美
國 總 統 川 普 曾 想 暗 殺 敘 利 亞 總 統 阿 塞 德
（Bashar al-Assad）。

1970年代揭穿水門案的美國名記者伍華德
（Bob Woodward），出版新書《恐懼：川普入
主白宮》（Fear: Trump in the White House，暫
譯）中揭露許多不為人知的秘辛。

其中寫道敘利亞在2017年4月爆發化武攻擊
平民醜聞，川普事後向國防部長馬提斯（Jim

Mattis）表達想要暗殺阿塞德的想法，馬提斯強
調用的不是暗殺，而是有限度的飛彈轟炸，對阿
塞德造成的傷害不大，但會把事情搞定。馬提斯
還曾對同事抱怨，川普的行為及理解程度，就像
是小學五、六年級學生的水準。

白宮發言人桑德斯（Sarah Sanders）則發
布聲明表示，這本書不過是些捏造的故事，許多
是心懷不滿的前員工所說，讓總統看起來很糟糕
，強調川普為美國人民帶來前所未有的成功。

川普被爆 一度想暗殺敘利亞總統

（綜合報導）美國共和黨重量級參議員約翰
馬侃(John McCain III)辭世後，他原本的亞利桑
那州參議員位置需要遞補人選，最終決定由前任
的該州參議員，現年76歲的強凱爾（Jon Kyl）
來補上。不過他已表示，這次回到參議院只是過
渡馬侃剩下的任期，不會爭取連任。

美聯社報導，當馬侃過世之後，亞利桑那州
需要有一名參選員補上，於是亞州長杜西(Doug
Ducey)宣布，空缺由凱爾來接替。凱爾在1995
年~ 2012年是亞利桑那州參議員，長期與馬侃
共事，2012年之後主動選擇退休，做遊說者的
工作。

凱爾表示，他接受任命完全是出於對共和黨
的責任感，只會做到明年1月3日國會前的這段
時間。然而凱爾的責任也頗重，因為這個任期將
會處理美國最高法院法官的人選，預計他會同意
布雷特．卡瓦諾(Brett Kavanaugh)的任命。

凱爾在亞歷桑那州很有人望，稱的上德高望
重，他與川普形成鮮明對比，包括溫和的講話方
式，屬於很共和黨式的保守氣質，不那麼民粹主
義的 「共和黨先鋒隊」 ，因此選擇凱爾接替馬侃

，絕對是個保險牌。
凱爾的整個參議員生涯都與馬侃搭檔，所以

兩人的交情相當長久，包括馬侃的遺孀也同意這
項任命，她發推文說： 「凱爾是我和約翰(馬侃)
最親愛的朋友，這項住命也是對約翰的敬意，我
相信他已準備重返公共服務，以幫助亞歷桑那州
。」

不管如何，凱爾已經表明他只會做到1月，
如果凱爾確定在1月離開參議院，那麼亞利桑那
州州長必須再任命另一個人補上，馬侃的任期到
2022年才會結束。

然而，亞歷桑那州另一名參議員傑夫．法蘭
克(Jeff Flake)早早就說不會爭取連任，之後共和
黨在進行黨內初選後，由現任的亞歷桑那眾議員
瑪莎．麥克莎莉(Martha McSally)得到提名，她
經常被視為具有馬侃特質的人物，因為同樣曾是
軍人，也都是戰機飛行員。

麥克莎莉現在爭取的是參議員期中改選，與
民主黨的克莉絲汀．席尼瑪(Kyrsten Sinema)在
競爭，如果麥克莎莉落選，也可能在明年直接被
任命，遞補馬侃的懸缺。

馬侃接班人確定 由前任議員凱爾遞補

（綜合報導）台灣邦交岌岌可危！在薩爾瓦多成為今年第3個與我國斷交、轉向與中國建交
的國家後，目前台灣邦交僅剩17個，外界出現 「零邦交」 與 「邦交無用論」 耳語。美國共和、
民主兩黨聯邦參議員提出 「台北法案」 ，阻止台剩餘邦交國轉向中國。

綜合外媒報導，美國共和黨籍參院外交委員會亞太小組主席賈德納（Cory Gardner）、盧比
歐（Marco Rubio）與民主黨議員馬基（Ed Markey）、梅南德茲（Robert Menendez）5日提出
「台北法案」 ，盼加強台灣在世界各地的地位。

台北法案主要目的為阻剩餘友邦與台斷交，內容中指出，將要求美國採取行動與各國交涉，
以支持台灣的外交承認或加強與台灣的非官方關係。

法案中也進一步指出，如有其他國家採取對台灣不利行動，法案授權美國國務院降級與這些
國家的外交關係，並授權國務院暫停或改變美國對該國的外援。

美參議員提出台北法案美參議員提出台北法案 阻剩餘友邦與台斷交阻剩餘友邦與台斷交

（綜合報導）美國總統川普日前嗆聲說，
打算再度升級貿易戰。即使北美自由貿易協定
重新談判成功，但是石油和天然氣行業卻還是
可能受到貿易戰嚴重波及，下一輪雙方互相加
徵25%關稅名單中，中國早已經將這2大產業
列入。也就是說，即使目前為止，中國一直沒
有對美國原油和液化天然出口徵收關稅，但是
下一階段可能就直接將矛頭指向石油和天然氣
了。

根據《商業內幕》(Business Insider)報導
，雖然能源產業在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中躲過一
劫，但是卻無法避免在中美貿易大戰中，受到
廣泛波及。由於川普政府打算對各國徵收25%
鋼鐵稅和10%的鋁關稅，勢必導致石油和天然
氣行業的成本暴增。

並且，上月3日北京當局提出針對價值
600億美元的美國進口商品施以報復關稅時，
液化天然氣已被列入25%關稅稅率名單中，雙
方互相加徵關稅的日期可能落在本月底或下月
初。川普一直致力於恢復美國國內的製造業，
而鋼鐵和鋁又是石油和天然氣項目的主要原料
，假設成本增加的話，價格飆升可能引起從上
游生產商到油田供應商、煉油廠、液化天然氣
出口商及其他供應商等，整個能源業的大反彈
。

報導指出，如果川普選擇把貿易戰提升到
一個新水平，那麼全球新興市場可能會因為貨
幣動盪而陷入困境，全球經濟成長呈現不穩定
狀態，經濟學家看衰美國景氣未來兩年恐怕也
會走下坡。

下波貿易戰！這2大產業恐中招
（綜合報導）美國國家情報總監柯茨4日

在華盛頓的一個情報與國家安全會議上說，美
國 「越來越了解中國的企圖」 。

他說，在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的領導下，
大陸繼續追逐更加積極的外交政策，企圖推進
大陸日漸擴張的國家利益和資產。他說，大陸
試圖在現行的國際體系中為自己打造特殊的大
國角色，並試圖改變國際體系，使自己的獲益
最大化。

美國之音中文網報導，柯茨表示，大陸將

繼續利用海外基礎設施建設項目 「一帶一路」
來促進自己的政治和經濟影響力，並試圖延伸
軍事觸角。

柯茨說，大陸的影響力在亞洲感受最大，
但目前也在逐漸擴張到非洲、拉丁美洲和中東
地區。在南中國海，中國是打算取得南中國海
的實際控制權的。

柯茨在情報與國家安全峰會上還說，美國
目前最大的國家安全挑戰來自網路攻擊，特別
要警惕敵對國家對美國期中選舉的干擾。

美國情報總監：越來越了解中國大陸的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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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擊偷拍歪風
韓國首爾將建立“無偷拍放心公廁”

綜合報導 韓國首爾市將建立無偷
拍放心公共衛生間。首爾市表示，“女
性安心保安官”從兩年前開始定期檢查
公共衛生間偷拍鏡頭但效果不佳，本次
將大力投入資源全面化檢查。而把檢查
範圍擴大至私人建築，仍是壹大難題。

據報道，首爾市2日發表了《無非
法偷拍放心衛生間促進計劃》，預計從
今年10月起，每天檢查地鐵、公園、
地下商城等2萬多個公共衛生間是否存
在隱藏攝像頭。

首爾市將指定各公共設施管理部
門，由公共保潔人員負責肉眼檢查公
共衛生間是否出現新鉆孔、存在異常設
備等，並填寫檢查登記表。

首爾市從2016年8月起建立了50
人的女性安心保安官檢查非法偷拍攝像
頭，由於人員有限，每個衛生間的檢查
間隔時間為2到3個月。目前首爾市共

有2.554萬個公共衛生間，每天的維護
人員為8157人。維護人員投入檢查，
每人每天能檢查2.5個左右的衛生間。

女性安心保安官將主要對娛樂場
所、漢江遊泳場、蠶室綜合運動場等
人口流動密集、非法拍攝高發的1000
個“特別管理對象”衛生間進行隨時檢
查。

盡管首爾市加強了對公共衛生間的
檢查，但非法拍攝主要集中在私人建築
中，很難全面管制。女性安心保安官過
去兩年間檢測的結果為零。偷拍犯罪案
件則與日俱增，2012 年偷拍案件為
2400件，2017年增加到6470件，5年
間增長了2.7倍。

首爾市計劃對加油站等3803處私
人建築衛生間進行每周2次以上的定期
檢查，並從明年起向應區分而未分離男
女衛生間的私人建築提供分離補貼。

MH370報告有隱情？
專家：報告部分內容或被修改

綜合報導 馬 來 西 亞 航 空 公 司
MH370客機失蹤逾4年。盡管馬來西
亞政府在 7月底公布了詳細的官方調
查報告，但由於調查報告被指並無
實質內容，客機失聯事件真相仍撲朔
迷離。英媒最新爆料稱，馬政府公布
的MH370調查報告中，部分內容或被
修改。

據報道，馬航MH370獨立調查組
的調查專家們發表驚人言論，馬來西
亞航空公司公布的消息以及馬來西亞
官方發布的調查報告都不完整，可能
被修改過。馬來西亞航空公司隱瞞了
相關信息。

該獨立調查組負責人維克多·伊南諾
（Victor Iannello）指出，他在馬來西亞
政府公布的信息以及調查報告中發現異
常信息。“讓人失望的是，在MH370

失蹤4年多之後，我們還在要求馬來西
亞公布截留的數據，”伊南諾說，
“這些異常信息暗示，調查報告披露
的信息並不完整，報告中部分內容已
經被修改。”

“軍用雷達數據就是壹個例子。盡
管相關數據有說明客機在偏離原定航線
後如何飛行的，但這方面數據並不完
整。”伊南諾表示。

伊南諾還認為，馬政府公布調查報
告中，馬來西亞航空公司調度中心的壹
條短信也可能被修改。據悉，根據調查
報告，馬來西亞航空公司調度中心公布
了客機失聯當天地面空管中心向客機發
的壹條信息，信息寫道：“請求（原文
如此）。請盡快聯系胡誌明市空中管制
中心（原文如此）。他們抱怨在雷達上
跟蹤不到妳們。收到信息請回復（原文

如此）。致意！”但伊南諾指
出，經核查，這壹信息可能被修
改，信息移除了以“M”開頭的
人名。

“馬來西亞應該在客機失聯
當天（2014年3月8日）下午12
點48分至晚上8點之間，公布這
條信息，”伊南諾稱，“這點非
常重要。”

報道稱，對於獨立調查組專
家的上述言論，《每日郵報》已
聯系馬來西亞航空公司，但目前
尚未看到回復。

2014 年 3 月 8 日，載有 239 人的
MH370飛機從吉隆坡飛往北京的途中失
蹤。其中乘客227名，機組人員12人。
227名乘客中，大陸153人、臺灣1人。
客機失蹤後，多國組織大規模的搜救行

動，但迄今為止壹直未發現客機下落。
時隔 4 年多，馬來西亞政府於當

地時間 7 月 30 日就公布 MH370 最新
報告召開新聞發布會，並將報告主
體 部 分 在 網 上 公 布 。 該 報 告 名 為

《MH370 安全調查報告》，主體部
分共計 495 頁，內容包括飛機基本
信息、機組人員構成、調查和搜尋
工作等信息。但根據報告，飛機失
蹤原因依然不明。

臺風“燕子”將登陸日本
日氣象廳籲嚴防強風大雨

綜合報導 今年第21號臺風“燕子”4日將登陸日本
，由於風力逼近中臺上限，是今年襲日臺風中最強的壹個
，日本氣象廳呼籲民眾盡速及早避難，未來2天在日本各
地旅遊的人都要嚴防強風大雨。

報道稱，氣象廳預報課主任預報官黑良龍太上午召開
記者會表示，臺風“燕子”強度比起日前登陸四國的第20
號臺風“西馬隆”還要強；登陸後不光是西日本地區，連
東日本及北日本地區都可能出現強風，希望民眾盡速及早
避難，以保自身安全。

