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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身体健康的、具有一定运动习惯的女性，在经期适当运动不会有副作用，相反还有利于身体，但女性经期的运

动务必要注意控制运动量，月经期并不是绝对禁止运动，但是高强度、大 运动量的运动(如变速长跑、负重跳跃、斜

坡卷腹等)，还是应该在月经初期尽可能避免或减少，以免加重痛经或增加出血量，同时 也能避免经血倒流引起的

一些感染甚至炎症。

不过，月经期间适当的运动有助于神经系统的平衡，有利于血液循环，帮助腹肌、骨盆肌收缩及放松，有利于经

血排出更顺畅，也能起到一定的缓解痛经作用。女性月经期到底该如何运动？

月经初期，许多女性会出现身体不适的情况。因此，在经期到来的前三天，建议大家以休息为主，实在想动一动

的妹子，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决定运动形式，以较为轻柔、舒缓、放松，拉伸的运动为主，如冥想型瑜伽、初级的形

体操，或只是在家做一些简单的伸展动作。通过这些轻运动帮助身体血液顺利流通，缓解压力。运动期间，一定要避

免对腹腔施压、避免将腿位抬得过高。如果感到疲劳或发现出血量突增或暴减的情况，需立即停止运动。

经期第五天，身体开始恢复，此时可以开始进行慢走、慢跑等有氧运动。不过，还是要避免一些球类及负重较大

的运动。

提醒：以上是针对正常情况进行分析，个别有特殊情况的女性不在此列。

月经期运动有哪些注意事项？

月经期间适当运动能调节身体，但如果运动不当，则会给身体带来很大伤害。女性月经期间运动应该注意以下

几点：

1.减少运动量：宜参加一些平时经常练习的，比较熟练的运动项目，如慢跑、体操、打拳、乒乓球、投篮等运动。

2.缩短锻炼的时间，放慢速度：以减少运动量，达到放松肌肉的作用。

3.避免参加剧烈和震动过大的运动：月经期间不宜参加如跳高、跳远、百米赛跑和踢足球等运动，也不宜进行俯

卧撑、哑铃等增加腹压的力量性锻练，以免经期流血过多、经血倒流甚至子宫位置改变。

4.避免参与各种水中运动：勿参加跳水、游泳和水球等运动，即使用了卫生棉条也不行，因为经期女性抵抗力较

弱，生殖系统易受攻击，游泳池细菌较多，极易感染；也不宜洗冷水澡及用冷水洗脚部，以免造成月经失调。

5.避免竞争激烈的比赛：月经期参加这些运动，容易因高度的精神紧张而导致内分泌功能紊乱，出现月经失调。

6.最后，需要切记的是：经期最需要避免的运动，是爱爱……(虽然 SEX是很好的有氧运动，但经期还是必须杜

绝)。

姨妈到访能不能运动
揭晓生理期的运动谜团
导读：如果你是一个酷爱运动的人，几乎每天都要跑跑步、打打球或是坚

持效果显著的平板支撑，好不容易练出的马甲线，却在每次“大姨妈”来

的时候喊暂停，因为听朋友说月经期间是不能运动的，经期运动容易造

成妇科方面的问题。月经期间到底可不可以运动？如果可以，哪些运动比

较适合？月经期间运动该注意哪些问题？所有你关心的一一来揭晓。(文

字来源：嘉人网)

美

又一起休斯敦的搶劫傷人案又一起休斯敦的搶劫傷人案
【鄧潤京/圖文】今年 7、8 月間，

休斯敦的搶劫案頻發。本文只是許多搶
案當中的一例。

羅女士是退休人士，租住在 South
Gessner 附近的一座老人公寓。她是華
人社區的義工。2017年8月下旬的哈維
颶風（Hurricane Harvey）救災期間，美
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成立組織救災中心
，羅女士是該中心主要義工之一。

這樣一位熱心公益的老人家，不幸
成為了搶劫犯的目標。

8月30日，星期五，下午1點28分
（銀行提款單上的時間），羅女士在美
南銀行提出一筆現金，上了自己的車。

應該是被跟蹤了。
羅女士開車回到居住的老人公寓。

這公寓還是安全的，在公寓的停車場和大街之間，有一道大鐵門
。只有內部人士才可通過密碼開啟大鐵門。設計上，外人是進不
來的。百密一疏，有一深灰色的車，緊跟在羅女士的車後邊，進
了開鐵門。進來後停在內部停車場，下來後直接到羅女士車旁，
用一小工具砸開車窗。用噴劑噴她眼睛，並拖人出來。

印象中是一黑人，40歲左右，1.82---1.85米身高。
整個搶劫過程不到一分鐘，起碼有三個人一起作案。羅女士

的車被輕松開走，錢和手機都還在車上。看不見對方的車牌號。
公寓的監控錄像也沒看見車牌號。

羅女士被推倒在地。左、右肩都被打傷，頭上被打了一個大

包。
下午2點15分，羅女士艱難地到公寓經理室報案，打911。

救護車先到，送傷者去醫院。
到醫院，開了些非處方藥，止痛。在醫院羅女士用醫院的電

話試圖撥打自己的手機，聽到手機還有響。
想起手機可以有定位功能。羅女士求助在廣州的兒子，將被

搶去的手機定位。結果顯示在“梨城”（Pearland，TX），距離
8、9英裏。

從醫院出來已經是11點鐘了。到了梨城以後報警。15分鐘
以後有兩個警官，他們是Ofc. A. Tuan 和D.W.Rogers。 真要感

謝兩位警官。他們開兩部警車將羅女士的車夾在中間，去尋找手
機。其中有一個警察可以講中文，這無疑為不太懂英文的羅女士
帶來極大安慰。

在一處路邊深泥濘裏聽到手機鈴聲，講中文的警察下到泥濘
，鞋和襪子都掉了，終於拿回手機。

8月31日，22點，警方通知，已經找回被搶的車。車內有玻
璃碎片，碎片上有血跡，應該是搶匪的開車時被碎玻璃劃傷的殘
留。

羅女士有完整的報警資料。希望警方能夠早日破案，還社區
一個安寧的環境。

休斯敦城市規劃部宣布本市東南地區開展多模態遷移研究休斯敦城市規劃部宣布本市東南地區開展多模態遷移研究

【鄧潤京/休斯敦報道】休斯敦
城市規劃部今天公布了發展多模態聯
運 研 究 （multimodal mobility study）
的內容。其中包括車輛、公共交通、
行人、自行車和貨運。其區域範圍包
括610北，288號公路，8號公路往南
，45號公路至加爾維斯頓。

“交通狀況的改善和交通便利對
於社區、運輸機構和公眾的生活都是

至關重要。” 休斯敦市規劃部運輸署
經理沙羅•摩西 - 伯恩賽德（Sharon
Moses-Burnside）說。“這個計劃為
休斯敦市政府和社區成員提供了很好
的合作機會，大家共同努力，最大限
度地發揮交通導向的作用，多式聯運
找出並優先考慮短期、中期和長期的
移動解決方案。

