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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之准妈妈的那些事儿浴
NO.1孕妇不能吃什么钥
孕不能吃什么？孕妇作为特殊人群，不仅要重

视加强营养，适量吃些营养丰富的食物，而且对

膳食结构、饮食烹调、饮食卫生以及食品选择等

方面，也要十分注意，怀孕期间若不注重均衡的

营养，不但胎儿生长迟滞发育不良，妈妈产后也

更加虚弱。增加营养并不是越吃越多，而是注重

食物中的均衡营养。孕妇在怀孕期间进食以下食

物需要注意：

1、酒：酒精是导致胎儿畸形

和智力低下的重要因素。孕

妇在怀孕期间应禁止喝酒，

含有酒精成分的饮料和食

物最好也不要吃。

2、过多的糖：糖在人体内的代谢会大量消耗钙，

孕期钙的缺乏易影响胎儿牙齿、骨骼的发育。糖

不是基本的营养物质，且摄入过量的糖分会造成

孕妇超重。

3、味精：味精的成份是谷氨酸钠，进食过多可影

响锌的吸收，不利于胎儿神经系统的发育。

4、腌制食品：这类食品虽然美味，但内含亚硝酸

盐、苯丙芘等，对身体很不利。

5、含咖啡因的食品：

怀孕的女性不要过多

饮用咖啡、茶以及其

他咖啡因的饮料和食

品。咖啡因作为一种

能够影响到女性生理

变化的物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女性体内

雌、孕激素的比例，从而间接影响受精卵在子宫

内的着床和发育。

6、各种“污染”食品：应尽量选用新鲜天然食品，

避免食用含食品添加剂、色素、防腐剂的食品，熟

食。水果等要洗净后才食用容易怀孕的食物，以

避免农药残留。

NO.2 孕妇吃什么对宝
宝皮肤好钥
孕妇吃什么对胎儿皮肤好？每一位妈妈都想

自己生出来的宝宝漂亮，那么，孕妇吃什么对宝

宝皮肤好呢? 下面为你详细介绍最影响宝宝皮肤

的三类食物。

1、蔬菜类

西兰花：西兰花它含有丰富的维

生素 A、维生素 C 和胡萝卜素，

能增强皮肤的抗损伤能力、有助

于保持皮肤弹性。

胡萝卜：胡萝卜素有助于

维持皮肤细胞组织的正常

机能、减少皮肤皱纹，保持

皮肤润泽细嫩。

2、豆制品类

牛奶：它是皮肤在晚上最喜爱的食物，能改善皮肤

细胞活性，有延缓皮肤衰老、增强皮肤张力、消除

小皱纹等功效。大豆其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E，不

仅能破坏自由基的化学活性、抑制皮肤衰老，还能

防止色素沉着。

3、水果类

水果中富含维生素,经常食用水果的人，体内是不

会缺乏各种维生素的。更重要的是这对宝宝大脑

的发育很关键。因为细胞的生长和分裂需要一些

天然有机化合物促成细胞合成，需要数量虽然不

多,却是维持生命必不可缺的。这种特殊物质就是

维生素,它起着氧化还原作用。

猕猴桃：富含维生素 C，可干扰黑色

素生成，并有助于消除皮肤上的雀

斑。

西红柿：含有番茄红素，有

助于展平皱纹，使皮肤细

嫩光滑。常吃西红柿还不

易出现黑眼圈，且不易被

晒伤。

孕妇吃什么对胎儿智力好？生个聪明宝宝是

所有父母的心愿，可是怎样才能让宝宝更加聪明

过人呢？孕期的饮食可以一定程度上的影响宝宝

的智力，全面、均衡的营养搭配会让宝宝更聪明

哦！

N0.3 孕妇吃什么对
宝宝智力好钥

1、全面原则：人脑主要由脂类、蛋白类、碳水化合

物类、维生素（B、C、E）和钙等营养成分构成。营

养摄取必须全面。营养学家建议每天最好摄取 40

种食品，至少也要 14种以上。

2、均衡原则：研究证实，当脂肪摄取量占人体总

热能的 30%、蛋白质占 15%、碳水化合物占 55%左

右，人体就会达到一个良好的平衡状态。单就脂

肪而言，最好是做到饱和脂肪酸、多不饱和脂肪

酸与单不饱和脂肪酸的平衡，即 1∶1∶1 的比

例。至于钙与磷两种矿物元素，最佳比例则为 2∶

1。不过，生活中要如此细化很难操作，只要你做

到了广吃博食，不偏食，不挑食，也就大致差不多

了。

3、自然原则：即从家常天然食物

中精选对胎儿智力有突出贡献

的食物，作为三餐结构的主体。

大米、小米、玉
米、红小豆、黑

豆、核桃、芝

麻、红枣、金针

菇、海带、紫菜、

花生、鹌鹑蛋、

肉、鸡肉、鱼虾、草莓、金橘、苹

果、香蕉、猕猴桃、柠檬、芹菜、

柿子椒、莲藕、番茄、胡萝卜、鹌

鹑、葡萄、果仁等。

4、植物性食物功效非凡：研究

资料显示：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的孕妇，所生婴儿

可能比较小些，但骨骼结实，大脑皮层沟回因有

充足的营养而大量增加，大脑沟回也更加粗犷;而

以肉食为主的孕妇所生婴儿则不一样，体格可能

较大，但大脑皮层沟回较少。而大脑沟回的多少

直接影响到孩子的智力，沟回越多，记忆的贮存

量就越大，记忆力也越持久。

NO.4 孕妇早餐食谱
大全
早餐很重要，对孕妇来说更重要，吃好第一餐，为

自己和肚子里的小宝宝补充营养吧！下面小编推

荐几款经典孕妇早餐食谱。

1、虾仁紫菜馄饨汤：

【原料】鲜虾 150 克，馄饨皮 50克，紫莱 5 克，虾皮