另據報道，“燕子”是今年侵襲日本的臺風中，最強
的壹個，氣象廳呼籲日本民眾4日到5日嚴防全國性的暴
風雨，並避免不必要的外出。氣象廳表示，日本時間上午9
時，“燕子”中心位置在沖繩縣南大東島東北東約220公裏處
，並以每小時20公裏速度朝北北西行進。“燕子”目前中心
附近最大風速為每秒45米，強度比昨天每秒50米略為減弱壹
些，但仍逼近中臺風力上限。

“燕子”外圍環流下午就將影響四國及九州島地區，
4日全日本都可能出現強風大雨；“燕子”登陸後將受到
西風帶影響，行進方向將偏東，速度可能加快為2倍。

到5日上午前的24小時降雨量預測值，近畿、四國及
東海地區為500毫米；關東甲信、北陸地區為400毫米；
東北、北海道為200毫米；中國地區則為150毫米。

依照氣象廳預測路徑，“燕子”可能從四國登陸，再
轉向北北東侵襲關西及北陸等地，預計5日淩晨暴風圈會
掃過北海道西部城市，最後前往庫頁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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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丁克現場觀賽 國足U21小勝緬甸

ONE冠軍賽一觸即發 熊競楠繼續衛冕之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保誠香港

網球公開賽2018”5日宣佈，王薔及張帥，在

10月6日至14日將強勢到港參加WTA國際巡

迴賽香港賽事。而女網兩大滿貫錦標得主李娜

應邀參加名人賽。

“2018年中國足協中國之隊國際青
年足球錦標賽”（下稱：國青四國賽）日
前在雲南省曲靖市文化體育公園體育場揭
開帷幕。結果中國U21男足憑賀璽的入
球，1：0戰勝緬甸U21男足取得開門
紅。而荷蘭名帥希丁克則有到現場觀賽。
中國隊開場表現積極主動，第12分

鐘從左路發動進攻，禁區附近的賀璽接謝
維軍橫傳快射入網，中國隊1：0領先。
第36分鐘，兩隊在門前展開爭搶，曹永
競連續兩腳射門均被緬甸隊守門員撲出。
下半場，中國隊大量換人，兩隊在中場的
爭奪陷入膠着。第85分鐘，雷文傑的射
門中柱，中國隊錯失擴大比分機會，1：0
的比數保持到完場。

此次國青四國賽，被看作是中國U21
國奧隊的正式亮相。雖然中國足協尚未官
方宣佈，但名帥希丁克已開始進入“主教
練”角色。比賽開始前30分鐘，希丁克
已來到看台，灰色西裝搭配牛仔褲，嚼着
口香糖的荷蘭人顯得很輕鬆。比賽哨響，
希丁克戴上眼鏡、收起笑容，注視着球
場。半場休息，希丁克並未離開看台，而
是對照正選名單做筆記，不時與身邊的助
理教練說話。比賽結束後，希丁克目送中
國隊離場後才離開了看台。
目前，中國U21男足仍由中方教練組

負責，教練組組長是沈祥福。希丁克將觀
看本次賽事，並與球隊接觸，但不會參與
指揮。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潘志南）中國
女網球星李娜入選“國際網球名人堂”8
位候選人之一，更被視為大熱門，成為第
一位入選的亞洲人。
香港網總會長莫君逸形容以李娜的

條件，就算其餘7位女球手雖然亦奪得過
大滿貫，亦難以超越她。李娜是目前亞洲
唯一一個中國籍、更贏了兩個大滿貫的球
手，不單只掀起中國網球熱潮，還推動網
球運動遍及整個亞洲，成就無人能及。

在 2011年法國公開賽封后，並於
2014年澳洲公開賽再舉起冠軍獎盃的李娜
發表聲明說：“網球在中國發展歷史不
長，我很榮幸能夠成為網壇一分子，這項
運動在中國越來越受到歡迎。”
“國際網球名人堂”將於今年年底

宣佈誰是入選球員。而候選人名單還包括
兩屆大滿貫賽女單冠軍法國的皮雅絲
（Mary Pierce）、俄羅斯前世界球王卡
菲尼可夫（Yevgeny Kafelnikov）、曾獲
溫布頓冠軍的西班牙球手瑪天妮絲
（Conchita Martinez），以及克羅利亞的
伊凡尼斯域（Goran Ivanisev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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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贏得亞運金牌的中國女排，日前以不同陣容出征瑞
士精英賽，並於首輪分組賽以直落3局輕取東道主旗開得
勝。
與之前兩屆瑞士公開賽相同，中國女排皆是由執行教

練安家傑領軍，而陣容方面，如朱婷等亞運成員留在北京
訓練，而3位奧運隊成員劉曉彤、龔翔宇及林莉則負責領
軍，並配以新人孫海平和吳晗等出征。然而，以舊帶新的
中國女排於首戰仍是贏得十分輕鬆，3局比分分別為25：
21、25：14及25：10。國家隊將於北京時間周四凌晨，出
戰對意大利的第2輪分組賽。
另一方面，剛從印尼回國的亞運金牌成員，日前則重新

展開操練，但由於剛出戰大賽不久，在考量體能等狀況下，
是次訓練據報只是作一些簡單的技術練習；值得一提的是，
因傷缺席了亞運的張常寧亦已歸隊，可與朱婷、袁心玥、丁
霞、曾春蕾、王夢潔、姚迪及李盈瑩等亞運隊成員合練。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浩然

中國女排瑞士賽橫掃東道主

今年晉身美網8強的唯一亞洲球手“日
本細威”大阪直美、2017年法網冠軍

奧絲達賓高、世界排名第7的絲維度蓮娜皆
已落實到港，絲維度蓮娜剛在美網32強把
王薔淘汰出局，在香港站兩人或狹路相逢。
而尚有兩張外卡，則將給予世界排名前20
位的球手參戰，惟目前未有定案。

中國球手成為今次賽事焦點，女網兩項
大滿貫錦標得主李娜，亦將以特別嘉賓身份
現身支持。她將於10月9日晚上7時，夥拍
貴賓名人進行表演賽。當日為賽事的學生
日，料勢必座無虛席。網總會長莫君逸表
示：“李娜一口便答允到港，她訪港期間更
會參與網球為主題的公益活動。”
“保誠香港網球公開賽2018”將在今

年10月6日至14日假維多利亞公園網球主

場舉行場舉行。。賽事成功邀得大滿貫冠軍賽事成功邀得大滿貫冠軍、、世界排世界排
名前名前1010的球手及球壇新的球手及球壇新星到港較勁，爭奪
總獎金高達50萬美元。

增設同樂區吸引球迷
賽會今屆將擴大以網球主場旁的6號足

球場為“同樂區”，務求容納更多市民參
與。賽事首3天，即6至8號將不收門票。
之後票價及發售細節容後公佈。

李娜李娜應邀應邀

出戰名人賽
出戰名人賽
香港網球公開賽高手雲集

香港網球公開賽高手雲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夏微上海報道）9
月8日，“ONE：鬥破蒼穹”大型格鬥賽事將
在滬舉行。來自中國、新加坡、菲律賓、日
本、意大利、法國等多個國家的名將已經做
好最後的準備。5日的選手見面會上，熊競楠
表示，無論比賽結果如何都會尊重對手。
“鐵拳女王”熊競楠將與巴西女將薩馬

拉桑托絲相遇，繼續女子草量級世界冠軍衛
冕之戰。首度衛冕後熊競楠曾稱：“因為比
賽在中國澳門，在我的主場進行。我很希望
打出漂亮的終結比賽。但進入地面纏鬥後，
對手展現了出色的力量。所以在後兩個回
合，我選擇合理分配體力，進行有效的打
擊。”如今面對上海站的主賽，熊競楠表

示：“我很珍惜職業生涯的黃金年齡，因為
回想起從職業拳擊轉型綜合格鬥運動，在經
歷了最初的不適應以及重大傷病，為成為世
界冠軍付出了很大的代價。對於家門口比賽
的機會，我要將最飽滿的狀態獻給上海的觀
眾和媒體朋友們。”
另外兩名出場的中國戰將分別是“石頭

人”陳磊與“泰拳小子”韓子豪。陳磊將對
陣來自馬來西亞的“叢林貓”穆罕默德艾
曼。韓子豪則對陣希臘老將斯特格斯馬里諾
斯。陳磊表示，很高興能夠主場作戰。而韓
子豪則直言此前輸掉的對決令他至今心有不
甘，希望在上海以其獨特的泰拳必殺技擊敗
對手。

■■李娜以視像與香港球迷打招呼李娜以視像與香港球迷打招呼。。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 攝攝

■■李娜在李娜在20112011年法網獲得年法網獲得
冠軍冠軍。。 新華社新華社

■■一眾嘉賓及球手大合照一眾嘉賓及球手大合照。。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攝攝

■■民政事務局體育專員楊德強民政事務局體育專員楊德強（（右右））55日日
出席活動出席活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攝攝

■■中國隊中國隊99號球員何小柯號球員何小柯
起腳射門起腳射門。。 中新社中新社

■中國隊球員龔翔宇（左）在比賽中扣球。 新華社

■熊競楠將在上海站繼續冠軍衛冕之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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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歲的Laura5日在“生命小戰士會”的分享會上表示，她4年前確診患有急性骨髓性白血病，被迫
停學治療，坦言當時很不開心，及後平復心情和接受治
療後有所好轉，但在兩年前病情復發，需要接受來自姐
姐的骨髓移植手術及化療，身體情況較為反覆，“因為
接受化療後，身體的白血球指數降低，會發燒、易受感
染。”
Laura指，因為腸部有受傷，曾一段時間不能進

食，幸而現時情況稍為好轉，但身體會出現排斥反應，
如皮膚出現紅點，服用過多類固醇更令她出現骨枯。

從歌詞獲啟發：平常心面對
別以為小朋友是嬌嬌的不能捱苦，其實他們能忍受

的程度及成熟程度比我們想像中更厲害。Laura說，她
是一個樂觀的人，在確診患有急性骨髓性白血病後，是
抱着“既來之，則安之”的心態去面對，並說本地歌手
林奕匡《一雙手》的“我知，一雙手只要握成拳頭，能
捱下去”歌詞讓她堅持下去。
她續指，當情況好轉時，補習老師會到訪與她談

天，讓她體會到“病情難以改變，但心態可以。”

良師因癌離世 抗病意志更堅
Laura說，很記得補習老師每次聽她訴苦，都會開

解她及說句“放輕鬆”來安慰她，就連她獨自一人在手
術室準備換骨髓時，也靠着歌詞及良師的說話撐過去。

不幸的是良師後來卻因舌癌及淋巴癌去世，雖然很
是痛苦，但Laura更堅定意志面對病魔，更立志在明年
升讀大學時要就讀生物化學，研究破壞性較化療低的治
療方法，令他人不會再體會到她曾經歷的痛楚及遺憾。
她續說，在為患癌病的兒童及家屬服務的“生命小

戰士會”中，學會了夏威夷小吉他（ukulele），當她再
次進院時，“因為當時復發時，要留在病床的時間過
長，我會帶着ukulele去病房，自彈自唱”。
兒科專科醫生梁永堃表示，癌症治療資源雖然充

足，但在復康路上，病童及家屬都要自行面對重重難
關，包括生理、心理、學業、社交、工作及生活等層
面。
在生理上，癌症治療對兒童造成身體機能及外觀上

的不良影響，包括內分泌系統功能不全、肢體活動能力
障礙，從而也會影響兒童的心理質素，甚至出現自卑、
自我價值下降等情況。
他認為，協助癌病兒童抗逆及復康不是簡單事，不

但需要適切支援，也要同路人互相扶持，故“生命小戰
士會”的成員，一方面努力與癌病作戰，同時以過來人
身份支援其他癌病兒童。

“我知，一雙手只要握成拳頭，能

捱下去。”《一雙手》這一首歌的歌詞、良師的

陪伴及開解，令 20歲的伍洛桁（Laura）忍痛對抗急性骨

髓性白血病。雖然一直支持她的良師因癌病去世，而她亦要面對骨

髓移植後的身體排斥反應，但 Laura仍以樂觀的心去面對挑戰，笑說

“既來之，則安之”，又期望明年報讀中文大學的生物化學科，研究破

壞性較化療低的治療方法，令他人不會再體會到她曾經歷的痛楚及遺

憾。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佩韻

助女兩歲起抗癌10載
母：一生最大成就

昔獲同路人打氣 今接棒幫助病童
兒童患上癌症，病童與家長均

需面對情緒問題，“生命小戰士
會”主席陳慧兒說，他們通常很少
主動要求幫助，該會將接觸及支援
他們。她坦言，自己也是病童家
長，也有情緒低落，但曾有穿上
“生命小戰士會”衣服的年輕人向
她兒子說：“我也睡過這一張