計劃在12個月內完成在休斯敦東

南區實施改善交通便利的項目。休斯
敦東南區的交通移動計劃要確保計劃
是由社區受益的，並確定遠景目標解
決社區在流動性方面的優先事項。

9月8日在大聖馬修教堂召開第一
次公開聽證會，會議針對審議現有情
況報告，目標計劃，並尋求社區意見
和改進方案。
詳細情況可聯系：

Contact: CHELBI MIMS
chelbi@oneworldstrong.com
(713) 822-0666

休斯敦規劃和發展部（City of
Houston Planning & Development De-
partment）簡介

休斯敦，美國第四大城市，是一
個充滿活力，不斷發展的城市，豐富
文化資源和民族多樣性的城市。休斯

敦規劃和發展部的任務是確保通過與
決策者的合作，保持一個充滿活力和
可持續發展的城市，平衡社區各種需
求和利益，同時提供增長和變化的動
力。

案發現場案發現場。。現在只剩下被打碎的車窗玻璃現在只剩下被打碎的車窗玻璃，，灑滿停車位灑滿停車位。。
平常平常，，這樣的大鐵門需要密碼才能開啟這樣的大鐵門需要密碼才能開啟，，還是很安全的還是很安全的。。不過不過，，羅女士的羅女士的
搶案就發生在大鐵門裏面搶案就發生在大鐵門裏面，，在內部人士的停車場上在內部人士的停車場上。。

項目將確定最佳的街道設計和策略項目將確定最佳的街道設計和策略，，以促進所有交通方式的流動性以促進所有交通方式的流動性。。
項目將確定最佳的街道設計和策略項目將確定最佳的街道設計和策略，，以促進所有交以促進所有交
通方式的流動性通方式的流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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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Michelle Huang – Kathy Cheng Cam-
paign Treasurer)已經移居在美國13年的我，從未
深入了解投票及選舉在我們生活上的影響和重要
性。有時華人會抱怨受到種族歧視或是不被平等
對待，卻又不之如何改變現況。其實您可曾想過
，要能夠讓弱勢民族被重視且有效的方法，就是
參與 ”投票” ，透過我們手上的那一票，明智投
給理想的候選人，就是能夠 ”發聲” 的有效途徑
之一。

某日，在 Kathy Cheng 告訴我她決定參選
2018年德州高等法院的法官那一刻，並說明她參
與競選的動機後，她邀我成為競選團隊的財務管
理人，我便開始跟隨她參與各項大大小小的競選
活動。透過參與的過程中認識了其他候選人，因
此聽到其他候選人參選的動機，表示社會平權需
要我們每個人更多的努力，包括如何改善教育制
度、環境、和有效分配教育經費、醫療保險福利
、稅務制度、法律制度等，這些問題都和我們生
活上習習相關。

Kathy Cheng 目前為執業律師，在她幼年時，
隨著父母移居到美國。在大學時期，原本應家中
期許就讀醫學系的她，因為父母投資經商被友人
欺騙，而有官司訴訟，在多次進出法院，她發現
自己對法律有著極大的熱忱，因此踏入了法律界

，她了解到法律是保護個人權益的根本。
她在近 20 年的執業律師生涯，經由處理的案

件過程中，深入了解並體會到各個當事人的情況
，盡力為他們爭取到最大的權益。她也發現到許
多華裔，自認為是弱勢族群、加上民族性的不同
、和語言不通等等的問題，而喪失自己的應有的
權益。她個人也熱心在華人社區社團中，協助華
人在法律方面的諮詢。

另外，她育有一女兩男，她特別注意男女教
養上的不同與平衡，雙方都必須學習如何尊重對
方。再加上她受理的離婚案件經驗中，以華人傳
統的社會裡，女性多半為照顧者，所以經常扮演
著需多包容與擔待的角色 ，而未受到適當的尊重
和平等的對待。女性多聽從先生的意見，未適時
表達自我意見，而一昧的犧牲，時間久了多方抱
怨，甚至是生活在語言或肢體暴力的婚姻下，不
知如何自我保護。她知道，如果對現狀不滿意，
就需要由自身改變做起。

選出真正能為社會做事的人
在跟隨 Kathy Cheng 參加多場的競選拜票的

活動時，不論是在路途停泊休息時，任何她到的
場合和角落，不論種族或男女，只要有機會，她
都耐心的告訴他們，參與投票對他們的重要性。

在她拜票的過程中發現，許多人並不知道 ”

法官 ”一席大多是透過選民選舉而產生的。許多
選民僅以所支持的黨別來直票投票 (straight ticket
voting)，並無考慮到黨派交叉選舉，無法選對真
正能為社會做事的人，也是造成社會不公的原因
之一。亦忽略了擔任的法官需要有不同的多元性
，包括種族、性別、教育背景、黨別等等。需要
能夠利用不同的視角的來審理每一個案件，才能
使法律真正保護到每一個人。在拜票的過程中，
許多選民表示，他們並非共和黨人，只是跟從大
多數人民的意見來做選擇。在Kathy 的解釋後，他
們才發現自己的不慎投票，竟是造成現今社會不
公的推手之一，自己也可能成為了受害者而不自
知。

多元性的視角
她認為法律規範裡並非非黑既白，有時必須

能夠看到其灰色地帶，才能真正的讓法律得以伸
張。在過去8年中，德州法庭約有近80位法官，
其中只有約15 位法官為名民主黨人。在德州高等
法院的法官中，已有25年之久，都是由共和黨人
來擔任。目前德州高等法院有9位法官，全是共和
黨人，並且只有兩位女性擔任。這樣的失衡，也
是造成些許判決不公的原因之一。她表示要能夠
以 ”多元性的視角” 來看待事件是極為的重要。
以近期高等法庭審理的性騷擾事件為例，高等法

院最終判決，只因被告人和告訴人為 ”同一性別
”，所以被告人獲判無罪。這樣狹隘的想法所產
生的判決，造成告訴人的終生陰影和獲判不公，
也影響著未來對性騷擾的定義和裁決。

透過參與投票集結力量，為下一代爭取平等
的社會環境

許多美國華裔熱衷參與回國選舉和支持政治
活動，但卻忽略了，自己長期生活在美國，也需
要參與美國當地的政治活動和選舉，為自己和下
一代的利益爭取應享有的權利和義務。她希望大
家能夠透過參與選舉投票來集結起大家的力量，
為我們下一代爭取平等的社會環境。
選民需登記投票，才能享有投票資格

另外，她呼籲民眾，選民需登記投票，才能
享有投票資格。有些民眾誤認為一但成為公民就
自動享有投票權利，到了選舉單位時，才發現並
非如此而喪失了選舉權益。如有因受到Harvey風
災而遷移至不同County的民眾，亦需重新登記投
票，確認新的投票所在地。登記投票截止日為今
年10月9日止。

如欲參加Kathy Cheng Campaign 志工團隊或
捐款，詳情請至網站:
www.chengforjusti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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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大學全面改建體育中心休士頓大學全面改建體育中心
以華美銀行董事長吳建民及夫人命名以華美銀行董事長吳建民及夫人命名

（ 休士頓 / 秦鴻鈞報導 ） 由休士頓華人攝影學會主辦的雙
十國慶攝影展，於昨天（ 9 月 8 日 ） 下午二時半，在僑教中心
展覽室正式揭幕，也正式開啓了休士頓全僑慶祝中華民國107 年
雙十國慶系列活動。