10克，木耳 10朵，葱、姜汁、食盐、味精，香油，酱油

少许。

【制法】

（1）鲜虾去壳，去掉虾

背上的黑线，用开水

焯后，挤出水，剁成细

蓉状。（2）将木耳去

杂，洗净，剁碎。

（3）用葱、姜汁把虾

蓉、木耳拌好，放盐，

使成鲜咸口味的馅

料。

（4）用馄饨皮把拌好的虾馅包成馄饨，用锅放水煮

馄饨。

（5）用一个汤碗放入虾皮、紫菜、味精、香油、少许酱

油，用刚煮好的馄饨连汤一起倒入汤碗中即可。

【功效】

可经常食用。鲜虾和紫菜中含有丰富的钾和碘，能

促进内分泌系统的发育，促进甲状腺素的合成，有

利于大脑细胞和智力的发育。

4、奶油磨

菇汤：

【原料】鲜

牛 奶 250

毫升，口蘑

35克，火腿

30克，土豆

泥 50 克，

食盐、味精

少许。

【制法】

（1）火腿、口蘑切成小碎丁。

（2）把牛奶煮开放入口蘑、火腿，把土豆泥搅拌在牛

奶中，煮开后，放上盐、味精即可。

【功效】

牛奶含蛋白质，脂肪、钙、磷、维生素 A、胆固醇，还含

有核黄素、硫胺素等，能够给机体提供能量、无机

盐、维生素等，有利于胎儿的大脑发育。孕早期很多

孕妇的胃口都不是很好，所以食物还是以清淡爽口

比较好。希望我的食谱能给孕早期的孕妇带来好的

食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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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蘇省海外交流協會第六屆理事大會江蘇省海外交流協會第六屆理事大會 在南京隆重召開在南京隆重召開

【美南日報訊/鄧潤京】江蘇省海外交流協會第六屆理事大
會在南京隆重召開。江蘇省人民政府副省長郭元強出席並講話。
中央統戰部、國務院僑辦司長張健青出席並致辭。來自五大洲70
多個國家和地區超過300位僑界人士以及省內相關部門負責人出
席大會。

張健青代表中國海外交流協會向長期以來關心支持僑務事業
發展的江蘇省委、省政府表示感謝。她說，江蘇省僑務工作是全
國僑務工作的一面旗幟，始終走在全國前列。希望協會秉持協會
宗旨，廣泛團結聯繫海外僑胞，以僑為橋溝通中外，促進海外和
諧僑社建設，增進中外友好交流，凝心聚力為江蘇省經濟社會發
展和對外開放作出新貢獻。國務院僑辦和中國海協會將一如既往
地支持江蘇僑務工作，繼續當好海外僑胞和歸僑僑眷的貼心人，
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海外僑胞的根本利益。

江蘇省僑辦主任王華受省海外交流協會第五屆理事會委託向
大會作了工作報告。他在工作報告中指出，5年多來，省海協會
深度涵養資源，全面實施面向全球佈局的“三百計劃”，設立了
智慧城市、智能製造、新聞傳媒、健康醫療等16個專業人士委

員會，會員分佈和覆蓋100多個國家和地區，總數達到了1100餘
名；堅持開拓創新，在南京麒麟科創園掛牌成立了“江蘇南京僑
夢苑”，在揚州大學正式掛牌成立了全國首家“海外中餐繁榮培
訓基地”，在江蘇省中醫院掛牌成立了全國首家“中醫惠僑基地
”，在南京大學掛牌成立了國內唯一的涉僑智庫——“華智研究
中心”；加強交流合作，積極參與和籌備“江蘇發展大會”，承
辦了江蘇發展大會九場論壇之一——“僑智僑力創未來”，連續
多年與各地聯辦“海外華僑華人高層次人才江蘇行”“相聚長三
角”“海外江甦之友”等僑務品牌活動；優化為僑服務，聯手省
級機關27個部門組成了江蘇省華僑投資權益保障協調委員會，
與省教育廳聯合製定了《關於做好三僑考生加分管理辦法的通知
》，強化對外宣傳，積極實施“尋根、鑄魂、圓夢”“百千萬工
程”，先後組織和接待6000多人次海外華裔青少年“中國尋根
之旅”夏（冬）令營，連續多年組織“中華文化大樂園海外營”
、“水韻江蘇”攝影圖片展等活動，在全省掛牌65所華文教育
基地、80家中華文化海外交流基地。新一屆理事會將加強聯絡聯
誼，進一步培育壯大我省海外友好力量；加強服務引導，進一步

發揮僑務資源優勢服務經濟社會發展；提升服務質量，進一步維
護會員和僑胞的合法權益；加強對外宣傳，進一步提升江甦的知
名度和影響力。

王華主任在講話中強調了本省在惠僑工作中的一項重要舉措
。與省公安廳聯合出台了 “ 簡化原江蘇籍華僑恢復戶口登記手
續 ” 政策。這一舉措在全國各省級僑辦當中當屬首創，無疑會
對原江蘇省籍的華僑在回國旅遊、就學、投資買房、銀行開戶等
諸方面提供便利。

大會審議通過了王華代表江蘇省海外交流協會第五屆理事會
所做的工作報告，通過了新修訂的《江蘇省海外交流協會章程》
；協商產生了第六屆理事會榮譽會長、高級顧問等榮譽職務成員
，協商選舉產生了協會第六屆理事會領導成員和會員。

會上，觀看了《最美江蘇》宣傳片和《江蘇僑務工作專題片
》，宣讀了《關於建立海外江甦之友聯絡中心的決定》。

在南京的大會結束後，省僑辦、省海協會先後組織了理事會
成員赴南京江北新區、南通、淮安等地參觀考察。

從美國休斯敦趕來參加第六屆海協理事會的代表從美國休斯敦趕來參加第六屆海協理事會的代表，（，（左起左起））王福生王福生，，陳鐵梅陳鐵梅，，
梁成運梁成運，，鄧潤京鄧潤京，，美國華盛頓和統會會長吳惠秋美國華盛頓和統會會長吳惠秋。。