床”，令其子感到有同路人支援，亦立
志康復後要效法那位年輕人，為病童服

務。
陳慧兒介紹，“生命小戰士會”於

2002年成立，是一所兒童癌症互助組
織，由威爾斯親王醫院包黃秀英兒童癌
症中心的病童、康復者、家長及醫護人
員共同組成，期望改善對患癌症、嚴重
血病及曾接受骨髓移植病童，提供服務
及促進他們的福利，如為病童提供多元
化康復支援及活動，包括物理治療、肌
肉訓練、遊戲治療、英語輔導課程、繪

畫班、音樂課程及治療、音樂匯演、自
我價值訓練等。

至於生命小戰士合唱團是“生命小
戰士會”最大規模的支援小組，於2003
年12月成立，團員主要來自包黃秀英兒
童癌症中心的康復者及病童。合唱團旨
在有效連結一群癌症兒童，以建立互助
網絡，向其他癌症患者傳揚愛的訊息，
並透過公開表演重建癌症兒童的自信。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佩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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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香港兒童血液及腫瘤科學會數據
顯示，2007年至2016年期間，香港每年
有170宗至180宗兒童癌病新症，即每約
一萬名兒童中便有一名患上癌症。而在
這10年間，香港累積的病童數目已逾
1,700名。兒科專科醫生梁永堃指，兒童
癌病中，以急性白血病最為常見，約佔
30%，其次是腦部腫瘤，約佔15%，兩
者合共45%，而他們在接受治療後，五
年內的總生存率約為80%
梁永堃續指，較常見的兒童腦瘤包

括星狀細胞瘤（Astrocytoma)、髓母細
胞瘤／成神經管細胞瘤（Medulloblasto-
ma)及生殖細胞瘤（CNS Germ cell tu-
mor)，而香港生殖細胞瘤在兒童的發生
率，約佔腦瘤的20%，較西方的3%至
5%為高。確診患上癌病後，對兒童及
其家屬均造成極大的壓力，以腦瘤為
例，治療時會涉及多個學科的醫療團
隊，包括腦神經外科、放射治療科、臨
床心理學等，治療時間又長又複雜。

梁永堃指，小小年紀便要經歷一次
又一次的手術，電療及化療，小部分病
人更需要接受大劑量化療及自體幹細胞
移植，其間的痛苦及煎熬，自然不言而
喻。
柯尼卡美能達商業系統（香港）有

限公司董事長葉卓雄指，今年是第九年
舉辦“柯尼卡美能達綠色音樂會”，期
望以推動環保、運動、音樂及慈善，將
活動所籌得的款項予有需要的社群。他
說，今年會以格蘭披治單車賽慈善籌
款，將善款捐助予兒童血液及癌症病人
互助組織“生命小戰士會”，為癌病兒
童提供物理治療及多元化康復服務支
援，讓癌症兒童重拾健康和自信。

葉卓雄續指，希望今屆能籌得最少
100萬元善款，並會全數捐助給“生命
小戰士會”，也期望能與小戰士攜手，
同心互助，讓小戰士們戰勝癌症，活出
新生，回饋社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佩韻

童癌新症年約180宗
急性白血病最常見

“傷在兒身，
痛在母心”！可愛
的張希藍（藍藍）

現時12歲，但她在兩歲時腦癌病發，
對抗病魔10年，現時病情基本受控，
笑說：“很開心可以返學，見返同學
仔，將來想做老師。”媽媽一直陪伴她
抗癌，看在眼裡心裡可痛極，回想當
時，形容“個天好似跌落嚟咁”。張媽
媽指，雖然家庭因為女兒的癌病而轉
變，“但女兒能健康長大就是我一生最
大的成就。”

睹愛女受苦 母：極之痛苦
藍藍在2009年確診患上腦癌，張

媽媽說：“當時根本沒有心理準備，得
知癌病的第二天早上，女兒便要做手
術，醫生說不可以再拖，因為快壓住腦
幹位置，很危險。”

她續指，及後需要進行化療，但藍
藍未夠 3 歲要等候合適時間才能做化
療，惜在等待期間再病發，需要再做手
術。

媽媽形容當時心情“極之痛苦”，
因為做化療時看到病房小朋友的狀態感
到很難受，加上女兒因化療吃不到東
西，令體重急降，“成個人冇晒力，冇
晒精神。”

張媽媽說，當時化療後女兒半邊身

體活動能力較差，需要接受物理治療，
但公立醫院需服務的人數太多，有時要
相隔較長時間才可覆診，之後接受“生
命小戰士會”提供一對一的物理治療服
務。

她續指，當時她會帶藍藍到公園多
活動，如爬、跑等小朋友多用的基本動
作，讓她慢慢適應及強化肌肉，而康復
期間都要到不同部門覆診。

她表示，小朋友患病令整個家庭改
變，如她要辭職照顧女兒，丈夫要獨力
支撐整個家庭的經濟開支，雙方壓力也
很大，形容康復的過程很難走，不但生
理，心理也承受很大的壓力。

不過，張媽媽說，雖然她不同普通
人可以談夢想及目標，“但女兒能健康
長大就是我一生最大的成就。”

溫柔可愛的藍藍在旁聆聽媽媽的分
享，不時點頭及微笑，雖然身體較一般
12歲小朋友相比有點嬌小，但行為舉止
卻比12歲的小孩更為成熟。原來5日是
藍藍的12歲生日，一眾朋友及“生命
小戰士會”都為藍藍送上彩虹蛋糕，寓
意病好後會擁有猶如彩虹般的精彩人
生。藍藍合上小手及閉上眼睛許願，及
後輕輕的切下生日蛋糕。

她笑說，期望她的病快一點康復，
能與爸爸媽媽一家到外旅遊。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佩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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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2歲的張希藍歲的張希藍((右右))
在兩歲時確診腦癌在兩歲時確診腦癌，，
張媽媽張媽媽((左左))形容康復形容康復
的過程很難走的過程很難走，，不但不但
生理生理，，心理也承受很心理也承受很
大的壓力大的壓力。。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楊佩韻記者楊佩韻 攝攝

■■確診急性骨髓性白血病的伍洛桁確診急性骨髓性白血病的伍洛桁（（左左），），希望升讀大希望升讀大
學後研究破壞性較化療低的治療方法學後研究破壞性較化療低的治療方法。。右為另一位右為另一位““生生
命小戰士命小戰士””芷晴芷晴。。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佩韻香港文匯報記者楊佩韻 攝攝

■■眾人在眾人在““生命小戰士會生命小戰士會””的分享會上合照的分享會上合照。。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佩韻香港文匯報記者楊佩韻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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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丁克現場觀賽 國足U21小勝緬甸

ONE冠軍賽一觸即發 熊競楠繼續衛冕之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保誠香港

網球公開賽2018”5日宣佈，王薔及張帥，在

10月6日至14日將強勢到港參加WTA國際巡

迴賽香港賽事。而女網兩大滿貫錦標得主李娜

應邀參加名人賽。

“2018年中國足協中國之隊國際青
年足球錦標賽”（下稱：國青四國賽）日
前在雲南省曲靖市文化體育公園體育場揭
開帷幕。結果中國U21男足憑賀璽的入
球，1：0戰勝緬甸U21男足取得開門
紅。而荷蘭名帥希丁克則有到現場觀賽。
中國隊開場表現積極主動，第12分

鐘從左路發動進攻，禁區附近的賀璽接謝
維軍橫傳快射入網，中國隊1：0領先。
第36分鐘，兩隊在門前展開爭搶，曹永
競連續兩腳射門均被緬甸隊守門員撲出。
下半場，中國隊大量換人，兩隊在中場的
爭奪陷入膠着。第85分鐘，雷文傑的射
門中柱，中國隊錯失擴大比分機會，1：0
的比數保持到完場。

此次國青四國賽，被看作是中國U21
國奧隊的正式亮相。雖然中國足協尚未官
方宣佈，但名帥希丁克已開始進入“主教
練”角色。比賽開始前30分鐘，希丁克
已來到看台，灰色西裝搭配牛仔褲，嚼着
口香糖的荷蘭人顯得很輕鬆。比賽哨響，
希丁克戴上眼鏡、收起笑容，注視着球
場。半場休息，希丁克並未離開看台，而
是對照正選名單做筆記，不時與身邊的助
理教練說話。比賽結束後，希丁克目送中
國隊離場後才離開了看台。
目前，中國U21男足仍由中方教練組

負責，教練組組長是沈祥福。希丁克將觀
看本次賽事，並與球隊接觸，但不會參與
指揮。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潘志南）中國
女網球星李娜入選“國際網球名人堂”8
位候選人之一，更被視為大熱門，成為第
一位入選的亞洲人。
香港網總會長莫君逸形容以李娜的

條件，就算其餘7位女球手雖然亦奪得過
大滿貫，亦難以超越她。李娜是目前亞洲
唯一一個中國籍、更贏了兩個大滿貫的球
手，不單只掀起中國網球熱潮，還推動網
球運動遍及整個亞洲，成就無人能及。

在 2011年法國公開賽封后，並於
2014年澳洲公開賽再舉起冠軍獎盃的李娜
發表聲明說：“網球在中國發展歷史不
長，我很榮幸能夠成為網壇一分子，這項
運動在中國越來越受到歡迎。”
“國際網球名人堂”將於今年年底

宣佈誰是入選球員。而候選人名單還包括
兩屆大滿貫賽女單冠軍法國的皮雅絲
（Mary Pierce）、俄羅斯前世界球王卡
菲尼可夫（Yevgeny Kafelnikov）、曾獲
溫布頓冠軍的西班牙球手瑪天妮絲
（Conchita Martinez），以及克羅利亞的
伊凡尼斯域（Goran Ivanisev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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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贏得亞運金牌的中國女排，日前以不同陣容出征瑞
士精英賽，並於首輪分組賽以直落3局輕取東道主旗開得
勝。
與之前兩屆瑞士公開賽相同，中國女排皆是由執行教

練安家傑領軍，而陣容方面，如朱婷等亞運成員留在北京
訓練，而3位奧運隊成員劉曉彤、龔翔宇及林莉則負責領
軍，並配以新人孫海平和吳晗等出征。然而，以舊帶新的
中國女排於首戰仍是贏得十分輕鬆，3局比分分別為25：
21、25：14及25：10。國家隊將於北京時間周四凌晨，出
戰對意大利的第2輪分組賽。
另一方面，剛從印尼回國的亞運金牌成員，日前則重新

展開操練，但由於剛出戰大賽不久，在考量體能等狀況下，
是次訓練據報只是作一些簡單的技術練習；值得一提的是，
因傷缺席了亞運的張常寧亦已歸隊，可與朱婷、袁心玥、丁
霞、曾春蕾、王夢潔、姚迪及李盈瑩等亞運隊成員合練。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浩然

中國女排瑞士賽橫掃東道主

今年晉身美網8強的唯一亞洲球手“日
本細威”大阪直美、2017年法網冠軍

奧絲達賓高、世界排名第7的絲維度蓮娜皆
已落實到港，絲維度蓮娜剛在美網32強把
王薔淘汰出局，在香港站兩人或狹路相逢。
而尚有兩張外卡，則將給予世界排名前20
位的球手參戰，惟目前未有定案。

中國球手成為今次賽事焦點，女網兩項
大滿貫錦標得主李娜，亦將以特別嘉賓身份
現身支持。她將於10月9日晚上7時，夥拍
貴賓名人進行表演賽。當日為賽事的學生
日，料勢必座無虛席。網總會長莫君逸表
示：“李娜一口便答允到港，她訪港期間更
會參與網球為主題的公益活動。”
“保誠香港網球公開賽2018”將在今

年10月6日至14日假維多利亞公園網球主

場舉行場舉行。。賽事成功邀得大滿貫冠軍賽事成功邀得大滿貫冠軍、、世界排世界排
名前名前1010的球手及球壇新的球手及球壇新星到港較勁，爭奪
總獎金高達50萬美元。

增設同樂區吸引球迷
賽會今屆將擴大以網球主場旁的6號足

球場為“同樂區”，務求容納更多市民參
與。賽事首3天，即6至8號將不收門票。
之後票價及發售細節容後公佈。

李娜李娜應邀應邀

出戰名人賽
出戰名人賽
香港網球公開賽高手雲集

香港網球公開賽高手雲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夏微上海報道）9
月8日，“ONE：鬥破蒼穹”大型格鬥賽事將
在滬舉行。來自中國、新加坡、菲律賓、日
本、意大利、法國等多個國家的名將已經做
好最後的準備。5日的選手見面會上，熊競楠
表示，無論比賽結果如何都會尊重對手。
“鐵拳女王”熊競楠將與巴西女將薩馬