這項由休士頓華人攝影學會主辦，命名為 「影像情真 」 的
攝影展，共展出會友三十餘人140 幅攝影作品。（ 每人四至六
張 ） 「台北經文處」 副處長林映佐， 「國慶籌備會」 主任委
員嚴杰，及 「休士頓華人攝影學會」 會長關本俊分別在揭幕儀

上致詞，盛讚攝影家以其藝術作品來反映人生，每個鏡頭都是細
心捕抓，匠心獨具，以獨特的色彩、情景、創意，來呈現多彩多
姿的人生。令觀者目不轉晴，嘆為觀止。

雙十國慶攝影展從昨天起一直展出到 9 月 16 日止。

（本報訊）休士頓大學於九月七日舉辦體育
中心改建落成儀式。華美銀行董事長、總裁兼最
高執行長吳建民（Dominic Ng）偕同夫人出席典
禮及揭幕式。休士頓大學將新中心命名為Domi-
nic & Ellen Ng Academic Center for Excellence，以
感謝吳建民及其夫人對學校的慷慨捐贈。

休大此次全面改建面積逾9,000平方呎的體
育中心，倡導運動與學習並重，新館設計明亮開
放，並特別為學生運動員規劃出學習輔導和小組
討論的空間，相關配備和科技也全面升級，可供
400多名學生使用。新中心已於8月竣工，將在
秋季學期啟用。

休士頓大學校際運動副總裁Chris Pezman表
示： 「吳建民是休大的校友。他管理的華美銀行
是總部位於南加州的最大獨立銀行，專注於美國
與大中華地區市場發展。在吳建民的領導下，華
美銀行由一家小型儲貸銀行，穩步發展成為一家
提供全方位服務的商業銀行，市值名列全美前二
十五大銀行，自2010年以來連續被《富比士》雜
誌（Forbes）評選為全美百強銀行前十五，並在2018年名列第五
位。我們十分感謝吳建民夫婦對學生運動員的幫助。他們在學術
上的卓越追求，造就今日事業上的耀眼成績，並為休士頓大學的
學生樹立了楷模。改建後的體育中心可提升學校在體能教育和競
技方面的綜合實力，幫助學生運動員在比賽中獲得更好的成績。
」

吳建民表示： 「休士頓大學是我求學經歷中重要的一程，我

對這裡有一份特殊的感情。這次榮幸
有機會為支持休大，幫助學校優化運動訓
練和學習環境，讓學生能進一步發揮所長
。」

華美銀行為美國上市公司，股票代號 EWBC 在 NASDAQ
Global Select Market交易。華美銀行現為全美以華裔為主要市場
規模最大的商業銀行，現有總資產3百81億美元，在美國和大中

華地區共有超過130處服務網絡，美國市場主要分佈於加州、喬
治亞州、內華達州、紐約、麻薩諸塞州、德州以及華盛頓州；在
大中華地區，華美銀行在香港、上海、汕頭和深圳都設有全方位
服務的銀行，在北京、重慶、廣州、台北及廈門亦設有辦事處。

雙十國慶攝影展雙十國慶攝影展 昨舉行盛大開幕式昨舉行盛大開幕式

圖為華美銀行董事長圖為華美銀行董事長、、總裁兼最高執行長吳建民夫婦總裁兼最高執行長吳建民夫婦（（ 右右 ））在他所捐贈休士頓大學在他所捐贈休士頓大學
體育學術中心改建落成揭幕儀式上體育學術中心改建落成揭幕儀式上。。旁為休大體育學術中心副總裁旁為休大體育學術中心副總裁 Chris Pezman (Chris Pezman (左左
二二）（）（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華美銀行董事長圖為華美銀行董事長、、總裁兼最高執行長吳建民夫婦合影總裁兼最高執行長吳建民夫婦合影
於他個人捐贈於他個人捐贈，，並以他們夫婦名字命名的並以他們夫婦名字命名的 「「 Dominic &Dominic &
Ellen Ng Academic Center for ExcellenceEllen Ng Academic Center for Excellence」」 前前，，校方以校方以
此感謝吳建民及其夫人對學校的慷慨捐贈此感謝吳建民及其夫人對學校的慷慨捐贈。（。（ 記者秦鴻記者秦鴻
鈞攝鈞攝））

休士頓全僑慶祝中華民國休士頓全僑慶祝中華民國107107 年雙十國慶攝影展年雙十國慶攝影展 「「 影像情真影像情真 」」 ，，於昨天於昨天（（99 月月 88 日日 ）） 在僑教中在僑教中
心正式揭幕心正式揭幕。。共展出共展出140140 幅攝影學會會員作品至幅攝影學會會員作品至99 月月 1616 日日。（。（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圖為攝影展出作者合影於攝影展開幕式上圖為攝影展出作者合影於攝影展開幕式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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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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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精 ●Sugar Land 糖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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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ar Land 梨城 ● Katy 凱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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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活動中心中國人活動中心--華助中心執行長范玉新博士華助中心執行長范玉新博士、、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僑務組長葛明東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僑務組長葛明東，，國僑辦重慶市中醫關懷團團長國僑辦重慶市中醫關懷團團長、、重慶市外僑辦重慶市外僑辦
僑務二處處長周志剛僑務二處處長周志剛、、國際經濟科技商務處副處長殷聖旺國際經濟科技商務處副處長殷聖旺，，中醫師万鵬中醫師万鵬、、唐成林唐成林、、李群堂李群堂、、毛得宏毛得宏、、夏敏夏敏、、羅淑文及與會僑界人士羅淑文及與會僑界人士
在中國人活動中心合影在中國人活動中心合影。。

國僑辦重慶市中醫關懷團團長國僑辦重慶市中醫關懷團團長、、重慶市外僑辦僑務二處處長重慶市外僑辦僑務二處處長
周志剛贈送紀念品給中國人活動中心周志剛贈送紀念品給中國人活動中心--華助中心華助中心，，由執行長范由執行長范
玉新博士代表接受玉新博士代表接受。。重慶市外僑辦國際經濟科技商務處副處重慶市外僑辦國際經濟科技商務處副處
長殷聖旺長殷聖旺、、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僑務組長葛明東觀禮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僑務組長葛明東觀禮。。

中國人活動中心中國人活動中心--華助中心執行長范玉新博士華助中心執行長范玉新博士99月月77日日
向國僑辦重慶市中醫關懷團贈送匾牌向國僑辦重慶市中醫關懷團贈送匾牌 「「中醫傳統載千中醫傳統載千
年年、、一帶一路走世界一帶一路走世界」」 ，，由國僑辦重慶市中醫關懷團由國僑辦重慶市中醫關懷團
團長團長、、重慶市外僑辦僑務二處處長周志剛先生代表接重慶市外僑辦僑務二處處長周志剛先生代表接
受受，，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僑務組長葛明東見證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僑務組長葛明東見證。。