江蘇省僑辦呂靜處長江蘇省僑辦呂靜處長（（中中），），曾率團訪問過休斯敦曾率團訪問過休斯敦，，如如
今老朋友相見今老朋友相見。。

主席台就坐的有主席台就坐的有：（：（左起左起））孫彬孫彬，，何昌林何昌林，，黃瀾黃瀾，，江蘇省副省長郭元強江蘇省副省長郭元強，，中央統戰部中央統戰部、、國務院僑辦司長張健青國務院僑辦司長張健青，，江蘇省僑辦主任王華江蘇省僑辦主任王華，，杜偉杜偉，，盧勝平盧勝平。。

江蘇省人民政府副省長郭元強出席並講話江蘇省人民政府副省長郭元強出席並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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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休士頓報導) 講述兄弟
間生死與共的義氣，電影《黃金
兄弟》由錢嘉樂導演，鄭伊健、
陳小春、林曉峰、錢嘉樂、謝天
華五兄弟領銜主演，將於9.28
在休士頓與全北美上演囉。這部
片子砸下重金拍攝，不但場景恢
弘、動作場面刺激，更是大牌雲
集，除了五兄弟之外，許多重量
級巨星也在片中一一露面，像是
歌王 「張宇」 、日本動作巨星
「倉田保昭」 、世界拳王 「周比
利」 等，可以看出《黃金兄弟》
除了五位主角之外，連配角也是
「十足的大咖！」

導演錢嘉樂過去是資深的動
作指導，此番掌舵，片中的動作
場面均在水準以上，許多槍戰、
飛車、打鬥的鏡頭，在大銀幕上
看起來都非常的過癮。這部電影

拍攝地點橫跨歐亞大陸，包括內
蒙古、匈牙利、台灣、日本、和
蒙特內哥羅，為觀眾帶來視覺上
的享受，大家在欣賞故事發展的
同時，還能一覽世界各地的美麗
風光，挺有好萊塢大片的架勢。

鄭伊健、陳小春和林曉峰、
錢嘉樂、謝天華等過去《古惑仔
》系列的主角，在電影《黃金兄
弟》中再度聚首，雖然在片中仍
是出生入死的好兄弟，不過這次
的故事跟以前任何一集的《古惑
仔》都不同，反而像是動作片
《玩命關頭》，情節緊張刺激。

《黃金兄弟》的故事描述獅
王（鄭伊健飾）為了幫助非洲難
民營裡的孩子，號召火山（陳小
春飾）、淡定（錢嘉樂飾）、
Bill（謝天華飾）和老鼠（林曉
峰飾）幾位兄弟，前往布達佩斯

偷取一批特效藥，在阿爸（曾志
偉飾）的協助下，他們順利劫走
載藥的貨車，居然發現裡面裝著
滿滿的黃金。

《黃金兄弟》除了火力十足
的飛車爆破及動作特技之外，最
讓觀眾感動的，是那二十年來不
曾動搖的 「友情」 ，五個兄弟們
抱著視死如歸的豪情，展開一連
串的追查與激戰，突顯兄弟齊心
，帥氣依舊不減當年。

同時，這部影片在腳色設定
、動作場面、場面取景、故事橋
段等方面，都有很多亮點，為了
呈現最超凡的視覺效果，遠赴歐
洲取景，依著與眾不同的故事情
節、和猛烈的打鬥場面與觀眾相
見。

電影的MV 「一起衝一起闖
」 受到各界好評，兄弟五人在廢

棄工廠發現整車黃金，陳小春把
槍遞給鄭伊健，還與謝天華發生
劇烈爭執，雙方在工廠裡展開激
烈槍戰。鄭伊健滿頭鮮血遭到壓
制、曾志偉更是意識不清的躺在
車裡，種種景象都預示這部片子
的可看性。

戲 院 詳 情: http://www.
wellgousa.com/films/gold-
en-job

歡迎民眾到戲院觀看大螢幕
。休斯頓地區民眾可到 AMC
Studio 30, 2949 Dunvale Rd,
Houston, TX 77063。達拉斯地
區民眾可到 Cinemark Legacy,
7201 North Central Express-
way, Plano, TX 75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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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衝一起闖一起衝一起闖一起衝一起闖一起衝一起闖一起衝一起闖一起衝一起闖一起衝一起闖一起衝一起闖一起衝一起闖一起衝一起闖一起衝一起闖一起衝一起闖一起衝一起闖一起衝一起闖一起衝一起闖一起衝一起闖一起衝一起闖一起衝一起闖一起衝一起闖一起衝一起闖一起衝一起闖一起衝一起闖一起衝一起闖一起衝一起闖一起衝一起闖一起衝一起闖一起衝一起闖一起衝一起闖一起衝一起闖一起衝一起闖一起衝一起闖 鄭伊健鄭伊健鄭伊健鄭伊健鄭伊健鄭伊健鄭伊健鄭伊健鄭伊健鄭伊健鄭伊健鄭伊健鄭伊健鄭伊健鄭伊健鄭伊健鄭伊健鄭伊健鄭伊健鄭伊健鄭伊健鄭伊健鄭伊健鄭伊健鄭伊健鄭伊健鄭伊健鄭伊健鄭伊健鄭伊健鄭伊健、、、、、、、、、、、、、、、、、、、、、、、、、、、、、、、陳小春等領銜主演陳小春等領銜主演陳小春等領銜主演陳小春等領銜主演陳小春等領銜主演陳小春等領銜主演陳小春等領銜主演陳小春等領銜主演陳小春等領銜主演陳小春等領銜主演陳小春等領銜主演陳小春等領銜主演陳小春等領銜主演陳小春等領銜主演陳小春等領銜主演陳小春等領銜主演陳小春等領銜主演陳小春等領銜主演陳小春等領銜主演陳小春等領銜主演陳小春等領銜主演陳小春等領銜主演陳小春等領銜主演陳小春等領銜主演陳小春等領銜主演陳小春等領銜主演陳小春等領銜主演陳小春等領銜主演陳小春等領銜主演陳小春等領銜主演陳小春等領銜主演

99月月2222日在日在 Crowne PlazaCrowne Plaza 舉行間諜調查對亞裔社區的影響教育論壇舉行間諜調查對亞裔社區的影響教育論壇
討論經濟間諜法和潛在危險及亞裔美國人如何保護自己及其機構討論經濟間諜法和潛在危險及亞裔美國人如何保護自己及其機構