拉桑托絲相遇，繼續女子草量級世界冠軍衛
冕之戰。首度衛冕後熊競楠曾稱：“因為比
賽在中國澳門，在我的主場進行。我很希望
打出漂亮的終結比賽。但進入地面纏鬥後，
對手展現了出色的力量。所以在後兩個回
合，我選擇合理分配體力，進行有效的打
擊。”如今面對上海站的主賽，熊競楠表

示：“我很珍惜職業生涯的黃金年齡，因為
回想起從職業拳擊轉型綜合格鬥運動，在經
歷了最初的不適應以及重大傷病，為成為世
界冠軍付出了很大的代價。對於家門口比賽
的機會，我要將最飽滿的狀態獻給上海的觀
眾和媒體朋友們。”
另外兩名出場的中國戰將分別是“石頭

人”陳磊與“泰拳小子”韓子豪。陳磊將對
陣來自馬來西亞的“叢林貓”穆罕默德艾
曼。韓子豪則對陣希臘老將斯特格斯馬里諾
斯。陳磊表示，很高興能夠主場作戰。而韓
子豪則直言此前輸掉的對決令他至今心有不
甘，希望在上海以其獨特的泰拳必殺技擊敗
對手。

■■李娜以視像與香港球迷打招呼李娜以視像與香港球迷打招呼。。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 攝攝

■■李娜在李娜在20112011年法網獲得年法網獲得
冠軍冠軍。。 新華社新華社

■■一眾嘉賓及球手大合照一眾嘉賓及球手大合照。。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攝攝

■■民政事務局體育專員楊德強民政事務局體育專員楊德強（（右右））55日日
出席活動出席活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攝攝

■■中國隊中國隊99號球員何小柯號球員何小柯
起腳射門起腳射門。。 中新社中新社

■中國隊球員龔翔宇（左）在比賽中扣球。 新華社

■熊競楠將在上海站繼續冠軍衛冕之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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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非洲方式解非洲問題
晤非盟委員會主席 撐非盟推動跨區域合作

習近平指出，感謝法基主席為中非合作
論壇北京峰會成功舉行作出的重要貢

獻。非洲聯盟是非洲聯合自強的旗幟。中國
一貫支持非洲聯盟在非洲一體化進程中發揮
引領作用，在中非關係發展和中非合作論壇
事務中發揮更大建設性作用。近年來，中國
同非洲聯盟合作成果豐碩，在國際事務中溝
通和協調更加密切。中方願以中非合作論壇
北京峰會成功召開為契機，同非洲聯盟加強
戰略對接，共建“一帶一路”，深化務實合
作，拓展安全合作，推進能力建設。中方堅
定支持非洲聯盟和非洲國家以非洲方式解決
非洲問題，支持提升非洲自主維和維穩能
力，支持非洲聯盟在跨國跨區域合作中發揮
更大引領協調作用。

中國已贏得非洲人民的心
法基表示，北京峰會成功舉行，在習

近平主席的引領下，非中關係找準了方向，
走對了路。習近平主席提出的“八大行
動”，同“一帶一路”倡議高度契合，也將
助力非洲聯盟實現《2063年議程》，一定
會促進非洲的和平與發展。非洲人民渴望幸
福，沒有和平與發展就不會有幸福的生活。
中國已經贏得了非洲人民的心，非洲人民不
會忘記。非洲聯盟願同中國和論壇非洲成員
方共同努力，落實好北京峰會共識，造福非
中人民。非洲聯盟致力於推進非洲一體化，
反對保護主義、單邊主義，願同中國加強在
國際和地區事務中的協調合作。

新“三年規劃”增金融合作
有專家對香港文匯報表示，從2015年

中非“十大合作計劃”，到今年開啟的未來
3年期的“八大行動”，中非之間實際上開
啟了新時代的第二個“三年規劃”，而雙方

加強金融領域的合作，無疑是對長期投資非
洲實體經濟和經貿往來的新舉措、新動向。

察哈爾學會常務副秘書長、國際問題
專家周虎城對香港文匯報表示，2015年至
今，3年來中方向非洲國家提供了15萬人次
的專業人才培訓，向非洲學生提供了3萬個
獎學金名額，這有力地推動了非洲人才基礎
的擴大，屬於典型的“授人以漁”，而人才
的多寡與向心力的驅動，則直接影響着中非
合作開展的廣度與厚度。

與華差距較小 合作願望強烈
周虎城相信，伴隨中非第二個“三年

規劃”的落地執行，非洲將迎來新一輪的大
發展。“雖然非洲地域遼闊、人口眾多、潛
力巨大，但非洲的工業化才剛剛起步。”他
說，“這也是已經進入所謂工業4.0階段和
信息化社會的歐美發達國家，所看不上的領
域，他們在非洲的投資更偏重於金融。”周
虎城續指，經歷過40年改革開放的中國，
已經建有比較完備的工業體系、產業體系，
同時又在開展“中國製造2025”，中國對
非洲的工業化能力的提升和資源的匹配，恰
逢其時，可謂天時地利人和兼備。

對於中非合作的背景，習近平主席提
到“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非
洲是發展中國家最集中的大陸”，並強調
“中非合作好不好，只有中非人民最有發
言權，任何人都不能以想像和臆測否定中
非合作的顯著成就”。對此，全球化智庫
（CCG）理事長、國務院參事王輝耀指
出，中非共築命運共同體，很大程度就是
中國與大多數非洲國家都尚處於發展中國
家階段，中國過往很多發展的經驗和技
術，都能適用於非洲的發展，所以合作的
機遇和願望非常強烈。

習
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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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及香

港文匯報記者朱燁、凱雷報道，中

國國家主席習近平5日在人民大會堂

會見非洲聯盟委員會主席法基。習

近平指出，中方堅定支持非洲聯盟和非洲國家以非洲方式解決非洲問題，

支持提升非洲自主維和維穩能力，支持非洲聯盟在跨國跨區域合作中發揮

更大引領協調作用。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國
家主席習近平5日在人民大會堂會見聖多美
和普林西比總理特羅瓦達。
習近平指出，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

取得成功，有力證明了幾乎所有非洲國家都
是中國的好朋友。我們歡迎聖多美和普林西
比回到中非友好合作大家庭。2016年12月
中聖普復交以來，兩國各領域合作取得豐碩
成果，充分證明雙方復交完全符合兩國人民
根本利益。中方讚賞總理先生堅持一個中國
原則，積極推動對華友好合作，中國將是聖
普發展道路上值得信賴的好朋友、好夥伴，
我們願支持聖多美和普林西比的經濟社會發
展，繼續同聖普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
關切問題上相互支持。芝麻開花節節高。我

們相信兩國關係在一個中國原則基礎上一定
會不斷邁上新台階，造福兩國人民。

特羅瓦達表示，熱烈祝賀北京峰會取得
成功。這是聖多美和普林西比首次參加峰
會，我們期待同各方一道，為構建更加緊密
的中非命運共同體作出貢獻。聖多美和普林
西比欽佩習近平主席提出的中非合作舉措，
感謝中國始終堅定地同非洲人民站在一起。
事實證明，聖普同中國復交的決定完全正
確。聖多美和普林西比堅定恪守一個中國原
則，致力於與中國建立緊密關係，願深化雙
方經濟社會領域互利合作，助力聖普的發
展。
丁薛祥、楊潔篪、王毅、何立峰等參

加會見。

聖普：堅定恪守“一中”復交完全正確

7、11、11，
這些數字到底是
什麼？

這是習近平主席在8月31日、9
月1日、9月2日分別與來參加2018
年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的外賓進
行會晤的場次。從早到晚、超高強
度、無縫銜接，無論工作日還是周
末。

9月3日，習主席雖然沒有與外
賓雙邊會晤的安排，但上午、下午
各一場“大聚會”的節奏，仍然把
他的時間填得滿滿。

時間來到4日，此次峰會的“重
頭戲”──圓桌會議終於如期而
至。

上午10點，習主席同論壇共同
主席國南非總統拉馬福薩及其他53
個論壇非洲成員代表團團長一起步
入會場，圍繞着一個直徑 26 米的
“超級圓形桌”坐了下來。

“今天，我們舉行中非領導人
圓桌會議，期待各位同事暢所欲
言。”習主席一開場就這麼說。

牆上的鐘提示時間已到正午，
第一階段的圓桌會議結束。但習主
席顧不上休息，匆匆吃過午飯，又
和非洲領導人們回到了大圓桌上，
開始第二階段的會議。

平等相待各方 尊重發言機會
根據公開的日程，下午4點45

分是習主席和拉馬福薩總統、新任
論壇非方共同主席國領導人共同會
見記者的時間。即使連續忙碌了多
天，習主席仍面帶笑容、精神飽滿
地介紹此次峰會的成果。

豐碩的成果來之不易，凝聚的
是各方共識，更是各方平等相待、
坦誠交換意見的結果。下午的圓桌
會議雖然“拖堂”很久，卻恰恰證
明了中國和非洲各國領導人對彼此
的尊重──每一方都要有發言的機
會，每一方的發言也都有着足足的
分量。

記者會結束時已是晚上7點40
分許，夜幕早已降臨，還有兩場外
事會見在等着他。

7點45分，習主席步入人民大
會堂東大廳，與肯尼亞總統肯雅塔
親切握手。氣氛融洽、務實高效的
會見約進行了半小時。

主席誠懇態度 傳達中非情誼
緊接着，8點20分，習主席又

會見了盧旺達總統卡加梅。今年 7
月，習主席剛剛對盧旺達進行了國
事訪問。他誠摯地對卡加梅說：
“我們在短短一個多月的時間再次
見面，是非常非常難得的。”

一天的活動即將結束，此時夜
色已深，時針指向晚上10點。從上
午 10 點到晚上 10 點，習主席整整
“連軸轉”了12個小時。

峰會已經圓滿閉幕，但在接下
來的幾天，習主席還將分別與20多
位非洲國家領導人進行會晤。

“這麼多非洲國家領導人踴躍來
華參會，讓我們切實感受到非洲人民
對中國的深厚情誼。”習主席說。而
中國對非洲的深厚情誼，相信他們也
一定感受到了。 ■新華社

北京宣言主要內容
反對保護主義

面對當前嚴峻
形勢，堅定主張多
邊主義，反對一切
形式的單邊主義和
保護主義，支持以
世界貿易組織為核
心、以規則為基
礎、透明、非歧
視、開放、包容的
多邊貿易體制，推
動建設開放、包容
的世界經濟。推動
世貿組織爭端解決
機制正常運轉。

資料來源：新華社

共建“一帶一路”

中非共建“一
帶一路”將為非洲
發展提供更多資源
和手段，拓展更廣
闊的市場和空間，
提供更多元化的發
展前景，促進雙方
“一帶一路”產能
合作，加強雙方在
非洲基礎設施和工
業化發展領域的規
劃合作，為中非合
作共贏、共同發展
注入新動力。

堅持“一中”原則

論壇非方成員
承諾繼續堅定奉行
一個中國原則，支
持中國統一大業，
中方重申願在一個
中國原則基礎上同
所有非洲國家發展
友好合作關係、分
享中國發展機遇。

解決難民問題

注意到當前非
洲難移民問題突
出，非盟、非洲各
次區域組織和非洲
各國在非盟《2063
年議程》及相關框
架內致力於推動解
決此問題。中非將
探討加強在人道主
義響應、早期預
警、應對氣候變
化、乾旱和沙漠
化、災害管理與應
對等領域的合作。

主張聯國改革

主張應對包括
安理會在內的聯合
國進行必要改革，
以更好地履行聯合
國憲章賦予的職
責。強調應糾正非
洲國家遭受的歷史
不公；主張應對包
括布雷頓森林體系
機構在內的國際金
融機構進行改革。

日程密集未言倦 笑容滿面會記者
�&

� ����� ����
��	

��

■■習近平習近平55日在北日在北
京人民大會堂會見京人民大會堂會見
法基法基。。 新華社新華社

■■習近平指出習近平指出，，中方堅定支持非洲聯盟和非洲國家以非洲方式解決非洲問題中方堅定支持非洲聯盟和非洲國家以非洲方式解決非洲問題。。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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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丁克現場觀賽 國足U21小勝緬甸

ONE冠軍賽一觸即發 熊競楠繼續衛冕之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保誠香港

網球公開賽2018”5日宣佈，王薔及張帥，在

10月6日至14日將強勢到港參加WTA國際巡

迴賽香港賽事。而女網兩大滿貫錦標得主李娜

應邀參加名人賽。

“2018年中國足協中國之隊國際青
年足球錦標賽”（下稱：國青四國賽）日
前在雲南省曲靖市文化體育公園體育場揭
開帷幕。結果中國U21男足憑賀璽的入
球，1：0戰勝緬甸U21男足取得開門
紅。而荷蘭名帥希丁克則有到現場觀賽。
中國隊開場表現積極主動，第12分