毛得宏毛得宏，，重慶市永川區中醫院院長重慶市永川區中醫院院長，，主任中醫師主任中醫師、、教教
授授，，於於99月月77日上午在休斯敦中國人活動中心日上午在休斯敦中國人活動中心130130大廳大廳
主講主講 「「中醫養生保健知識講座中醫養生保健知識講座」」 。。

中國人活動中心中國人活動中心--華助中心執行長范玉新博士向國僑辦重慶市中醫關懷團贈送匾牌及華助中心執行長范玉新博士向國僑辦重慶市中醫關懷團贈送匾牌及
德州牛仔帽德州牛仔帽，，周志剛團長周志剛團長，，殷聖旺副處長殷聖旺副處長，，中醫師李群堂中醫師李群堂，，唐成林唐成林，，毛得宏毛得宏，，夏敏夏敏、、
万鵬万鵬、、羅淑文及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僑務組長葛明東羅淑文及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僑務組長葛明東、、主持人陳皙晴分享殊榮主持人陳皙晴分享殊榮。。

中國人活動中心中國人活動中心--華助中心執行長華助中心執行長
范玉新博士介紹嘉賓並致歡迎詞范玉新博士介紹嘉賓並致歡迎詞。。

國僑辦重慶市中醫關懷團國僑辦重慶市中醫關懷團66位中醫師万鵬位中醫師万鵬、、毛得宏毛得宏、、李李
群堂群堂、、唐成林唐成林、、夏敏夏敏、、羅淑文大型免費義診諮詢活動於羅淑文大型免費義診諮詢活動於
99月月77日在休斯敦中國人活動中心舉行日在休斯敦中國人活動中心舉行。。圖為万鵬主任圖為万鵬主任
中醫師正為僑界人士免費義診諮詢活動貢獻心力中醫師正為僑界人士免費義診諮詢活動貢獻心力。。

中華人民共和國駐休斯敦總領館僑務組長葛明東先生致詞中華人民共和國駐休斯敦總領館僑務組長葛明東先生致詞，，請大家珍請大家珍
惜這次機會惜這次機會，，並支持中醫並支持中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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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中醫師於主任中醫師於99月月77日上午日上午
在休斯敦中國人活動中心在休斯敦中國人活動中心--華助華助
中心主講中心主講 「「中醫內科治療知識中醫內科治療知識
講座講座」」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本報記者黃麗珊攝

國僑辦重慶市中醫關懷團
大型免費義診諮詢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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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秦鴻鈞攝秦鴻鈞攝

休士頓書法群友會以書會友休士頓書法群友會以書會友
與作家沈喬生進行書法交流筆會與作家沈喬生進行書法交流筆會

出席的會友與作家沈喬生先生出席的會友與作家沈喬生先生（（前排左四前排左四））合影合影。。 沈喬生先生沈喬生先生（（左四左四））書寫完成與書法群友會會友合影書寫完成與書法群友會會友合影。。

主辦人騰龍教育學院校長教育主辦人騰龍教育學院校長教育
學院董事長俞曉春致開場白學院董事長俞曉春致開場白。。

書法群友會常君睿書法群友會常君睿（（ 左左 ）） 以現場揮毫作品以現場揮毫作品
與群友分享與群友分享。。

沈喬生先生沈喬生先生（（中中））與書法群友會成員合影與書法群友會成員合影。。

沈喬生先生現場揮毫的情景沈喬生先生現場揮毫的情景。。

沈喬生先生沈喬生先生（（ 左左 ））以現場揮毫以現場揮毫
作品贈送大會主辦人騰龍教育作品贈送大會主辦人騰龍教育
學院校長俞曉春學院校長俞曉春（（右右）。）。

沈喬生先生沈喬生先生（（左一左一））表演現場揮毫表演現場揮毫，，引來群友們駐足旁觀引來群友們駐足旁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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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3CA_FENG豐建偉2467B_8

黃金心臟中心

心 臟 專 科
JianWei Feng, MD, PHD, FACC

豐 建 偉
醫學博士

9888 Bellaire Blvd., Suite 154
Houston, TX 77036

˙ 歡 迎 電 話 預 約 及 查 詢 ˙

心慌﹑氣短﹑胸痛﹑
心力衰竭﹑頭暈﹑
糖尿病﹑肥胖症﹑
高血壓﹑高血脂﹑
心臟血管疾病的預防與治療

主治
心 臟 超 聲
心 臟 導 管
核 心 臟 學
心 臟 起 搏 器
心 律 監 護 器
運動走步機等

設 備 齊全

Tel: 713-595-9000
Fax:713-595-8500

JianWei Feng, MD,PHD
中國城

,FACC

（黃金廣場內，老地方旁邊）

星期日 2018年9月09日 Sunday, September 09,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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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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09日 Sunday, September 09, 2018

首 先 要 解
釋 一 下 ，

今次題目中的 「侵侵」究竟是何方神聖？閱歷廣泛的
讀者諸君，當然知道是指美國現任總統特朗普矣。

「侵侵」乃華人世界中以它的姓氏Trump, 諧趣
譯音來捉弄他，中港台三個地區對他的譯音，分別是
川普，或特朗普。這位美國大當家，自從2016 年入
主白宮以求，一直受人爭議不斷，大家只要上網到政
治問題中一看，我似乎覺得近代20、21 世紀以來，
政經範圍內，以特朗普總統的名字出現應該是最多，
我不是以日子計算，而是以鐘點計算，因為地球分有
東西一半，所以東方的民眾即使入睡未能以 「侵侵」
為話題時，西方的民眾也在那邊月旦 「侵侵」了。

閒話少說，書歸正題, 9 月3 號周日，是美國一年
一度的勞工節（Labor Day), 過去在這個時間，美國民
眾大多會利用這個週末一連4 天假期，出外串連旅遊
。即使普通家庭，也會留在家中，一邊欣賞電視節目
、一邊燒烤雞翼豬扒來享受。今年的勞工節，多了一
個選擇，就是透過電視轉播，觀看因腦癌辭世的美國
資深參議員麥凱恩的葬禮。為的是葬禮尚未舉行，經
已是滿城風雨。美國白宮於8 月27日上演了一齣先升
旗又降旗再升旗的鬧劇，哄動美國，誏美國民眾及世

界各國人民看見特朗普
做人的心胸及格局。

白宮 25 日深夜原本
降下半旗致哀，但27日

清晨，媒體發現白宮的國旗，已經恢復平常升至旗桿
頂，數度追問特朗普均未獲理會。但經過全國熱議及
新聞密集報導後，白宮27日下午才又降至半旗，繼
而在發出聲明中指出，降旗不是針對個人，而是向他
「長期為美國服務」才致敬。

升降復再升旗之所以發生，是由於特朗普總統與
去世的參議員麥凱恩的心結很深，連是否降半旗致意
也都要鬥上心機。然而參加喪禮的美國政界人物，很
多是不滿特朗普的言行，因此趁著這個千載難逢的機
會，嘲諷這位政治狂人。本應是美國傳統精英的喪
禮 , 卻成了 「去特朗普化」的政治活動；意想不到的
葬禮的策劃人，正是麥凱恩本人！