訪問中國高級科學家或官員未報告或未支付稅收或提供虛假陳述會受到反間諜法的調查訪問中國高級科學家或官員未報告或未支付稅收或提供虛假陳述會受到反間諜法的調查查

（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休士頓巿西南管理區主席李雄於日
前表示：休士頓市西南管理區將於9 月 24 日（ 周一 ） 中午12
時，在 6588 Corporate Dr. #168, Houston TX 77036 舉行治安委
員會議，屆時休市警察局 「官方的」相關人員皆將出席，希望附
近的商場、銀行、超市、餐館業主，踴躍派代表出席，把真正問
題的關鍵講出來，講給真正能夠解決問題的人知悉。

李雄主席表示：近期中國城治安事件頻傳，有銀行內鬼通歹
徒，搶走客戶數十萬現金，到目前最著名的還有黃金廣場 「85度

C 」 門 口 的
砸車揍人搶奪
暴行，都証明
了一件事，這

些壞人是有組織的團夥，他們面對的我們華人偏偏是不團結、單
打獨鬥的，正好予對方以可乘之機。李雄表示： 就拿上次被劫
的 「85度C 」 來說，那天出事時， 「85 度C 」 店員並無人出
來阻攔，甚至立即打電話報警。這件事店長要負責，他平時沒教
員工有事時應如何應變、沒有人教員工該怎麼做。甚至連
Homeless 的老黑坐門口多時，竟然也沒打電話報警---- 還有，
當天被搶、被毒打的二位受害人，全部都說不記得了，不想作証

，教警方如何處案件？因此90% 的的打砸搶殺案件的兇手，在法
庭都是當場釋放，因為受害人都未出席。

連警方也不斷向李雄反應： 為什麼每次都是你一個人出來
說？其他的人在那裏？我們不斷向警方要求保護，因為 「沒有
人報案 」，讓搶匪認為： 「老中什麼都不會報案」， 「老中什
麼都不記得 」，是最好的下手對象。

李雄表示： 去年Wilcrest 的國旗大樓女被打死及前客家會
會長在家被闖入歹徒所殺，警方都是一個禮拜就破案了，足見警
方是有足夠破案能力的。希望中國人明白如何保護自己的安全，
突破不知如何報案的心防。最需要的還是大家踴躍去開會，支持
警察局的行動計劃，共同解決休市的治安問題。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9 月 22 日
（星期六）上午10點至下午3點，在
位於 9090 Southwest Fwy ＠Gessner,
Houston的 Crowne Plaza 酒店舉行由
16 個美國全國性以及休斯頓本地亞
裔社團聯合舉辦 “經濟間諜調查對
亞裔的影響” 的教育論壇。提供給
亞裔美國人社區一個與前市議員關振
鵬、前 UT Dallas 副校長馮達旋，前
UT Austin 副校長 Juan Sanchez，FBI
特別探員Michael Morgan，知名律師
Nelson Dong （ 西 雅 圖 ） ， Kent
Schaffer， Andrew Kim， George Wu
（芝加哥）等專業權威人士，以及學
術研究機構的負責人直接對話的機會
，就相關問題進行深入探討。論壇分
為兩個小組，提供免費午餐。論壇活
動上午包括FBI休斯頓特別探員 Mi-
chael Morgan 和律師 Andrew Kim 和
Kent Schaffer在內的專家向聽眾介紹
當前的法規和政策執行情況；下午將
更多側重在學術研究相關領域。論壇
舉辦單位（休斯頓社團按字母順序排
列）包括包括每個重要的社區協會，
說明華人社區這個法律影響嚴重程度
的 關 切 ： 美 國 華 人 聯 合 會, Civic
Leadership USA (civicleadershipusa.
org), 百 人 會, Crowne Plaza Suites
Houston - Near Sugar Land, 休士頓亞
裔律師協會, 亞太公共事務聯盟休士
頓分會, 同源會休士頓分會, 美國華
人石油協會, 中國人活動中心, 休士
頓中華學人聯誼會, 休士頓 80-20 亞
裔政治行動委員會, 休士頓華裔聯盟

, 休士頓華人教授聯合會, 休士頓社
區大學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 OCA大
休士頓分會, 美中人民友好協會休士
頓分會, 休士頓大學中國學生學者聯
誼會。

會議開始由休斯頓大學白先慎教
授發表開場演講和評論， 接著由
Gordon Quan主持會議。上午小組討
論由 Andrew Kim 律師，FBI 休斯頓
特別探員 Michael Morgan和律師An-
drew Kim和 Kent Schaffer組成，他與
人合著了一篇關於“起訴中國間諜：
經濟間諜法的實證分析”的白皮書;
FBI 特別探員 Michael Morgan，從事
間諜活動和媒體洩密調查，並被任命
為休斯頓分部的FBI戰略合作夥伴協
調員; Kent Schaffer 是一位熟悉聯邦
法院程序的經驗豐富的辯護律師。百
人會成員Nelson Dong在午餐時擔任
主要演講嘉賓。董先生是 Dorsey 企
業集團的合夥人，國家安全法律業務
主席，亞太業務聯合主席以及國內和
國際技術及知識產權領域的領先專家
。德克薩斯州高等教育領導人參加下
午的小組討論會，其中包括德克薩斯
大學達拉斯分校前研究副主席 Da
Hsuan Feng 博士主持會議; 討論會小
組成員另有 神聖基金會Juan Sanchez
博士在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獲得
教授和前研究副總裁; George Wu，
McAndrew 的 Held ＆ Malloy LTD 和
Nelson Dong的合夥人。

背景資料：中美貿易戰正酣之際
，有數位華裔科技人員在美國各地因

“盜用商業機密罪”被逮捕和起訴。
8月初，FBI在休斯頓舉辦了和100多
位德州醫療中心及德州各地學術界的
主管討論如何增進與FBI的合作，以
防止來自外國盜竊知識產權威脅的會
議。一些無辜的美國亞裔公民被誣告
從事間諜活動。這一連串事件的發展
，已經在華裔專業人士和留學生中造
成了相當程度的不安。