鐘從左路發動進攻，禁區附近的賀璽接謝
維軍橫傳快射入網，中國隊1：0領先。
第36分鐘，兩隊在門前展開爭搶，曹永
競連續兩腳射門均被緬甸隊守門員撲出。
下半場，中國隊大量換人，兩隊在中場的
爭奪陷入膠着。第85分鐘，雷文傑的射
門中柱，中國隊錯失擴大比分機會，1：0
的比數保持到完場。

此次國青四國賽，被看作是中國U21
國奧隊的正式亮相。雖然中國足協尚未官
方宣佈，但名帥希丁克已開始進入“主教
練”角色。比賽開始前30分鐘，希丁克
已來到看台，灰色西裝搭配牛仔褲，嚼着
口香糖的荷蘭人顯得很輕鬆。比賽哨響，
希丁克戴上眼鏡、收起笑容，注視着球
場。半場休息，希丁克並未離開看台，而
是對照正選名單做筆記，不時與身邊的助
理教練說話。比賽結束後，希丁克目送中
國隊離場後才離開了看台。
目前，中國U21男足仍由中方教練組

負責，教練組組長是沈祥福。希丁克將觀
看本次賽事，並與球隊接觸，但不會參與
指揮。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潘志南）中國
女網球星李娜入選“國際網球名人堂”8
位候選人之一，更被視為大熱門，成為第
一位入選的亞洲人。
香港網總會長莫君逸形容以李娜的

條件，就算其餘7位女球手雖然亦奪得過
大滿貫，亦難以超越她。李娜是目前亞洲
唯一一個中國籍、更贏了兩個大滿貫的球
手，不單只掀起中國網球熱潮，還推動網
球運動遍及整個亞洲，成就無人能及。

在 2011年法國公開賽封后，並於
2014年澳洲公開賽再舉起冠軍獎盃的李娜
發表聲明說：“網球在中國發展歷史不
長，我很榮幸能夠成為網壇一分子，這項
運動在中國越來越受到歡迎。”
“國際網球名人堂”將於今年年底

宣佈誰是入選球員。而候選人名單還包括
兩屆大滿貫賽女單冠軍法國的皮雅絲
（Mary Pierce）、俄羅斯前世界球王卡
菲尼可夫（Yevgeny Kafelnikov）、曾獲
溫布頓冠軍的西班牙球手瑪天妮絲
（Conchita Martinez），以及克羅利亞的
伊凡尼斯域（Goran Ivanisevic）。

李
娜
成
國
際
網
球
名
人
堂
候
選
人

李
娜
成
國
際
網
球
名
人
堂
候
選
人

剛贏得亞運金牌的中國女排，日前以不同陣容出征瑞
士精英賽，並於首輪分組賽以直落3局輕取東道主旗開得
勝。
與之前兩屆瑞士公開賽相同，中國女排皆是由執行教

練安家傑領軍，而陣容方面，如朱婷等亞運成員留在北京
訓練，而3位奧運隊成員劉曉彤、龔翔宇及林莉則負責領
軍，並配以新人孫海平和吳晗等出征。然而，以舊帶新的
中國女排於首戰仍是贏得十分輕鬆，3局比分分別為25：
21、25：14及25：10。國家隊將於北京時間周四凌晨，出
戰對意大利的第2輪分組賽。
另一方面，剛從印尼回國的亞運金牌成員，日前則重新

展開操練，但由於剛出戰大賽不久，在考量體能等狀況下，
是次訓練據報只是作一些簡單的技術練習；值得一提的是，
因傷缺席了亞運的張常寧亦已歸隊，可與朱婷、袁心玥、丁
霞、曾春蕾、王夢潔、姚迪及李盈瑩等亞運隊成員合練。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浩然

中國女排瑞士賽橫掃東道主

今年晉身美網8強的唯一亞洲球手“日
本細威”大阪直美、2017年法網冠軍

奧絲達賓高、世界排名第7的絲維度蓮娜皆
已落實到港，絲維度蓮娜剛在美網32強把
王薔淘汰出局，在香港站兩人或狹路相逢。
而尚有兩張外卡，則將給予世界排名前20
位的球手參戰，惟目前未有定案。

中國球手成為今次賽事焦點，女網兩項
大滿貫錦標得主李娜，亦將以特別嘉賓身份
現身支持。她將於10月9日晚上7時，夥拍
貴賓名人進行表演賽。當日為賽事的學生
日，料勢必座無虛席。網總會長莫君逸表
示：“李娜一口便答允到港，她訪港期間更
會參與網球為主題的公益活動。”
“保誠香港網球公開賽2018”將在今

年10月6日至14日假維多利亞公園網球主

場舉行場舉行。。賽事成功邀得大滿貫冠軍賽事成功邀得大滿貫冠軍、、世界排世界排
名前名前1010的球手及球壇新的球手及球壇新星到港較勁，爭奪
總獎金高達50萬美元。

增設同樂區吸引球迷
賽會今屆將擴大以網球主場旁的6號足

球場為“同樂區”，務求容納更多市民參
與。賽事首3天，即6至8號將不收門票。
之後票價及發售細節容後公佈。

李娜李娜應邀應邀

出戰名人賽
出戰名人賽
香港網球公開賽高手雲集

香港網球公開賽高手雲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夏微上海報道）9
月8日，“ONE：鬥破蒼穹”大型格鬥賽事將
在滬舉行。來自中國、新加坡、菲律賓、日
本、意大利、法國等多個國家的名將已經做
好最後的準備。5日的選手見面會上，熊競楠
表示，無論比賽結果如何都會尊重對手。
“鐵拳女王”熊競楠將與巴西女將薩馬

拉桑托絲相遇，繼續女子草量級世界冠軍衛
冕之戰。首度衛冕後熊競楠曾稱：“因為比
賽在中國澳門，在我的主場進行。我很希望
打出漂亮的終結比賽。但進入地面纏鬥後，
對手展現了出色的力量。所以在後兩個回
合，我選擇合理分配體力，進行有效的打
擊。”如今面對上海站的主賽，熊競楠表

示：“我很珍惜職業生涯的黃金年齡，因為
回想起從職業拳擊轉型綜合格鬥運動，在經
歷了最初的不適應以及重大傷病，為成為世
界冠軍付出了很大的代價。對於家門口比賽
的機會，我要將最飽滿的狀態獻給上海的觀
眾和媒體朋友們。”
另外兩名出場的中國戰將分別是“石頭

人”陳磊與“泰拳小子”韓子豪。陳磊將對
陣來自馬來西亞的“叢林貓”穆罕默德艾
曼。韓子豪則對陣希臘老將斯特格斯馬里諾
斯。陳磊表示，很高興能夠主場作戰。而韓
子豪則直言此前輸掉的對決令他至今心有不
甘，希望在上海以其獨特的泰拳必殺技擊敗
對手。

■■李娜以視像與香港球迷打招呼李娜以視像與香港球迷打招呼。。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 攝攝

■■李娜在李娜在20112011年法網獲得年法網獲得
冠軍冠軍。。 新華社新華社

■■一眾嘉賓及球手大合照一眾嘉賓及球手大合照。。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攝攝

■■民政事務局體育專員楊德強民政事務局體育專員楊德強（（右右））55日日
出席活動出席活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攝攝

■■中國隊中國隊99號球員何小柯號球員何小柯
起腳射門起腳射門。。 中新社中新社

■中國隊球員龔翔宇（左）在比賽中扣球。 新華社

■熊競楠將在上海站繼續冠軍衛冕之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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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師範大學原校長上海師範大學原校長
楊德廣楊德廣，，多年來資助貧多年來資助貧
困學生困學生，，是滬上知名的是滬上知名的
““慈善校長慈善校長”。”。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海拔約 800 米的龍骨坡遺
址，現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
位。中科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
研究所研究員黃萬波1984年在重
慶市巫山縣廟宇鎮首次發現了龍
骨坡古人類遺址，並在此發掘出
距今約204萬年前的“巫山人”
化石，這也是中國境內發現的最
早人類化石，龍骨坡因此被一些
學者稱為“東亞人類搖籃”。香
港文匯報記者近日從巫山縣委獲
悉，巫山縣擬籌備開建龍骨坡遺
址公園，內設博物館、考古工作
站、研學遊基地、遊客中心、
“巫山人”的生活場景復原、龍
洞的數字化展示等，開建後計劃
用3年時間建成。

巫山縣文化委負責人介紹，
考古人員在龍骨坡遺址西南4公
里處，發現了海拔1,400米的玉
米洞遺址。研究人員在此發掘並
獲得石製品、哺乳動物化石、骨
器、角器與牙器總量超過5,000
件。經測定，這些出土器物的時
代為距今40萬年至1萬年前，即
從舊石器時代早期延續至晚期，
對於研究從距今40萬年以來人類
的智力發育、思維方式和行為模

式演變等，都具有極高的科學價
值。在中國境內，距今10萬年至
5萬年這一期間的人類化石或文
化遺存極其稀少，而玉米洞遺址
中第三文化層的時代為距今7.8
萬年至7.5萬年，正好處於一個
非常關鍵的時間段內。

“更為可貴的是，在遺址出
土的部分骨骼化石表面，首次發
現了明確的人工切割痕和人工砍
砸痕，這說明30萬年至8,000年
前的古人類，已可以用工具剔肉
和敲骨吸髓了。”該負責人介
紹。據悉，中國國家文物局已批
准建設龍骨坡遺址保護棚，項目
即將進入招投標階段。

■香港文匯報
記者孟冰 重慶報道

楊德廣1940年初出生於江蘇農村的一
戶貧苦農民家庭，父母都是文盲，童

年生活異常艱苦。在接受媒體採訪時，他
說，“我非常平凡，是一個農民的兒子，
以前也是貧困學生。”

冀為國家培養人才
今年已78歲高齡的他，幾十年奮鬥在

教育戰線，對需要幫助的學子，有着一份
特別的關切之心。

“別人一直問我，你這樣做是為了什
麼？我說我從來沒有想過為了什麼，因為
慈善是無私的奉獻，我沒想過得到什麼好
處，包括我資助的學生，只要他們成長得
好，能成為對國家有用的人，我就很開
心。”楊德廣說。

多年來，楊德廣播撒善心的腳步從未
停下。

2012年在慈善企業家的幫助下，他籌
資資助甘肅、四川小學生的營養午餐。
2014年他建立了“陽光慈善專項基金”，
召集200多位愛心人士籌資數百萬元，用

於資助新疆、西藏、青海、廣西、雲南、
貴州等地的優秀貧困高中生。

行善豐富生命意義
在他看來，一個人來到世上，就要有

所作為。
他說，每個人都在追求幸福的生活，

他認為最開心的事是能幫助他人，“我不

願意把錢花在買名牌、吃穿旅遊上，雖然
這些也蠻好，但我認為最開心的事是幫助
需要幫助的人。”

慈善為他帶來了健康、快樂，“我現
在身體這麼好，很重要的是心態好，我
對現在的生活很滿足，而且我快 80 歲
了，還能為社會做些貢獻，還能幫助別
人，非常開心。”楊德廣說。

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深
圳將於11月份舉辦首屆世界無人
機錦標賽，世界各國的無人機戰
隊將在這裡上演“速度與激
情”。截至目前，已有來自逾20
個國家的過百名選手報名。

據悉，2018首屆世界無人
機錦標賽正賽將於11月1日至4
日在深圳龍崗大運中心體育場
舉行，賽事將設有團體賽及個
人賽、青少年組及女子組比
賽，賽事總獎金達 150萬元人
民幣。此次大賽的賽道是全球
第一條真正意義上的空中 3D
多層立體賽道，創造了多項全
球第一。賽道總長 650米，分

為 3層，垂直高度差 6米，走
勢高低起伏、縱橫交錯，形似
“中國結”，實現了“空中
F1”的飛行控制理念，也是全
球第一條搭建在鋼架結構體育
場館內的賽道。

此次賽事是全球第一條使用
實時飛行跟蹤技術、具備實時模
擬地圖顯示功能的賽道，大賽還
將首次引入雙圖像傳輸系統技
術，賽道擁有全球第一條總長度
超過7,000米的LED智能燈帶，
將應用高清數字圖傳技術對飛行
第一視角畫面進行賽事現場直
播。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道