原來自從他知道自己患上腦癌，時日無多，每周
都和顧問、密友在國會辦公室開會，討論如何籌備葬
禮。

有局外人或會覺得這是公私不分，但事實上，他
是以公務的心態，精心籌劃這場自己的葬禮，作為對
美國的最後貢獻。

早在他病重時，麥凱恩已親自放風，不會邀請特
朗普出席葬禮，同時卻對重量級嘉賓逐一邀請，有些
是親自拜訪，有些是通過電話、電郵，總之務求做到
「應該」出席的都會來， 「不應該」出現的也不要來

。獲邀者都心領神會，出席不單是給面子麥凱恩，同
時也是對特朗普出氣。

結果，所有在生而行動良好的前任正副總統幾乎
全體出席，包括奧巴馬、拜登、喬治布殊、切尼、克
林頓、戈爾等；由基辛格以下的歷任國務卿、參眾兩
院的兩黨議員，也蜂擁而至。

即使是現屆特朗普政府那些傳統精英、軍人出身
的要員，也大都與麥凱恩交好，副總統彭斯、國防部
長馬蒂斯、白宮幕僚長凱利等，都有出席，這更令特
朗普的缺席格外注目。

在喪禮上發言的前任美國總統奧巴馬、喬治布殊
的悼詞，通篇都是對特朗普的 「抽水」，例如奧巴馬
說 「當前的政治充斥刻薄和狹隘，這種政治表面強悍
，實質源於懼怕」；喬治布殊說麥凱恩 「痛恨濫權，
無法忍受偏狹自負的暴君」；麥凱恩的女兒說得更直
白，幾乎每一個字，都是否定特朗普和 「新時代」，
主軸就是 「麥凱恩的美國，不需要再次強大，因為她
從來都很偉大」。

這個主旋律，可謂美國跨黨派精英的共識，而他
們對特朗普的仇恨，已經失去體制內解決的可能性。

本人當天花上兩個多小時來觀看喪禮全程，完結
之後，我即時走進網站世界，觀察一下四面八方的反
應。很是奇怪，政客在痛罵特朗普，但底層的子民百
姓，卻不是一面倒地跟風，問題是特朗普代表的 「新
美國」，卻得到不少人支持，無論他們水平如何，也
是實實在在的美國選民。這些人支持特朗普，不是覺

得這個人道德高尚，而是覺得他 「貼地」；不在乎他
經常說謊，因為所有精英都是天天語言偽術；甚至他
生平 「玩女」，也覺得無傷大雅，上世紀九十年代的
美國總統克林頓, 何嘗不是 「Play Boy]? 跟白宮女實習
生萊溫斯基在白宮上床？他們相信特朗普能做實事，
能令美國強大，反過來卻深信哪些傳統精英做的事，
反而不會對自己有所幫助。

這無疑是民粹，但在互聯網時代，民粹一發不可
收拾，對 「精英」厭惡更堅定不移，此乃不能迴避的
事實。特朗普的支持者看見傳統精英在麥凱恩葬禮
「晒冷」搞 「大和解」，只會更堅定對 「精英」的厭

惡。即使特朗普退隱，這個市場已經被發掘出來，總
會有人繼續經營、收割。

在精英圈子當中，有麥凱恩式涵養的人其實不多
，日後更難有超然於派系政治的重量級人物出現。何
況即使是麥凱恩的喪禮，也是另一種的二元對立，除
了謝絕特朗普，也排拒了麥凱恩競選2008年總統時的
副總統拍檔佩琳，這就令人莫名其妙。

佩琳雖然老早表態支持特朗普，但從沒有對麥凱
恩不敬，更不斷發悼文悼念這位長者，不過她今天作
為 「茶黨女王」，明顯跟麥凱恩路線背道而馳，卻與
特朗普交集甚多，大概在麥凱恩眼中，也屬 「政治不
正確」之列。然而，單是居於道德高地，也是圍爐取
暖，除了令特朗普沒趣，又能怎樣？

「江山代有富豪出，今時當是貝索斯（Jeff Bezos﹚
美國人現今口中幾位億萬富翁，毫無疑問是Tesla

創辦人馬斯克（Elon Musk）及亞馬遜老闆貝索斯﹙
Jeff Bezos﹚。而最為強勁人選應是後者無疑。未談貝
索斯所創辦的亞馬遜巨型企業王國之前，應誏大家知
道一下他童年是一個Star Trek星空迷，他夢想是長大
成人後，會成為一個太空企業家，建立太空站，令人
類可殖民其他星球.早在2000年亞馬遜仍然蝕本的時
候，貝索斯已坐言起行，創立了太空科技探索公司
Blue Origin，並在德州擁有佔地16.5萬英畂的牧場，
作為測試火箭及太空船的基地。貝索斯2017年宣佈每
年會出售 10 億美元的亞馬遜股票，用來資助 Blue
Origin的發展，可見他對太空科技的狂熱.

除了太空事業，貝索斯的副業實在多不勝數，他
是美媒《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 老闆，令
原本步向末落的老牌報紙，落實數碼轉型，更成功轉
虧為盈；另外，他亦私人注資商業新聞網站《Busi-
ness Insider》500 萬美元，其主編 Henry Blodget 曾說
，喜歡閱讀的貝索斯，對一切內容都非常感興趣，他
的熱情對傳媒轉型，帶來很大貢獻。

貝索斯的事業王國還有拍攝電視節目的Amazon
Studios、研發遊戲的Amazon Game Studio，甚至曾注
資研發垂直農場（Vertical Farm）的初創企業Plenty，
發展範疇廣泛，真的要反問，到底哪個行業才是貝索
斯沒有參與？

10 天之前，亞馬遜達萬億市值，此前就只有蘋
果才能做到，到底市值萬億是甚麼概念呢？

根據 2017 年世界各國的國民生產總值﹙GDP﹚
，全球只有16個國家的GDP超過1萬億美元，包括
美國、中國、日本、英國等大國， 亞馬遜絕對已是
富可敵國，若當成國家看待，更排在近期頻頻出事、
人口近 8,000 萬的土耳其﹙2017 年 GDP 為 8,511 億美
元﹚之前，世界排名可至全球第17位。

若以人均生產力計算，亞馬遜全球員工56萬，萬
億市值的人均貢獻約179萬美元，遠遠拋離全球人均
生產力最高國家，盧森堡的10.78萬美元，以下是全
球國家人均生產總值﹙GDP﹚概況：
1. 美國 19.4萬億美元
2. 中國 12.2萬億美元
3. 日本 4.87萬億美元
4. 德國 3.68萬億美元
5. 英國 2.62萬億美元

亞馬遜24年前由一間無人看好的網絡書店，搖身
一變成為現時的科網巨企，創辦人貝索斯﹙Jeff Bezos
﹚更一舉超越微軟創辦人蓋茨﹙Bill Gates﹚及股神畢
菲特（Warren Buffett）成為全球首富，身家約 1,656
億美元.