2018年8月26日，CBS 60 Min-
utes播出了 “附帶損害”，講述了兩
位美國科學家，Sherry Chen 和 Xia-
oxing Xi，他們的生活被這種指責顛
倒了。自2014年10月20日從她的辦
公室被帶走以來，商務部仍然拒絕讓
Sherry Chen 回到以前的職位。雖然
Sherry Chen 和 Xiaoxing Xi 似乎是孤
立的事件，但委員會最近發表了一項
研究報告，表明被指控從事間諜活動
的亞洲遺產中有多達五分之一的人可
能是無辜的。這個論壇向亞洲社會宣
傳和教育如何防止這種情況發生，尤
其是那些在政府，商業，研究和學術
界擔任職務的人。

今天最重要的結論是，經常訪問
中國的人，尤其是與中國高級科學家
或官員有聯繫的人。 或者這些有才
華的專業人士被中國表示讚賞並可能
被中國招募，或者專業人們未能真實
地報告他們與中國有關的活動或支付
海外津貼或稅收或提供虛假陳述，他
們可能會受到反間諜法的調查。

休士頓市南管理區明舉行治安委員會議休士頓市南管理區明舉行治安委員會議
請大家熱烈與會請大家熱烈與會，，共商華埠安全解決方案共商華埠安全解決方案

圖為上午論壇的主講人圖為上午論壇的主講人（（ 右起右起 ）） 主持人前市議員關振鵬主持人前市議員關振鵬、、韓裔律師韓裔律師AndrewAndrew
C. Kim, FBIC. Kim, FBI 休士頓特別探員休士頓特別探員Michael Morgan,Michael Morgan, 律師律師Kent SchafferKent Schaffer 。（。（ 記者秦記者秦
鴻鈞攝鴻鈞攝））

圖為昨在圖為昨在Crowne PlazaCrowne Plaza 舉行舉行 「「 間諜調查對亞裔社區的影響教育論壇間諜調查對亞裔社區的影響教育論壇」」 現場擠現場擠
滿了對此問題關切的人士滿了對此問題關切的人士。（。（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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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十國慶籌備會嚴杰主任委員致詞雙十國慶籌備會嚴杰主任委員致詞
，，鼓勵僑胞培養健康育樂活動鼓勵僑胞培養健康育樂活動，，共共
同表達對中華民國生日祝福同表達對中華民國生日祝福。。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本報記者黃麗珊攝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
在僑教中心大禮堂舉行 「國慶活力韻律舞會」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
事處何仁傑組長致詞事處何仁傑組長致詞，，非非
常榮幸代表駐休士頓台北常榮幸代表駐休士頓台北
經文處陳家彥處長出席經文處陳家彥處長出席
「「國慶活力韻律舞會國慶活力韻律舞會」」 活活
動動，，特別要轉達陳處長對特別要轉達陳處長對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
會美南分會舉辦該項活動會美南分會舉辦該項活動
的感謝的感謝。。

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致詞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致詞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
協會美南分會向來熱心僑協會美南分會向來熱心僑
社事務以及社區公益社事務以及社區公益，，該該
活動透過運動健身活動透過運動健身，，慶賀慶賀
國慶更具意義國慶更具意義。。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羅秀娟會長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羅秀娟會長、、吳展瑩副會長吳展瑩副會長、、高嫚璘高嫚璘、、王秀姿王秀姿、、邱秀春邱秀春、、
蔡淑瑛蔡淑瑛、、周宏周宏、、鄭麗如鄭麗如，，與翁定台等與會人士及鄭麗娟老師參與與翁定台等與會人士及鄭麗娟老師參與 「「國慶活力韻律舞會國慶活力韻律舞會」」 。。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
會羅秀娟會長會羅秀娟會長（（左五左五）、）、吳展瑩副吳展瑩副
會長會長、、蔡淑瑛理事蔡淑瑛理事，，國慶籌備會嚴國慶籌備會嚴
杰主委杰主委、、黃春蘭副主委黃春蘭副主委，，台北經文台北經文
處何仁傑組長處何仁傑組長（（右二右二），），僑教中心僑教中心
莊雅淑主任莊雅淑主任、、楊容清副主任於楊容清副主任於99月月
1616日在僑教中心大禮堂出席日在僑教中心大禮堂出席 「「國國
慶活力韻律舞會慶活力韻律舞會」」 。。

鄭麗如鄭麗如、、DavidDavid、、MayMay三位舞者開場三位舞者開場。。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羅秀娟會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羅秀娟會
長長（（左四左四））感謝專業老師黃維正感謝專業老師黃維正、、高麟三高麟三，，鄭鄭
麗娟麗娟，，David,David,鄭麗如鄭麗如，，麗麗老師麗麗老師，，Sherry ChiuSherry Chiu
帶領帶領，，帶動與會僑界人士舒展筋骨帶動與會僑界人士舒展筋骨。。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羅秀娟會長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羅秀娟會長、、會員們及僑界人士踴躍在僑教中心大禮堂參會員們及僑界人士踴躍在僑教中心大禮堂參
加加 「「國慶活力韻律舞會國慶活力韻律舞會」」 。。 黃維正黃維正、、高麟三領舞高麟三領舞Country Dance,Country Dance,與會僑界人士熱情參與與會僑界人士熱情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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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秦鴻鈞攝本報記者秦鴻鈞攝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九周年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九周年
綜藝晚會綜藝晚會---- 「「 親情中華親情中華 」」 （（ 上上 ））

（（中國雜技團中國雜技團））李安娜等人表演雜技李安娜等人表演雜技 「「轉花碟轉花碟 」」 。。 「「親情中華親情中華」」 主主、、承辦及時冠名贊助單位上台接受頒獎承辦及時冠名贊助單位上台接受頒獎。。