滬滬““慈善校慈善校長長””
賣房賣房捐捐303000萬助貧生萬助貧生

上海師範大

學原校長楊德

廣，多年來資助

貧困學生，是滬上知名的“慈善校長”。

他曾將多年累積的書稿費、講課費，加上賣掉

一套住房籌集的 300 萬元（人民幣，下

同），設立“幫困獎學金”，幫助學

子。有人問他為何不把錢留給子

女？他說子女已有穩定的工

作和收入，為貧困學生

雪中送炭更有價值。

■中新社

首屆世界無人機賽11月深圳起飛

三峽庫區擬建龍骨坡遺址公園

■楊德廣（坐
者）捐資 300
萬元人民幣設
立“幫困獎學
金”，助貧困
生圓升學夢。
圖為楊德廣與
新疆學子。

網上圖片

■龍骨坡遺址發掘出中國境內最早
的人類化石。香港文匯報重慶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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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360響應
劍指自動駕駛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
道）百度總裁張亞勤5日表示，百度與比亞迪
已經在多方面推進深入合作，雙方正就比亞
迪L3進行聯合開發，計劃未來3年內實現量
產。張亞勤表示，智能汽車的安全是雙方最高的原
則，現在90%以上出行事故都是人為，而智能自動
駕駛將會減少事故。他認為，以後智能自動駕駛
“更安全、更高效出行，包括更綠色出行”，將對
未來城市，對未來出行都會產生巨大的影響。
360集團董事長兼CEO周鴻禕表示，公司

加入比亞迪全球汽車開發的計劃，未來會有更
多的智能駕駛廠商加入進來，公司將和這些自
動駕駛廠商一起，“把360多年積累的安全大
腦，實際上是基於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的技術用
在汽車上”。

比亞迪勾畫智能車藍圖
王傳福：未來社會將產生大量有家不回的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比亞迪5日舉辦

的全球首屆智能汽車開發者大會在深圳開幕，吸引了百度、

360、微軟，及華為等數十家合作夥伴及近千名海內外開發者

參加。董事局主席王傳福在會上宣佈，比亞迪對外開放其汽車

開發平台，包括341個傳感器和66項控制權數據。他又稱，

汽車智能化已經是勢不可擋的趨勢，預計到2035年汽車行業

將全面進入智能化時代，甚至會讓未來社會“產生大量有家不

回的人”。

在此次大會上，比亞迪正式發佈
D++開放生態，結合此前發佈

的DiLink智能網聯系統，意味着比
亞迪超級智能出行生態體系已經構
架完成。王傳福表示，目前關於汽
車智能化的研究不少，但總體來說
還是相對零散，沒有統一的標準，
沒有平台，研究自動駕駛都需要自
己改裝車輛，價格不菲，效率也非
常低。

汽車傳感器數目遠超手機
他稱，一般每台車有300多個傳

感器，而手機僅有十幾個傳感器就
吸引了全球上千萬開發者參與其
中，現已產生了 300 多萬個應用
App，對人們的生活產生如此巨大的
影響。“大家想像一下，汽車上300
多個傳感器同時開放，將形成怎樣
量級的生態？”

智能車將具備超級計算能力
王傳福介紹，在這個平台上，

百度、地平線等可以做它的自動駕
駛，360可以探索它全新的車機安全
系統，網約車公司可以創新運營模
式、實現車隊化管理。“未來，代
步只是智能汽車的1%，其餘99%是
大家正在想像的”，取而代之的是
一個擁有無限可能的“超級汽車生

態”。
他笑稱，“以後記者朋友你們

不用來現場採訪了，車可以幫你去
採訪”，未來的智能汽車可以實現
“車懂人”，不再是“人懂車”，
在汽車這個具備超級計算能力的移
動空間中，人們可以辦公，生活，
娛樂，喝咖啡，人們生活方式將發
生巨大變化，“我相信智能汽車會
讓未來社會產生大量有家不回的
人”。
據比亞迪汽車智慧生態研究院

院長舒酉星介紹，D++開放生態基
於全球最新汽車智能化體系結構和
安全策略，為開發者提供開放的接
口、車輛數據和控制權限。將成為
3.0時代真正開源的車載智能開發平
台，重新定義了車聯網的發展模
式。

■比亞迪5日在深圳舉行全球首屆智能汽車開發者大會，吸引了百度、360、
微軟及華為等數十家合作夥伴及近千名海內外開發者參加。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昌鴻 攝

■王傳福指代步只是未來智能汽車
的1%。 李昌鴻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昌鴻深圳
報道）比亞迪汽車智慧生態研究院院
長舒酉星在全球開發者大會上透露，
比亞迪將於在9月20日推出新能源汽
車秦pro，該汽車將向全球開發者開
放，可以自動更新許多功能，讓用戶
在享受服務時可以更舒服和順暢。

搭載新一代開放軟硬件
據舒酉星介紹，該車搭載了全新

一代的開放軟硬件的配置，會成為開
發者很好的開發工具，比亞迪團隊一
直致力於給開發者提供各項的會員支
持、提供開發工具。公司也會幫助進
行評測，此外還會負責連接投資者，
吸引一些投資者參與開發，以及為開
發者提供產品和發展戰略的諮詢。

目前比亞迪擁有30萬輛搭載開放
性能的汽車，到年底會達到50萬台，
明年超過100萬台。這些用戶如果開發
者的App做好了，比亞迪會幫助開發
者推送到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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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秦PROPRO是比亞迪首次向全球開發者是比亞迪首次向全球開發者
開放汽車開放汽車。。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昌鴻記者李昌鴻 攝攝

智能汽車發展歷程
2000年6月

2012年8月

2018年2月15日

2018年9月5日

2025年左右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昌鴻

國防科技大學研製的第4代無人駕駛汽車試驗成
功，最高時速達76km，創下國內最高紀錄。
谷歌宣佈其研發的無人駕駛汽車已經在電腦的
控制下安全行駛了30萬英里。
百度Apollo開放平台率百餘輛車隊跑上港珠澳
大橋，並在自動駕駛模式下完成“8”字交叉跑
的高難度動作。
比亞迪正式發佈D++開放生態，對外開放汽車
所有的傳感系統和執行系統，將吸引國內外上
百萬開發者參與其中。
將走進尋常百姓家，2035年銷量將達到1,180
萬輛，佔同期全球汽車市場總銷量的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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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參選彰化縣大村鄉民代表的
賴姓男子涉嫌買茶葉分送選民，尋求投票支
持，檢警昨天前往賴男住處搜索約談，訊後
向法院聲押賴男及樁腳，法院今天裁定以新
台幣20萬元及10萬元交保。

台灣彰化地方檢察署襄閱主任檢察官黃
淑媛表示，承辦檢察官認為賴男和樁腳犯嫌
重大，有串證之虞，向彰化地方法院聲請羈
押。

檢方說，彰化縣警察局員林分局及法務
部調查局彰化縣調查站都接獲檢舉指稱，完
成大村鄉民代表選舉登記的賴男涉嫌購買一
斤要價1000元的茶葉禮盒，贈送給多名大村
鄉民，希望收到禮物的民眾在選舉時投票支

持。
檢方表示，承辦檢察官姚玎霖昨天見時

機成熟，率員林分局員警及調查站人員前往
賴男、樁腳及收受賴男禮物的民眾住處搜索
約談，被帶回的5名選民在接受檢察官訊問時
都承認，賴男送茶葉時都曾要求選舉時投票
支持。

檢方說，賴男以每斤1000元價格購買25
斤茶葉，賴男只承認拿了10斤茶葉送民眾，
其餘15斤茶葉流向則供詞反覆，檢察官認為
賴男和樁腳犯嫌重大，有串證之虞，向法院
聲押，彰化地院召開羈押庭，法官下午裁定
賴男和樁腳以20萬元、10萬元交保。

男子選鄉代送茶葉涉賄 法院裁定20萬交保

（中央社）前立委蔡正元不久前以長女
罹患癌症於美國治療等理由，向台北地方法
院聲請解除限制出境；北院審理後認為如准
予解除，將發生久滯國外不歸情形，因此近
日裁定駁回蔡正元的聲請。

台北地方檢察署7月10日偵結 「三中案
」 ，起訴前總統馬英九等人。蔡正元因涉嫌
業務侵占阿波羅公司資產、挪用款項及侵占
領航基金會款項等案，同遭北檢起訴。

蔡正元在偵查中遭限制出境，不久前向
台北地方法院聲請解禁，北院8月17日開庭
傳訊蔡正元到庭說明。

蔡正元的聲請意旨指出，因長女罹患癌
症，現於美國治療且病況嚴重，美國治療機
構主治醫師來函，希望他前去探視，給予支
持以利治療，希望法官准許；他沒有棄妻女
逃亡的可能，因此聲請解除（含暫時解除）
對他限制出境出海的處分。

北院認為，蔡正元雖稱有赴美探視女兒
的必要，但依據他所提的相關事證，並衡酌
台灣的醫療水平，尚不足認蔡正元的女兒所
罹病症，無返台治療的可能。

此外依據美國醫療機構書函可知，已通
知蔡正元前妻前去探視其女，難認蔡正元的
女兒於他未能赴美的情況下，將全然無從獲
得親情奧援。

法官也認為，現在網際網路及通訊設備
發達，蔡正元尚可利用電話、視訊等設備與
女兒聯繫，給予支持協助。

裁定指出，如准予解除蔡正元限制出境
出海處分，將有發生久滯國外不歸，造成將
來審判程序難以順利進行之虞，繼續限制出
境出海的原因依然存在，因此蔡正元聲請解
除 （含暫時解除）限制出境出海，無理由，
應予駁回。

蔡正元聲請解除境管赴美探病 北院駁回

（中央社）交通部民航局台北國際航空站航
務組鄭姓組員，被控護航廠商詐領噪音補助款並
收賄388萬7000元，最高法院今天依貪污治罪條
例收賄罪判刑5年定讞。

最高法院新聞稿指出，台北航空站辦理噪音
補助款發放業務，承包廠商勾結住戶以虛報施工
費方式詐領。

承包廠商為求順利請領補助費用，行賄鄭姓
組員19萬5000元，鄭姓組員因而在工作檢查記錄
表上登載不實檢查情形，使台北航空站陷於錯誤

，同意補助莊敬里29戶、大佳里54戶噪音補助款
計433萬222元、226萬6530元。

此外，鄭姓組員另於民國91至95年間，分別
向承攬松山機場周圍地區住戶噪音防制工程的7家
公司負責人或辦理完工檢查人員，索取每戶2000
至3000元賄款，合計收受賄款369萬2000元。

台灣高等法院二審依貪污治罪條例收賄罪，
判處鄭姓組員5年徒刑，最高法院今天駁回上訴定
讞。

台北航空站組員收賄3百多萬 判刑5年定讞

（中央社）彰化縣的兩家皮革公司將含有重
金屬的廢水，以暗管繞流的方式排放水溝、污染
農田，警方獲報前往查緝，相關負責人與員工被
檢方依違反水污染防治法、廢棄物清理法等罪嫌
偵辦。

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三大隊第二中隊副中隊
長莊理德今天受訪表示，民眾向彰化縣環境保護
局檢舉，指出花壇、秀水鄉有兩家皮革公司，非
法排放刺鼻味且不明成分的廢水，且廢水污染臨
近大排水溝，案件經警方與彰化縣環境保護局長
期蒐證，鎖定設廠在花壇與秀水鄉的皮革公司涉
有重嫌。

辦案人員上月29日發動大規模搜索，到皮革
公司查扣相關機具及帳冊資料，將兩家工廠負責
人、經理及現場操作人員，依違反水污染防治法
等罪，移送台灣彰化地方檢察署偵辦。

檢警查出，位於花壇鄉的皮革公司，曾在民

國99年5月間因清理污水槽發生重大工安意外，
導致6名工人中毒死亡，這次又被查獲廠區私設暗
管，繞流排放廢水，偵辦過程中，當地村長趕到
現場了解，得知是檢警偵辦相當高興，並表示願
意協助專案小組人員。

秀水鄉的皮革公司，逕自將含有 「總鉻」 的
重金屬製程廢水，以暗管繞流排出至附近排水溝
，經辦案人員利用科學儀器長期監測 「總鉻」 多
次超標，不僅污染灌溉農田的農作物，進而威脅
生態環境。

彰化地檢署檢察官複訊後，認為兩家公司負
責人涉嫌違反水污染防治法、廢棄物清理法，其
中花壇鄉的皮革公司負責人吳姓父子與吳姓經理
坦承犯行，檢察官諭知以新台幣40萬至10萬元不
等交保，另秀水鄉的皮革公司吳姓負責人否認犯
行，檢察官聲請羈押，後經法院裁准。

皮革公司暗管排放廢水檢警查獲法辦

（中央社）士林地檢署偵辦中華地政事務所
陳姓實際負責人涉嫌假買屋真詐騙案，今天搜索9
個相關處所，預計約談陳男等11人到案偵訊。

檢方指出，陳姓男子涉嫌詐得價值新台幣1.5
億元的11筆房地產，另向金融機構詐貸約4100萬
元。

士林地方檢察署新聞稿指出，中華地政事務
所陳姓實際負責人涉嫌自民國106年間起，以中
華地政事務所名義僱用業務員尋找低於市價求售
的房屋，再以人頭購屋並墊高房屋買賣契約金額
，據此向金融機構詐貸。