24年前，年僅30歲的貝索斯是華爾街對沖基金
D.E. Shaw的副總裁，收入已非常可觀，但他沒有因
此而滿足。在他看過一份預測互聯網商機的報告後，
得知互聯網商貿未來或有高達2,300%的強勁增長，他

便毅然辭職到西雅圖創業。在眾多Dot com年
代的潛力產品，貝索斯沒有選擇電腦、軟件
、光碟等新興玩意作為新事業起點，反而選
擇了古老、利潤又低的書籍。

網上賣書這生意概念，就算換到今天，相信
都不會有太多人看好，但喜愛閱讀的貝索斯，卻看中
全球對閱讀的龐大需求，而且產品價格低，新書供應
又源源不絕，因此決心搬到全美最大書商的據點西雅
圖，並在家裡的車房建立起新事業。

書店命名為亞馬遜，因貝索斯喜歡以 「A」作字
頭，而且他打算建立一間像亞馬遜這條世界最大河流
一樣宏偉的全球最大書店。貝索斯的宏願，初期沒有
太多支持者，創業全靠自己積蓄及家人投資約30萬美
元。1995年7月正式經營後，首兩月每周營業額2萬
美元，網上買書的客戶，更遍佈全美及45個國家。

亞馬遜迅速做出成績，當時公司估值很快已達
600萬美元，為持續擴張，他四出尋找投資者，最初
找到 22 位投資者，每人投資約 3 到 5 萬美元，集資
100 萬美元籌備上市；後來再有來自 Kleiner Perkins
800萬美元的風險投資，亞馬遜終在1997年5月15日
在NASDAQ，以每股18美元上市，期間曾三次拆細
。

畢菲特曾說自己太愚蠢，錯過投資亞馬遜的良機
。若當時以IPO價投資100美元，如今投資回報已達
13萬美元，回報率高達1,300倍。

貝索斯的成功哲學，就是看長線，正如他1997年
寫給股東的第一封信《It's all about the long-term》，
假如企業看的只是三年，那必然跟很多人競爭，但如
果企業願意投資七年後的項目，競爭對手只會剩下一
小撮。他強調亞馬遜，就是喜歡做5至7年後的事情
，然後慢慢靜待收成。所以說，亞馬遜今天的成功，
絕非一時的僥倖。

亞馬遜相信是繼蘋果之後，第二間達到萬億美元
市值的美企。蘋果靠賣iPhone成功，亞馬遜又靠甚麼
呢？

亞馬遜作為網絡書店起家，後來變成百貨網店，
並以收費的會員制Prime留住客戶；另外又推出電子
產品，例如電子書Kindle及家居智能設備Echo，近年
更進軍影視，推出網絡電視Amazon Video，更有自行
製作的節目。

雖然這些較廣為人知業務，上季收入表現大有進
步，但其實算不上是最賺錢的項目，事實上，雲端服
務（AWS）才是真正為亞馬遜生金蛋的業務。

亞馬遜今年第二季非雲端服務收入，為467.8億
美元，獲利13.4億美元，利潤率只有2.86%；而雲端
服務收入 61 億美元，獲利 14.3 億美元，利潤率高達
23.4%，佔總獲利55%。

雲端服務利潤高之餘，年年錄得穩定增長，而且
具有市場領先地位，Dropbox、Airbnb都是租用亞馬
遜雲端平台經營，這才是其股價近年一升再升的主因
。亞馬遜單計今年，股價已大升72.1%，更花不用12
個月，股價便由1,000美元飊升至2,000美元，勁升超
過1倍。

亞馬遜由網上零售，忽然開拓了錢途無限的雲端
業務，其實因為原本網店，需要一套穩定又即時的系
統，可是作為創辦人之貝索斯，看不到市場有可處理
龐大數據的平台，於是索性自行研發。誰料亞馬遜自
建的網絡數據處理系統，竟勝過市場上大部份對手，
於是自2002年便嘗試把系統包裝成服務推出。

雲端業務，如今成為亞馬遜的金蛋，近年集團更
積極投入資本，增加投資，去年便公佈將增聘5萬名
員工，資本支出全年更增至67.4億美元。

貝索斯出名眼光獨到，雲端業務可算是他長遠投
資的又一成功之作。至於下一個將會爆發的業務又是
甚麼呢？投資者現時憧憬，實體超市及醫療市場的業
務。近期亞馬遜分別發債160億美元收購美國超市集
團 Whole Foods，又以 10 億美元收購初創網上藥房
PillPack，加上其 「無人超市」Amazon Go的技術日漸
成熟，估計亞馬遜未來或在這領域中，可以再一次顛
覆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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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英國蘇格蘭布雷馬，壹年壹度的蘇格蘭高地運動會舉行。蘇格蘭高地運動是壹項最能體現蘇格蘭精神的活動，

通過各項田徑運動、舞蹈、樂器來展示蘇格蘭的文化和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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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當日，，故宮養心殿研究性保護項目古建築維修保護正式開工故宮養心殿研究性保護項目古建築維修保護正式開工，，本次修繕範圍占地面積約本次修繕範圍占地面積約77077707平平
方米方米，，建築面積約建築面積約25402540平方米平方米，，修繕內容包括遵義門內的養心殿修繕內容包括遵義門內的養心殿、、工字廊工字廊、、後殿後殿、、梅塢等梅塢等1313座文物座文物
建築及其附屬的琉璃門建築及其附屬的琉璃門、、木照壁等木照壁等。。修繕項目將於修繕項目將於20202020年完工年完工。。