中國戲曲學院教授孫雲崗表演吹中國戲曲學院教授孫雲崗表演吹
管樂管樂 「「華夏同心曲華夏同心曲」」 。。

（（中國國家安響樂團中國國家安響樂團））著名女高著名女高
音歌唱家音歌唱家 陳俊華演唱山西民歌陳俊華演唱山西民歌
「「桃花紅桃花紅杏花白杏花白」」 。。

晚會主持人淮梓倫晚會主持人淮梓倫（（ 左左 ），），
姜唅姜唅（（右右）。）。

國家京劇院著名演員張佳春國家京劇院著名演員張佳春
表演京劇選段表演京劇選段 「「梨花頌梨花頌 」」 。。

中國雜技團優秀演員趙晗龍表演雜技＜中國雜技團優秀演員趙晗龍表演雜技＜ 指尖流指尖流
奏奏---- 拍球＞拍球＞。。 中國雜技團優秀演員李盛菁表演雜技中國雜技團優秀演員李盛菁表演雜技 「「蹬傘蹬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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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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3日 Sunday, September 23, 2018

超級暴
風 「山 竹
」 於 9 月

15、16 兩日魚肉香港後，市民還未回氣，就因特首
林鄭月娥拒絕港府帶頭全港停工，數十萬打工仔於
17 日大清早，要在無巴士、火車、地鉄半停頓的狀
態下，在道路充滿倒塌大樹的險情下，冒險趕上班，
結果引爆交通大混亂，港鐵大圍站更一度有逾萬人等
車。林鄭死撐今次決定無錯，又聲稱已通知全體香港
公務員可彈性上班，但隨即有公務員踢爆她講大話，
根本沒收過通知。香港民主、建制兩個水火不容的議
員，今次也破天方合作，狠批林鄭，有打工仔更怒斥
林鄭此舉，簡直是 「攞市民條命較飛」。

其實早在周日16 號晚上，民主黨及工黨等已呼
籲政府非緊急服務帶頭停工，但政府未有理會，只呼
籲僱主 「以互諒互讓態度」處理員工上班，結果全港
數十萬打工仔為了 「準時返工」而淪為 「上班難民」
，有市民為趕上班不惜以近1,500元乘搭Uber；更有
市民要爬過倒塌大樹、走過充滿玻璃雜物的大街徒步
上班，他們不約而同大罵政府未有體察民情，明知公
共交通未恢復，仍不肯帶頭停工。

面對香港交通大混亂，逾 18,000 市民在林鄭
facebook留言，均是不滿林鄭未有宣佈停工，有人指
「停工得罪商界，當然理你蟻民死」；亦有人批評林

鄭 「攞市民條命較飛」。
但林鄭昨晨在政總會見傳
媒時，只是不斷吹噓政府
「防備工作係卓有成效」

，對打工仔轟政府拒絕宣佈停工，林鄭仍堅持由僱主
、員工 「互諒互讓更加適合香港情況」，呼籲僱主
「以互諒互讓態度」看待僱員昨日或因交通問題而遲

到或缺勤；又聲稱公務員內部已發通告，指如因交通
工具問題未能上班，只需致電上司就可，並呼籲僱主
以體諒態度安排僱員上班。

有前線公務員向媒體表示，林鄭口中電郵，其實
是放工前不足3小時，才有高級公務員收到，一般前
線公務員事先並不知情；有公務員接受電視訪問，更
稱他本人及其上司及上司的上司，根本沒收到有關通
知。

面對市民狂轟政府風災善後工作失當，雖然香港
天文台16 號晚上7時10分，己宣佈取消所有熱帶氣
旋警告信號，但教育局稱為確保學生安全，17 號
（週一）所有學校繼續停課。運輸署署長陳美寶見記
者時表明，市面仍有過千處路段受塌樹影響，政府希
望翌日早上5時前，能夠清理所有主要交通幹道。

陳又承認600條巴士路線中，只有120條恢復，
各區車廠附近路段皆有塌樹，因此阻礙巴士進出，以
致未能提供服務。當陳被問到路面情況是否適合市民
上班復工時，她未有正面回應，只說透過各路面監察
器監察，認為各路段路面暢通情況可以接受時，才建
議市民開工上班。可惜港府今番食言，市民罵它有理
！

最難得香港多個政黨也向港府發炮：譴責林鄭做
法 大錯特錯。民主黨主席胡志偉批評，政府昨拒絕
宣佈停工，令上班市民及無法上班的市民均怨聲載道
，該黨譴責特區政府沒有認真評估市面情況。公民黨
則批評政府安排失當， 「草菅香港人命」，要求政府
向香港市民致歉，並盡快制訂災後應變機制。

連一向擁護林鄭特首的建制派政黨，亦加入圍攻
行列。其中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克勤直指政府今次
「堅離地」， 「冇車叫人點返工？」工聯會會長吳秋

北，亦狠評政府特區政府高層仍未察覺到颱風所帶來
的災情，和對公共交通的破壞，呼籲特區政府馬上重
新評估情況，考慮今日宣佈停工。

本身為資深大律師的行會成員湯家驊則透過
facebook為林鄭 「護航」，指特首無權作出宣佈停工
決定，不過公民黨立法會法律界議員郭榮鏗反駁有關
說法，指香港法例第241章《緊急情況規例條例》訂
明， 「在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認為屬緊急情況或危
害公安的情況時，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訂立任何
他認為合乎公眾利益的規例」；由於條文指特首可以
就 「緊急情況」訂立規例，當中並沒有訂明範圍有多
闊，故他認為特首絕對可以宣佈嚴重風災過後的第二
天，可以訂為公眾假期。

「山竹」餘威令陸路交通大癱瘓，數以萬計住在
新界東的打工仔，在東鐵沿線車站苦候數小時都未能
上車，不少人只好改乘的士或小巴，結果有的士坐地
起價， 冚旗（表示暫停服務）但卻揀客，路程多少
照錶付款時，再加300元附加費；更有小巴司機開天
索價，由上水往旺角每位收800元，離譜程度令人咋

舌。
受塌樹阻路影響，昨日路面情況惡劣，新界東各

區都是重災區，巿民在無車搭的情況下，爭相搶乘的
士，但不少的士都冚旗揀客，如非長途必拒載，有女
乘客在大埔墟新達廣場截的士時，竟向司機開價說：
「你話幾多咪幾多囉！」不過司機卻嫌路程太近，最