士檢還查出，陳姓男子另涉嫌夥同地政士、

代書，鎖定無二胎房屋貸款的房屋，提供原屋主
無履約保證的不利買賣合約書供簽約後，僅支付
其中2成款項，即將房屋過戶至人頭名下詐取房屋
，隨即尋找民間貸款公司借款取得現金。

士檢今天指揮法務部調查局台北市調查處、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大
同分局等共47名司法警察，搜索9個相關處所，
同步傳喚通知、拘提陳姓男子等11名涉案人。

檢方指出，今天執行的案件共有13個被害人
，已查扣11處房地產，全案將依詐欺罪嫌擴大偵
辦；陳姓男子所涉其他假買屋真詐騙案件，同步
持續偵辦中。

假買屋真詐騙案 士檢搜索9處約談11人

高雄市向登革熱宣戰高雄市向登革熱宣戰
高雄市高雄市08230823豪雨成災豪雨成災，，三民區也有登革熱疫情三民區也有登革熱疫情，，市府市府55日啟動登革熱疫情緊急防治日啟動登革熱疫情緊急防治3838個行政區個行政區

同步滅斑總動員同步滅斑總動員，，全面清除孳生源及降低社區病媒密度全面清除孳生源及降低社區病媒密度。。

國際半導體展暨國際半導體展暨ICIC6060大師論壇登場大師論壇登場
國際半導體展暨國際半導體展暨ICIC6060大師論壇大師論壇55日登場日登場，，行政院長賴清德行政院長賴清德（（右右44）、）、科技部長陳良科技部長陳良

基基（（右右33）、）、經濟部長沈榮津經濟部長沈榮津（（左左33））及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及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左左55））等人出席等人出席，，賴清德賴清德
向張忠謀握手致意向張忠謀握手致意。。

國際青年大使介紹台灣皮影戲國際青年大使介紹台灣皮影戲
國際青年大使國際青年大使44日晚在新德里舉行的日晚在新德里舉行的 「「台灣之夜台灣之夜」」 ，，以英語短劇介紹台灣皮影戲以英語短劇介紹台灣皮影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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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关注

本报北京 9月 3日电 （记者裴广江、王云
松） 国家主席习近平 3 日在国家会议中心出席
中非领导人与工商界代表高层对话会暨第六届
中非企业家大会开幕式并发表题为 《共同迈向
富裕之路》 的主旨演讲，强调中国支持非洲国
家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愿同非洲加强全方

位对接，打造符合国情、包容普惠、互利共赢
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共同走上让人民生活更加
美好的幸福之路。

上午 10 时许，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同
出席开幕式的非方领导人共同步入会场。习近
平走上主席台，发表主旨演讲。

习近平指出，3 年前，我在中非合作论坛
约翰内斯堡峰会上提出了旨在推动中非共同
发展的“十大合作计划”，目前这些措施已结
出 累 累 硕 果 。 中 国 同 非 洲 国 家 加 强 战 略 对
接，密切经贸联系，在推动非洲工业化和现
代化进程、基础设施建设、贸易和投资便利
化、能力建设、减贫惠民等方面取得长足进
展，中非合作成果正在造福非洲人民。

习近平强调，非洲人口占世界人口六分
之一。实现包括非洲人民在内的各国人民共
同富裕，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
内容。中非传统友谊深厚，过去是并肩战斗
的好兄弟，现在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中非
已成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和合作共赢的
利益共同体。中非命运共同体在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进程中走在了前列。

习近平指出，非洲是共建“一带一路”的
历史和自然延伸，是重要参与方。中国支持非
洲国家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愿在平等互利
基础上，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同非洲
全方位对接，推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
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打造符合国情、
包容普惠、互利共赢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中非共建“一带一路”，是造福中非
人民的共同繁荣之路。中国对非投资不附加任
何政治条件，不干涉内政，不提强人所难的要
求，注重分享发展经验，支持非洲实现民族复
兴和国家繁荣。

——中非共建“一带一路”，是言必行、
行必果的务实合作之路。中非合作找准基础设
施不足等制约非洲发展的要害，把资金用在刀
刃上，不搞花架子。

——中非共建“一带一路”，是敞开胸怀
拥抱世界的开放包容之路。中非共建“一带一
路”完全遵循现有国际通行规则，坚持公开透
明，在尊重非方意愿前提下，愿同所有有能
力、有意愿的国家加强第三方合作，实现互利
共赢，打造多赢合作平台。

——中非共建“一带一路”，是推动贸易
和投资便利化的自由通畅之路。中方愿在互利
共赢原则下继续在标准推广、市场准入、人员
培训、海关商检等方面开展同非洲合作，助力
推进中非贸易畅通。中方鼓励和支持中非相互
投资，不追求贸易顺差，愿创造条件扩大进
口。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

年。不管世界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坚持开放的
目标不会变，扩大开放的决心不会变。中国欢
迎包括非洲企业家在内的世界各国企业家到中
国投资兴业，也积极鼓励中国企业家到非洲开
拓发展，携手共建“一带一路”。

习近平对中非企业家提出四点希望：一是
立足中非、着眼长远，深耕细作，同中非人民
共同成长、共创辉煌。二是紧紧把握创新的历
史机遇，相互借鉴，创新合作方式，利用好现
代技术成果，发展朝阳产业，在推进传统工业
化升级的同时推进智能化发展。三是扛起应担
的社会责任，尊重当地文化风俗，重视培养企
业声誉，更加注重员工培训和改善当地居民生
活条件，更加重视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利用，
为长远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四是在经济合作中
做中非友好的连接纽带，生意做到哪里就在哪
里播下友好的种子，项目建在哪里就在哪里树
起友谊的丰碑。

习近平最后指出，13 亿多中国人民正在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努力奋斗，12 亿多非洲人
民也在追求经济发展和民族复兴，中非有着共
同的发展诉求，我们愿同非洲兄弟并肩奋斗，
共享发展成果，共同走上让人民生活更加美好
的幸福之路。

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乍得总统代比、吉布
提总统盖莱、毛里塔尼亚总统阿齐兹、纳米比
亚总统根哥布、尼日利亚总统布哈里等非方领
导人随后致辞，表示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
峰会确定的“十大合作计划”有力推动了非洲
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中国是非洲的真朋友、真
伙伴、真兄弟。“一带一路”倡议很好地与非
洲各国相关经济发展项目对接。非洲期待通过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深度参与“一带一
路”建设，同中方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
运共同体。

与会中非企业家代表表示，中非传统友好
合作根基深厚，中非经济互补性很强，双方企
业合作前景广阔，商机无限。中非企业要分享
成功经验，创新合作模式，实现互利共赢，要
积极参与中非共建“一带一路”，为构建中非
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丁薛祥、杨洁篪、蔡奇、王毅、赵克志、
何立峰，出席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的 35 位非
方领导人及中非知名工商企业和有代表性的中
小企业负责人、相关国际组织和机构代表约
1000 人出席开幕式。

9月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中非领导人与工商界代表高层
对话会暨第六届中非企业家大会开幕式并发表题为 《共同迈向富裕之路》 的主旨演
讲。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摄

出席中非领导人与工商界代表高层对话会暨第六届中非企业家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习近平：共建“一带一路”共走幸福之路

解

局

中 非 合 作 论 坛 北 京 峰 会 开 幕 。
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
要讲话，其中有这么一段话引发了
热烈的掌声——

“中国在合作中坚持真诚友好、
平等相待……坚持做到‘五不’，即：
不干预非洲国家探索符合国情的发
展道路，不干涉非洲内政，不把自己
的意志强加于人，不在对非援助中附
加任何政治条件，不在对非投资融资
中谋取政治私利。中国希望各国都
能 在 处 理 非 洲 事 务 时 做 到 这‘ 五
不’。”

这是中国与西方在对非政策上
最根本的区别所在。

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
员寿慧生的研究表明，西方附加种
种政治条件的“致命援助”，使非洲
国家沦为援助对象而非发展主体，在
发展方向和操作方式上听命于西方
捐赠者，丧失了发展的自主性和发言
权，也扼杀了发展的内在动力。因
此，连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伊斯特利

也曾严厉抨击西方国家战后对于非
洲的“国际援助”。比如，尽管人们公
认非洲儿童无法享受十几美分一支
的抗疟疾药为一大悲剧，但更大的悲
剧是在西方为非洲投入大量援助之
后，非洲儿童仍旧无法获得十几美
分一支的抗疟疾药。

正是因为中国有“五不”的坚
持，所以，才有了中非命运与共与
前景广阔。

国内经常有人会问，中国为什
么要跟非洲合作？

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信
息研究室主任王洪一对岛叔说，这是
因为中非的产能互补性非常强，非洲
的发展潜能又会带来巨大的市场。
中国有资本、有产能、有技术。而非
洲的需求则是工业化起步，需要资
金，需要就业，需要摆脱国家经济只
能靠“往地下挖”的状态。

非 洲 有 着 丰 富 的 资 源 ， 如 原
油、锰、铜等；但这些资源长期以
来得不到充分开发，且被西方国家

以低价压榨掠取。中国可以以更合
理的价格进行交易。王洪一介绍，
中国从非洲进口的铜、棉花，数量
比国产的还多；中企在非洲的油田
项目则为中国能源安全提供了巨大
帮助。

在西方媒体看来，当“西方政
府几乎放弃了这块大陆”，将其视为

“ 不 稳 定 、 移 民 和 恐 怖 主 义 来 源 ”
时 ， 中 国 看 到 了 互 惠 共 赢 的 机 会

——2000 年，中非贸易额仅有 100 亿
美元；去年，中非的双向贸易额已
达 1700 亿美元。同时，中非合作有
效促进了非洲的发展与就业。麦肯
锡在 8 个非洲国家的 1000 多家中国
企业进行调查，发现这些企业 89%的

雇员是非洲本地人。
非洲人很明白，中国的外交实

践中从来没有殖民的污点。中国跟
西方最大的不同，就是与非洲平等
相待。经济上中非之间是公平的买
卖，中国还帮助非洲进行产品资源
的深加工；中国也利用这些资源进
行再加工，例如尼日利亚的石油经
过中国的加工成为柴油、汽油，再
次进口到尼，延长、完善产业链；
不光把中国制造送到非洲，也帮当
地搞非洲制造，帮他们把原料变产
品 ， 而 且 可 以 把 产 品 销 往 欧 美 市
场。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将来
世界上不仅会看到中国制造，也会
看到更多的“非洲制造”。

尼日利亚的《先锋报》是这样说
的：“与西方不同，中国不霸道，它没
有宣称它的敌人必须是我们的敌人，
也没有要求盟友加入地盘争夺战。
相比之下，当美国人与其他国家作对
时，例如与土耳其和伊朗的持续争
端，美国坚持，其他国家要么加入经

济制裁，要么受到惩罚。中国人告诉
我们，蜡烛不会因点燃其他蜡烛而失
去亮度，而是让世界变得更加明亮。”

肯尼亚的《民族日报》则更明确
地指出：“对非洲来说，中国是一个有
价值的合作伙伴。它努力打破基于
几个世纪欠发达的古老的‘贫困陷
阱’。”

6500 多公里铁路、6000 多公里高
速公路、200多所学校、80多座体育场、
数十座政府办公楼、议会大厦和大量
的机场、港口，非洲通信的现代化，以
及常驻2000多名维和战士对和平安全
的努力、几十年如一日对非洲公共卫
生的改善……这就是中国在这片大陆
上交出的“答卷”，这些务实的行动胜
过一打又一打的纲领和口号。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外媒曾经
采访过一位几内亚女孩，她是这样说
的：“我们听说，西方人拿出数十亿
美元建造公路，但它们从未建成；但
如果你看到两个中国人干活，你就知
道，那条公路将在两个月后建成。”

因 为“ 不 ” 所 以“ 有 ”
明日绫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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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快報活動快報 99月月77
日至日至99月月88日日
重慶重慶 「「中醫專中醫專
家關懷團家關懷團」」 舉舉
行行

醫學講座及免費義診活動醫學講座及免費義診活動
99--0707--20182018(Fri)(Fri)上午上午 1010 時至時至
下午下午55時時
中國人活動中心中國人活動中心130130大廳大廳
59055905 Sovereign ,SuiteSovereign ,Suite 130130,,
Houston,TX.Houston,TX.7703677036
万鵬万鵬，，重慶北碚區中醫院副院重慶北碚區中醫院副院
長長，，主任中醫師主任中醫師
中醫內科中醫內科，，兒科兒科，，小兒推拿治小兒推拿治
療知識講座療知識講座
99--0707--20182018（（Fri)Fri)上午上午1010時至時至