綜合報導 今年以來，實體經濟發展得到進壹

步推進，壹系列助推實體經濟發展的政策措施接連

出臺。隨著補短板力度不斷加強，未來對實體經濟

的政策支持力度將進壹步加大。記者從國家發改委

等部門，以及多地政府了解到，央地將進壹步加大

推動實體經濟發展的力度，除了將大力推進實體經

濟支持政策的落實外，還有壹批新的支持政策將密

集出臺。其中，降成本、加大金融支持力度等仍將

成為政策重點。

國家發改委透露，今年上半年，通過下調增

值稅稅率、實施定向降準、進壹步清理規範

收費，以及加大物流、網酪降費力度等措施，在

推進實體經濟發展方面取得了成效。據統計，上

半年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閏增長17.2%，主營業

務收入利閏率達到 6.51%，提高 0.41 個百分點。

同時，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加速融合。今年前7

個月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增長8.6%，新能源汽

車、集成電路、工業機器人產量分別增長

68.6%、14.5%、21%。

與此同時，下半年經濟下行的壓力仍然較大，

加大補短板力度，推進實體經濟發展成為下半年工

作的壹個重點。各地各部門紛紛出臺措施，助推實

體經濟發展。

雲南省日前發布文件，進壹步加大降低實體經

濟成本的力度。未來將從進壹步降低稅費、融資成

本、制度性交易成本、用能成本、用地成本、物流

成本等10個方面，提出30多條措施進行規範和保

障；進壹步優化營商環境，確保2018年雲南省降低

實體經濟企業成本780億元左右。廣東省也持續出

臺推進實體經濟降成本等措施。今年以來，已經累

計降低實體經濟企業用電、用地等成本500億元左

右。

國家發改委經濟運行調節局局長趙辰昕表示，

在降低企業成本方面，今年預計全面降成本將在

1.1萬億元以上。

除了大力推進實體經濟降成本外，中央和地

方各級政府還在持續推進金融對實體經濟的支持

力度。銀保監會日前召開會議，就強化金融風險

防控、增強服務實體經濟質效等近期重點工作任

務提出要求，對定向降準資金支持債轉股、補短

板、加強對重大項目的資金保障等作出重點安

排。銀保監會將準確把握促進經濟增長與防控風

險的關系，充分利用當前流動性充裕、融資成本

穩中有降的有利條件，加大信貸投放力度，擴大

對實體經濟融資支持。與此同時，眾多銀行也加

大了對實體經濟的放貸規模。

業內專家表示，服務實體經濟是金融運行的

中心任務，當前政策在信貸方面更註重差異化，

金融對實體經濟的支持力度逐步增大。7月新增

人民蔽貸款1.45萬億元，同比增加6200多億元，

在建項目融資需求進壹步得到保障，小微企業所

獲貸款增加，對基礎設施領域補短板的金融支持

也在加大。

趙辰昕表示，未來降成本的空間還很大，將繼

續加大減稅降費力度，推進電力、物流等要素成本

的降低，並進壹步著力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推進

實體經濟健康快速發展。

在金融助推實體經濟方面，專家認為，防範化

解金融風險和服務實體經濟相結合，仍是未來政策

的重點。通過進壹步疏通貨蔽政策傳導機制，推動

定向降準資金支持債轉股盡快落地，進壹步提升對

民營企業、民營經濟金融服務。

中銀國際研究公司董事長曹遠征表示，推進實

體經濟發展的壹個重要方面是企業的預期。只有企

業預期向好，企業尤其是眾多中小民營企業才敢於

投資、融資，敢於擴大發展。因此，未來要通過降

低企業成本、優化企業發展環境等措施，提升企業

的發展預期。

央地支持實體經濟新措將密集出臺

美團點評更新招股書
摩拜單月虧損超4億元

美團經調整虧損凈額20億元，主要

原因系收購摩拜和開展新業務所致。美

團旗下還開展了金融業務，其小額信貸

的應收總額達21億元。更新招股書的出

爐，也意味著已順利通過聆訊的美團即

將啟動港股發行。

美團點評昨天更新了招股書，增加

了截至2018年4月30日的最新數據。數

據顯示，截至2018年前四個月，美團實

現營業收入158.24億元，超過2016年全

年營業收入130億元，接近2017年全年

營業收入339億元的壹半，來自餐飲外

賣的收入大幅提升。美團經調整虧損凈

額20億元，主要原因系收購摩拜和開展

新業務所致，摩拜單月虧損達4億元。

另外，美團旗下還開展了金融業務，其

小額信貸目前在資產負債表上的應收總

額達21億元。更新招股書的出爐，也意

味著已順利通過聆訊的美團即將啟動港

股發行。

前四個月實現營收158億元
在這份更新的招股書中，美團披露：

通過傭金、在線營銷服務以及其他服務

和銷售實現了營業收入的高速增長。招

股書顯示，截至2018年前四個月，美團

實現營業收入158.24億元。

美團的收入主要來自餐飲外賣、到

店及酒旅、新業務及其他三個部分。截

至2018年前四個月，各項業務占總收入

的比重分別為61.2%、27.5%、11.3%。其

中，餐飲外賣無疑是發展最快的。數據

顯示，2017年前四個月，餐飲外賣的交

易筆數為8.67億筆，而今年前四個月，

這個數字幾乎翻了壹番，為16.92億筆；

同時，餐飲外賣交易金額也從去年同期

的354億元增加到了今年同期的751億元，

毛利為9.03億元，同比增長超壹倍，為

三項業務中最高的。美團點評表示，餐

飲外賣的經營效率也在同步提升，每名

騎手的配送路程都可以縮短，提高了外

賣效率。2017年，每名騎手的日均配送

單量同比增加22%。

摩拜單月虧損4億元
數據顯示，2018年前四個月，在排

除優先股的特殊會計處理後，美團經調

整虧損凈額20億元，主系收購摩拜和開

展新業務所致。招股書中還披露了摩拜

的最新數據，截至2018年4月30日，摩

拜共有4810萬名活躍單車用戶及710萬

輛單車；當月，摩拜擁有2.6億次騎行，

每次收入0.56元，總收入1.47億元，折

舊3.96億元，經營成本1.58億元，總虧

損4.07億元。

談及為何收購摩拜單車，美團表

示，“該項收購將讓我們以較低成本

獲取和留存用戶”，美團將通過使單

車部署及維護合理化、精簡摩拜營運

人員及潛在定價策略等將其整合進美

團體系內。同時，打車也是美團的新

業務，目前，美團打車在南京和上海開

展試點，不過，美團表示，“基於目前

的市場情況，我們預期不會進壹步拓展

此項業務。”

美團小貸業務應收21億元
美團透露，公司在金融領域也已取

得支付牌照、小額貸款牌照等。

2016年11月，美團取得小額貸款牌

照，美團小貸主要為用戶及中小商家提

供無抵押小額貸款。美團方面的數據顯

示，截至2018年4月30日，美團的應收

貸款為人民幣20.92億元，來自財務擔保

合約的最高信用風險為人民幣9.59億余

元。

在用戶方面，美團提供最高5萬元

的信貸，信貸期從3個月到12個月不等

，日利率0.05%，借款人按相等金額分

期還款。截至2018年4月30日，用戶平

均貸款金額為5000元，美團資產負債表

上，向用戶發放的小額貸款應收貸款總

額為7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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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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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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禾高癱瘓 亦敵亦友李慧詩感難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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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的卡塔爾

比
為主的卡塔爾

吃驚吃驚++擔心擔心
正在多哈備戰亞洲盃的中國男足（國足）北京時間

8日凌晨與大部分由U23球員組成的卡塔爾隊進行了一

場熱身賽，結果在全場處於劣勢下以0：1不敵。賽

後，意大利名帥對國腳們的表現感到失望：“我

對球員們的總體情況感到吃驚！也感到擔心！”

此役，國足由顏駿凌把守球門，馮瀟霆坐鎮後防，
鄭智負責中場調度，武磊領銜鋒線。整場比賽，

中國國腳們沒能找到狀態，只能跟在對手身後疲於奔命，所
創造出的機會更是寥寥無幾，只有兩次射門，且無一命中門框。反倒是卡
塔爾隊屢屢在國足門前創造險情。第24分鐘，莫伊茲接到隊友傳中後在
後點輕鬆破網。下半場，卡塔爾隊還曾擊中過門框。最終，國足0：1敗
北。

參加這場熱身賽的卡塔爾國家隊，共包括17名U23球員，年齡最小
的2000年出生；反觀國足，U23球員只有未上陣的韋世豪一人，所有16
名披甲球員中，只有4人在29歲以下。賽後，國足主帥納比在賽後新聞
發佈會上表示：“本場比賽不止在邊路，我們在場上的其他位置也受到
了限制，我們總體來說表現不是很好。”

“在兩三個月之後，我重新看到我的球員，我對球員們總體情況
感到吃驚，也感到擔心。”對於眾國腳的狀態，納比表示不滿：“如
果下周亞洲盃就開打，我會感到擔心，但是我們還有時間，我們還可
以改善我們的情況，提升我們的球隊狀態。”