終拒載而去。有市民電召的士，亦要照錶加500元才
有的士肯接單。

政府無情、人間有愛，並非所有的士司機都坐地
起價，一般在的士站等車都不會加價，但就要大排長
龍，而且久久沒有的士入站。有市民在沙田新城市廣
場的士站等了個半小時才等到的士，前往將軍澳工業
區按錶車資不用200元，沒有加價。
另外，有小巴 「獅子大開口」，粉嶺居民鄭先生昨晨
往上水石湖墟站等候小巴，只有小部份司機開工，當
中一輛由北區開出旺角的紅頂小巴，每位車資竟索價
200元。 「個站平時都係出嘉頓16蚊一程，個個聽到
200蚊即時四散」。他批評小巴司機趁風災打劫，最
終決定不上班。

但香港亦有不少良心司機，有網民於fb發帖，指
粉嶺無火車及巴士，打算步行至上水轉車時，但途中
「被樹阻晒，完全行唔到」。當準備放棄時，突然一

架旅遊巴出現，司機並向她大叫： 「去九龍塘呀！快
啲上車，唔收錢呀！」她初時以為是港鐵安排的接駁
巴士，但查問後才得知司機原來剛收工， 「順風車載
埋我哋」。雖然最後因馬料水塞車，要在沙田下車，
但司機的舉動已令她 「超級感動」，直言 「望住師傅
大哥背影，真係覺得好型好型」

世事無巧不成書。去年八月，港澳兩地受 「天鴿」風
暴蹂躝，令到澳門 在慘成澤國之餘，十多人成風下
亡魂。與此同時，我所居住的美國德州休斯頓，遭到
「多維」怪獸颶風侵襲，狂風帶來500 年一遇的豪雨

，一連三天下着傾蓋大雨，以至休市廣大地方，水
深 至少4 尺至15 尺，4 萬多間房屋遭受洪水浸染，
全市經濟損失超過100 多億美元！

想不到剛巧一年之後的今天，同樣是港澳兩市及
美國東岸地區，也分別受到兩個不同颶風的襲擊。美
國東岸的南北卡羅來納州, 有 「弗洛倫斯」（Florence
）颶風登陸。該位風姐來勢洶洶，被美國國家氣象局
預報為今年大西洋上的怪獸，暴力强橫，來美之前，
先入侵波多尼國，造成過千間房屋倒塌、過百人死傷
。因此將會受到 「弗洛倫斯」正面吹襲的美國兩州的
政府，鄭重呼籲州內居民，在三天之內，攜帶簡便行
裝，驅車離開住所，分別向美國北部及內陸挺進，以
逃避即將吹來的本世紀大風魔，因為它的風速可以達
到每小時250 公里或以上，令人震驚！更何況預計隨
風而來的滂沱豪雨，會有750 亳米之多，這個驚人雨

勢,可以在頃刻之間
，會將陸地化為急流
河水。因而一般州內
子民百姓，聞巨風色
變，不敢掉以輕心，

紛紛駕車上路，兩天之內，300 萬民眾告別家園，浩
浩蕩蕩地、有秩序地安然離家。美國各大電視台分別
派出直升機，從高空下瞰大地州際公路。只見長長幾
十公里的車龍，在大地公路上行駛，成為一壯觀逃生
畫面。

而在太平洋一方的港澳地區，剛剛送走颱風百里
嘉，突然又有 「山竹」暴風接踵而來。這個山竹非比
尋常，竟然是本世紀第4 大威力強大的風暴, 其風眼
橫跨900 公里，所以美國氣象局也破例向美國國民介
紹，山竹的陣風風力，較去年的天鴿颱風更為強勁，
它可以令港澳地區高掛10 號風球長達10 小時，魚肉
兩地800 多萬市民。早前當山竹途經菲律賓時，已造
成呂宋島 上有27 人死於暴風雨中。故此不少移民來
中港澳地區的美國華人，在9 月14、15、16 三天週末
之內，暫時拋開工作，全天侯開啟人造衛星導航電視
，集中火力收看香港無線電視台的新聞報導、與及現
場天氣預報，以便詳細得知在山竹風暴侵襲期間，自
己家人親友、及兩地的環境狀況。

今次東西半球同日有兩個強烈風暴登陸，美國氣
象專家一作比併時指出：發現超強颱風山竹來得快猛
，但抵達港澳後，又移動速度減慢，似是情兩港澳兩
座特別行政區，故不想早日離去。而弗洛倫斯則是雨
水充足，三天之內，真是降雨量創下760 毫米，帶來
更大破壞。堪稱世紀之絕。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颶風專家韋基(Gabriel Vecchi)
說，西太平洋的風暴一般風力較強，而所經路線的地
區，通常較貧窮和較難抵禦風災的侵襲。 「山竹」周
五在菲律賓呂宋島東北端登陸，當時風力時速達265

公里(165哩)，屬最高的5級，而 「弗洛倫斯」登陸北
卡羅來納州時，風力時速只有145公里(90哩)，只屬1
級風暴。但 「山竹」迅速掠過菲律賓，進入南海直撲
華南沿岸，而 「弗洛倫斯」則在卡羅來納州徘徊不動
，帶來連場豪雨，直至周六早上，已為北卡羅來納州
帶來超過76厘米(30吋)的雨量，是該州50 今年來的
駭人紀錄。

專家估計 「山竹」會是更致命的颱風，它在菲律
賓已造成20多人死亡， 抵達港澳後，仍然不甘寂寞
，再次移向人口稠密的華南城市，預計會造成更大的
人命和財物損失。

不過，全球最大再保險公司Munich Re氣象研究
部主管勞赫(Ernst Rauch)說， 「弗洛倫斯」豪雨造成
的保險賠償會更高，這是綜合了地理、氣候環境和人
類因素而得出的結論。