上午上午1111時時
中國人活動中心中國人活動中心130130大廳大廳
毛得宏毛得宏，，重慶市永川區中醫院重慶市永川區中醫院
院長院長，，主任中醫師主任中醫師、、教授教授
中醫養生保健知識講座中醫養生保健知識講座
99--0707--20182018（（Fri)Fri)上午上午1111時至時至
中午中午1212時時
中國人活動中心中國人活動中心130130大廳大廳
66位中醫專家義診位中醫專家義診
99--0707--20182018（（Fri)Fri)下午下午 11 時至時至
下午下午55時時
中國人活動中心中國人活動中心130130大廳大廳

「「在境外居住人員領取養老金在境外居住人員領取養老金
資格審核表資格審核表」」 現場辦理現場辦理
99--0808--20182018（（Sat)Sat)下午下午22時至時至

下午下午33時時3030分分
中國人活動中心中國人活動中心
59055905 Sovereign Dr.,Houston,Sovereign Dr.,Houston,
TX.TX.7703677036

雙十國慶攝影展雙十國慶攝影展--影像情真剪影像情真剪
綵典禮綵典禮
99--0808--20182018（（Sat)Sat)下午下午22時時3030
分分
僑教中心展覽室僑教中心展覽室
1030310303 Westoffice Dr.,HousWestoffice Dr.,Hous--
ton,TX.ton,TX.7704277042

「「絲竹雅韻絲竹雅韻」」 音樂會音樂會
休士頓中華民樂團休士頓中華民樂團、、休士頓玉休士頓玉
佛寺佛寺

99--0808--20182018（（Sat)Sat)下午下午77時時
玉佛寺玉佛寺
69696969 Westbranch Dr.,HousWestbranch Dr.,Hous--
ton,TX.ton,TX.7707277072

義務實彈戰術反應射擊訓練義務實彈戰術反應射擊訓練
99 月月 66 日日（（ Thur. )Thur. ) 下午下午 11：：
0000
28252825 Wilcrest Dr. #Wilcrest Dr. #450450

華美銀行捐助休士頓大學卓越華美銀行捐助休士頓大學卓越
學術中心翻新落成典禮學術中心翻新落成典禮
99 月月 77 日日（（ Fri. )Fri. ) 下午下午 33：：
0000 ----44：：0000
休士頓大學校友中心二樓休士頓大學校友中心二樓（（
32043204 Cullen Blvd. Houston ,Cullen Blvd. Houston ,

TXTX 7700477004 ))

「「 關稅摩擦對中美貿易的影關稅摩擦對中美貿易的影
響及應對策略響及應對策略」」 法律稅務熱法律稅務熱
點講座點講座
99 月月 77 日日（（ Fri. )Fri. ) 晚間晚間 66：：
3030pm --pm -- 88 ：：3030pmpm
1070010700 Richmond Ave. SuiteRichmond Ave. Suite
107107, Houston , TX, Houston , TX 7704277042

原始點課程開課原始點課程開課
99 月月 88 日日（（ Sat. )Sat. ) 下午下午11：：3030
至至33：：0000 （（ 連續連續88 週週））
休 士 頓 原 始 點休 士 頓 原 始 點 （（CCH --CCH --
OPM, INC )OPM, INC )1234512345 BellaireBellaire
Blvd . Suite BBlvd . Suite B77 &B&B99 , Hous, Hous--

ton TXton TX 7707277072

鄔顯榮先生喪禮鄔顯榮先生喪禮
99 月月 88 日日（（ Sat. )Sat. ) 上午上午 1010：：
0000
永福殯儀館永福殯儀館

「「休士頓休士頓-- 台北姊妹會台北姊妹會」」 邀請邀請
，，台灣地質學會台灣地質學會地震講座地震講座
99 月月 88 日日 （（Sat. )Sat. ) 下午下午55：：0000
Museum of Natural ScienceMuseum of Natural Science

義務安全講座義務安全講座
99 月月 99 日日（（Sun. )Sun. ) 下午下午 22：：
0000 ---- 44：：0000
28252825 Wilcrest Dr. #Wilcrest Dr. #450450

活動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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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由美國德州
安徽同鄉會主辦、華夏學人協
會和華盛中文學校協辦的講座
“我們和孩子一起成長(2)--走
進孩子內心和他們建立親密關
係” 於2018年8月25日星期六
下午在休斯頓中國人活動中心
舉行。

講座由鄭秀耘理事籌備、
組織和主持，主辦方安徽同鄉
會會長張經坤致辭歡迎並感謝
大家前來參加這次講座，協辦
方華夏學人協會會長黃華、華
盛中文學校理事長林昕均到場
給予大力支持。

當年，我們懷著夢想和希
望來到了這個陌生的國度，十
年、二十年過去了，在我們逐
漸融入到這個群體中時我們感
悟到如何讓我們的下一代健康
、快樂、幸福的長大，比我們
自身更重要，這是一個大工程，這又是一個漫長的過程。繼
2017年“我們和孩子一起成長--子女教育及申請大學和醫學院
的經驗分享”專題講座後，這次分享的重點是：作為父母，我們
怎樣珍惜與孩子的相處、學習傾聽、理解他們情感上的需求。

德州安徽同鄉會老會長、華夏學人協會顧問承寧首先分享：
生養和教育、性格和品格，提出了心理資本的重要性及通過博雅
教育來啟迪心靈；智商、情商和逆商，闡述了哈佛大學心理系教
授丹尼爾·戈爾曼所著《情商》的五個方面；做父母是一世的修
行，反思與探討，並向家長們推薦了五本書。然後承寧和女兒陶
思源進行了別開生面的母女之間的親情對話，陶思源是哥倫比亞
大學大二學生，主修計算機、輔修美術，暑假在微軟公司做暑期
實習生。她倆真摯的對話展示了兩代人情感深處的交流，強調了
心理健康和身體健康同等重要，尤其陶思源以大孩子的身份對家

長們的誠懇建議令在座的父母們頻頻點頭，受益匪淺。
培養孩子的智力固然非常重要，培養孩子的情商也不可忽視

。儘管他們有各種渠道獲得不同的信息，希望父母和孩子多多交
流商討，建立彼此溝通的渠道並保持暢通。父母和孩子的交流不
能局限在物質層面比如吃穿睡覺、學習成績、專業掙錢等，還要
多在情感層面上交流比如快樂與痛苦、壓抑、孤獨、生活的意義
等。和父母不斷地情感交流才能讓他們覺得無論以後發生什麼，
都可以和父母商量，學會如何溝通或減壓，現在常常有高中生、
大學生抑鬱甚至自殺，原因有很多種，家庭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其實世上沒有過不去的坎兒，家永遠是避風的港灣。

第三位講員陳暉醫生，她的兒子是康奈爾大學大三學生，主
修計算機。陳暉醫生和台下聽眾們的互動中談到了孩子們在不同
的年齡段家長們應該關注的方面；關愛、傾聽、觀察、和探索：
從弱點和錯誤所學到和想到的；強調了好的學習、生活、工作的

習慣的重要性；以及建立個人的價值觀、獨立性和個人事業的追
求。

到場的六十多位聽眾既有父母，又有五、六歲的孩子，還有
年近八旬的老教授。華夏學人協會理事張燕曉還專門邀請從日本
來美國和孩子相聚的客戶一起來聽講座，可見大家對下一代教育
的關心和重視。講座到預定的四點仍在進行，現場提問極為踴躍
，延時半小時散會後仍有家長圍著主講人問問題。參加的家長們
高度評價了這次活動！錯過的父母們希望主辦方以後接著舉辦教
育講座。

十分感謝主持人和三位主講人為休市華人社區義務做貢獻，
也要感謝安徽同鄉會副會長施文蓉，理事胡激揚、劉昭軍、柯週
馨怡、房哲等在現場的幫忙。更加感謝前來參加的所有家長和同
學們，祝愿孩子們健康、快樂、幸福的長大，祝愿家長們和孩子
一起成長！ (安徽同鄉會供稿)

我們和孩子一起成長(2) 教育講座成功舉辦

我們和孩子一起成長我們和孩子一起成長((22))教育講座成功舉辦教育講座成功舉辦,,主辦方安徽同鄉會張經坤會長主辦方安徽同鄉會張經坤會長,,協辦協辦
方華夏學人協會黃華會長方華夏學人協會黃華會長、、華盛中文學校林昕理事長華盛中文學校林昕理事長,,主持人鄭秀耘理事主持人鄭秀耘理事,,主講主講
人德州安徽同鄉會老會長人德州安徽同鄉會老會長、、華夏學人協會顧問承寧華夏學人協會顧問承寧,,陶思源陶思源,,陳暉醫生及與會人陳暉醫生及與會人
士在中國人活動中心合影士在中國人活動中心合影。。 ((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主持人安徽同鄉會鄭秀耘理事主持人安徽同鄉會鄭秀耘理事,,主講人德州安徽同鄉會老會長主講人德州安徽同鄉會老會長、、華夏學人協會華夏學人協會
顧問承寧顧問承寧,,陶思源陶思源,,陳暉醫生陳暉醫生.(.(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
國際花道德州休士頓分會董事會
(The Board of the Ikebana Interna-
tional Houston, Texas Chapter 12)
4日在亞洲協會德州中心(Asia So-
ciety Texas Center) 主辦一場講習
會，邀請第三代雕版印刷藝術家
Ayomi Yoshida現場示範雕版印刷
工藝，日本總領館總領事福島秀夫
(Hideo Fukushima)出席該活動。

宣揚亞洲文化，背負教育傳承
使命，亞洲協會德州中心經常舉辦
各類文化藝術及具教育性質的活動
，雕版印刷藝術家吉田亞世美
(Ayomi Yoshida)所創作的雕版藝術作品，現正在亞洲協會德州
中心裡展出，是由40人合力完成的大規模雕版印刷裝置藝術，
完美呈現她的設計理念，歡迎民眾一起感受她的人生理念、自
然、成長記憶和思鄉情懷。

亞洲協會德州中心在全球有13個分支，在亞太地區及全球
頗富盛名，休士頓分部多年來一直是美國主流社會了解和認識
亞洲文化的重要文化機構，並且藉由藝術、文化、商業、教育
、外交政策及社區課程來豐富並增加多元文化交流。

亞洲協會德州中心在創始人John D. Rockefeller 三世於
1956年在紐約創立，德州休士頓分部在前第一夫人芭芭拉布希
(Barbara Bush)及前任大使Roy M. Huffington於1979年創立，
多年來一直是增進美國與亞洲各國家互動交流的重要橋樑推手
。1995年該協會董事會決定創立博物館以便藝術展示，邀請日
本著名建築設計師谷口吉生(Yoshio Taniguchi)親自設計，新穎
的建築風格，整潔明亮，現代化卻不失濃厚的日本氣息，中心
佔地4萬平方英呎，成為休士頓博物館區地標。

該中心包括劇院、畫廊、會議室、咖啡廳，大部份文化表
演和放映在Brown Foundation performing Arts Theater，令人
印象深刻的是中心二樓的Water Garden Terrace，噴泉水湧出
，與建築融為一體，讓人格外心曠神怡。

該中心全年都有藝術文化展出，今年9月至10月的精選展
覽及表演活動如下：

9月8日(周六)， 「Architecture Tour」 ，下午2時至3時
9月10日(周一)， 「Tai Chi with Henderson Smith: Level I

Wu Dang Mountain 18 Form」
9 月 12 日(周三)， 「Reception for New Cartographies &

Artists' Conversation」 ，晚間6時至8時
9月 13日(周四)， 「Bank of America Women's Leader-

ship Series」 ，上午11時30分至下午1時30分
9月 14日(周五)， 「Jaipur Literature Festival at Houston

」 ，晚間7時至9時30分
9月16日(周日)， 「Breakfast Yoga Club Houston」 ，上午

9時至11時
9 月 22 日 (周六)， 「'Persistence of Memory' by T.T.C.

Dance」 ，晚間7時30分至8時30分

10 月 4 日(周四)， 「10th Anniversary of the Indian Film
Festival of Houston」 ，

10月6日(周六)， 「Food Tours of Asia: Filipino Cooking」
，上午11時至12時30分

10月13日(周六)， 「Art Tour」 ， 下午3時至4時
10月 19日(周五)， 「American First National Bank Night

Market 2018」 ，晚間6時至10時

亞洲協會德州中心藝文教育盛宴亞洲協會德州中心藝文教育盛宴 推廣亞洲文化不遺餘力推廣亞洲文化不遺餘力

吉田亞世美雕版藝術吉田亞世美雕版藝術。。

表演廳表演廳。。

Water Garden TerraceWater Garden Terrace。。

亞洲協會德州中心外觀亞洲協會德州中心外觀。。

吉田亞世美雕版藝術吉田亞世美雕版藝術。。

日本總領館總領事福島秀夫日本總領館總領事福島秀夫((右右))出席活動與國際花道德州休出席活動與國際花道德州休
士頓分會副會長士頓分會副會長Molly Rose(Molly Rose(左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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