而前鋒楊旭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沒有贏得比賽，愧對了熬夜
看球和現場支持我們的球迷，有些老生常談的東西，中超的繁榮和國
足的表現有些差距，有了好的外援，勢必會影響內地球員的發揮，這
是有利有弊的。”

在談到輸球原因時，楊旭稱：“輸球並不是因為對手限制了我
們，是我們自己的發揮有一些問題，正如主教練所說，集訓期很短
沒有領會到教練的戰術意圖，而且要配合亞洲盃備戰的情況去針對
對手。”

國足將在11日客場與巴林隊過招。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與香港“牛下女車神”李慧詩
亦敵亦友的兩屆奧運金牌得主、德
國車手禾高，周五在接受德國一份
雜誌訪問時證實，自6月意外受傷、
脊椎受重創後，傷患一直未見好
轉，且下半身已經癱瘓，雙腿現時
無任何知覺。對此，李慧詩感到難
過，她8日晚回應道：“這是單車界
的最大損失，我一直視禾高為最大
對手，再無緣與之交手是終身遺
憾！”

禾高於6月進行訓練時發生意
外，她在時速逾60公里的高速下與
另一車手相撞，其後撞向石屎賽
道，令其脊椎嚴重受創。“無論我
怎樣包裝事件，我的雙腿都無法行
走。”意外發生後，禾高被送往醫
院搶救，並多次接受手術。她說：
“我相信我可以面對，並盡快學會
適應新生活以及如何與傷患並

存。”禾高將於周三就事件舉行記
者會。

現年27歲的禾高曾於2009年在
一次訓練中與客貨車相撞，導致
手、顎骨和椎骨出現裂縫，並一度
昏迷兩日，傷癒後她重回賽場，並
先後在2012年倫敦奧運及2016年里
約奧運贏得金牌，而她於世錦賽的
金牌總數也多達11面。

對於禾高的不幸，亦敵亦友的
港將李慧詩曾於意外發生後即時在
facebook發文：“我最喜歡與禾高較
量，跟她對賽勝出的人少之又少。
雖然在世界盃我戰勝過她，但世界
錦標賽和奧運的爭先賽我都落敗。
為了東京奧運可以打敗她，我首次
來到德國參加一級賽，希望與她多
比試，從實戰中吸取經驗。上星
期，我在第一場比賽中敗陣，本希
望在這星期的比賽可以再挑戰禾

高。只是沒想到，她在兩場比賽期
間遇到意外，摔車了，傷勢還嚴重
得很。”

“場上的對手，場下的朋友，
在我比賽的同時，正在生死邊緣搏
鬥，進行一次又一次的手術。”李
慧詩繼續寫道：“如果神祢是憐憫
人的上帝，我希望祢在禾高身上，
施行神蹟。”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英籍
主教練韋特將於10日履新出任港足新教
練，雖然帥位已經塵埃落定，不過聘請新
主帥的風波卻仍未結束，足總董事梁芷珊
便在社交網站直言如韋特上任，她將會辭
職。

懸空多時的港隊主帥席位再有新發
展，據知足總已經與韋特達成共識，這位

英籍主帥將會於10日正式上任，韋特執教
關島及中華台北期間均成功令球隊世界排
名急升，中華台北在他麾下升到125位比
港足更高，足總聘請韋特的主因之一就是
希望改善港足的世界排名，韋特帶領港足
的首場賽事將會是下月對泰國的友賽，而
11月進行的東亞錦標賽第二階段預賽則是
他首個正式賽事。

自金判坤離職後，港足新帥的聘請
事宜已經爭議不斷，韋特與足總達成協
議的消息傳出後，足總董事梁芷珊便在
社交網站炮轟足總，先指足總內有人隻
手遮天，揚言韋特上任後，她會主動請
辭，原因是足總令她太失望。

另外，8日午進行的一場港超聯補
賽，冠忠南區以3：1擊敗凱景。

新帥履新 梁芷珊轟有人隻手遮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
南）殺入美國網球公開賽（美
網）女單決賽的日本球手大坂直
美，下月將再度赴港出戰“保誠
香 港 網 球 公 開 賽 2018 （ 港
網）”。她在宣傳訪談中對重臨
香港感到高興，稱赴港第一件要
做的事就是吃燒鵝及燒味，其次
就是飲茶吃點心。

這位20歲的日本職業網球新
星有“日本版細威”之稱，父親
為海地裔美國人，母親為日本
人，出生於日本大阪，其名就是
取自出生地。她3歲時隨家人移
居美國佛羅里達州，自幼在美國
接受網球訓練，2015年轉打職業
賽，美網之前WTA生涯最高單
打排名第17位。

今屆美國公開賽，大坂直美
過關斬將成為史上第一位躋身大
滿貫女單決賽的日本選手，也是
繼中國球星李娜後第二位打入大
滿貫女單決賽的亞洲球員。

“保誠香港網球公開賽”將
於下月6日至14日在維園中央網
球場上演，新鮮出爐的印尼亞運
會女子網球金、銀牌得主國手張
帥、“小Q”美少女王薔均會再
度訪港。

大
坂
直
美
下
月
戰
港
網
最
愛
燒
鵝

中國男足在北京時間8日凌晨
進行的熱身賽中失誤頻頻，全場
被動，最終以0：1不敵卡塔爾。
賽後鄭智在接受內地媒體採訪時
表示，對新陣型有一些生疏，一
切準備皆為亞洲盃。

“我覺得今天，這場比賽作
為亞洲盃的熱身，我們也嘗試了
一些不一樣的陣型。從這期集訓
開始，包括上半場的比賽，我們
嘗試了不同的站位。所以說一開
始的時候我們還有一點生疏，導
致上半時我們的節奏不是特別地
快，在防守方面我們也不是特別
地能上人，下半場調整之後可能

稍微好一點。總之這場比賽我覺
得雙方互有攻守，我們有一些機
會也沒有打進，對手也有一些機
會沒有打進。”

對於卡塔爾隊大部分由U23
球員組成，鄭智說：“我沒有關
注過對手的這個情況，我們只是
在關注自己的比賽。我覺得每一
支球隊都有不同的目標，我們近
期的目標就是亞洲盃，所以我們
一直在為亞洲盃做準備和磨合，
至於對手怎麼樣我不太清楚，我
們現在的精力就是放在我們自己
身上。”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曉莉

■■大坂直美打入美網女單決賽大坂直美打入美網女單決賽。。
路透社路透社

■■前鋒郜林前鋒郜林（（右右））全無起全無起
腳射門機會腳射門機會。。 法新社法新社

鄭智：對新陣型有些生疏

■■韋特赴港韋特赴港
出任港足主出任港足主
帥帥。。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禾高曾在港奪得場地單車世界錦
標賽金牌。 資料圖片

■李慧詩（右）與禾高場上是對手，場下是朋
友。 資料圖片

■■名帥納比對名帥納比對
球員的糟糕表球員的糟糕表
現感到吃驚現感到吃驚。。

新華社新華社

■■中國球員于中國球員于
海海（（左左））與卡塔與卡塔
爾球員爭頂爾球員爭頂。。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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