今年至今，西太平洋共有23個有名字的風暴，而
大西洋則有10個颶風，均比正常多出3成。

美國邁阿密大學颶風研究員麥諾迪(Brian Mc-
Noldy)說，西太平洋海水較暖，較易產生風暴，又只
有很少島嶼位於風暴移動路線令它們減弱，因此，若
將來出現更強勁的6級風暴，出現地點會仍然是西太
平洋。

執筆至此，電視台又公佈最新（9 月18日）弗洛
倫斯”已在美國東海岸的北卡羅來納州和南卡羅來納
州共造成十七人死亡。霍里縣一對夫妻斷電後使用發
電機不慎，死於一氧化碳中毒；在尤寧市、喬治城縣
、克肖縣和列克星敦縣，共有四人死亡，死因都與
“弗洛倫斯”引發的交通事故有關。

美國食品企業今天在颶風佛羅倫斯引發洪患的美
國東南各州關閉數間屠宰廠，這場災難性水災導致近
200萬隻雞死亡、至少2座豬糞坑牆壁倒塌，並造成
部分主要道路無法通行。

轉為熱帶低氣壓的佛羅倫斯（Florence）襲擊美

國東岸，死亡人數升至32，河水因大雨暴漲，恐使當
地發生更多洪患。氣象學家警告，河流還在上漲，最
壞的情況還沒到來。

北卡羅來納州是美國最大家禽、肉豬和菸草產地
。農業是北卡最大產業，總值達870億美元。

根據北卡環境品質局的數據，北卡2處豬糞坑結
構受到破壞、4處被水淹沒、7處有汙水排出。北卡豬
肉委員會表示，3000多個水塘未受影響。

當糞便汙水溢出，水源面臨沙門氏菌和大腸桿菌
等細菌汙染風險。

史密斯菲爾德食品公司（Smithfield Foods）在北
卡柏油腳跟（Tar Heel）靠近I-95公路交通中斷交界
處經營的全球最大豬肉加工廠13日至14日關閉，一
名員工表示工廠今天持續關閉，但公司未應要求置評
。

美國第3大家禽生產商桑德森農場公司（Sander-
son Farms）今天表示，獨立供應商為他們養殖的約
170萬隻肉雞在洪害中死亡。

由於主要交通要道皆被洪水淹沒，桑德森農場無
法派送飼料卡車前往約30座位在北卡蘭伯頓（Lum-
berton）各圈養21萬1000隻雞的養雞場。

桑德森農場聲明中表示： 「如果公司沒有重新獲
得進入這些農場的機會，實際雞隻庫存損失可能增加
。」桑德森農場正在評估風暴造成的損失，警告將對
此季業績構成壓力。

根據美國國家氣象局，自13日以來，佛羅倫斯為
美國北卡羅來納州伊麗莎白鎮（Elizabethtown）帶來
910毫米雨量，南卡羅來納州洛里斯鎮（Loris）則降
下600毫米雨量。

拙文刊登之日，相信美港澳三地，應該是暴風已
逝，豪雨亦停。我再次在 此祈求我出生地澳門媽祖
娘娘，今後繼續保佑兩岸三地百姓，戰勝風暴，傳奇
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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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車滿為患到倒閉如潮
共享單車為何越騎越少

近年來，“風口”成為經濟領域熱

詞。在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的大背景下，

政策與市場、資本與技術的融合碰撞迸

發出旺盛的生機與活力，壹大批新經濟、

新業態迎風而上、迅速發展壯大。然而，

在壹些發展領域，資本聞風而動，企業

壹擁而上，行業野蠻擴張，監管難以跟

進，最終上演了壹地雞毛的劇情。

從風口跌落之後，曾經的“風口產

業”發展情況如何？真實價值幾何？商

業與技術概念短期爆發之後，如何回歸

商業本質與技術創新初衷？如何與真實

有效的需求相結合，保持更持久的生命

力？帶著這些問題，近期記者走進曾經

的風口行業企業，采寫了“風口過後，

要做的還有很多”系列報道，敬請關註。

“最近下班，單位周圍共享單車都

很少，車都去了哪裏？”9月13日，在

北京金臺路附近上班的圖女士吐槽說。

記者連日走訪發現，在居民小區或

地鐵、公交站，早晚高峰“車到用時方

恨少”是很多北京市民使用共享單車的

真實寫照。

前兩年，作為曾經領跑共享經濟的

風口行業，共享單車入局者將單車刷上

不同的顏色，以至於留給後來者的顏色

越來越少。而如今，城市街頭“五顏六

色”的共享單車漸漸稀少，甚至“壹車

難求”。共享單車為何越騎越少？消失

的共享單車去哪了？

從“車滿為患”到“無車可騎”
自共享單車出現以來，下班後出地

鐵站騎共享單車回家，成為北京市民喬

先生的通勤標配。近來，喬先生常在結

束騎行後把車停放到較為偏僻的角落，

以便第二天壹早能夠順利找到車。“早

上8點後出門，小區邊上通常就沒有車

了。晚上如果8點後走出地鐵站，也很

難找到車。”

壹年以前，喬先生的手機裏裝了六

七款共享單車 APP，出門從未擔心過

“無車可騎”。但今年以來，街邊的共

享單車越來越少，基本只剩下紅色的摩

拜和黃色的ofo了，偶爾也會看到小藍單

車。喬先生手機裏的僵屍單車APP已經

卸載得只剩下兩三個。

“下班從單位到地鐵站約800米的

距離，沿途竟然沒有壹輛能騎的車。”

在鼓樓大街附近工作的高女士說，平常

看到地鐵口和公交站的共享單車很多，

但總在關鍵時刻找不著車。更讓她生氣

的是，路上零星可見的幾輛車，常常掃

完碼才發現是壞的，有些甚至無碼可掃

或者被上了私鎖。

從“車滿為患”“叫停投放”到

“壹車難求”，共享單車只用了不到兩

年時間。消失的單車到哪去了？

在北京園博園附近，記者看到，近

千米長道路旁堆滿了廢棄共享單車。記

者隨機掃碼測試七八輛車，都顯示為故

障車。這些車上灰塵較多，有周邊市民

表示堆放在這裏的車輛無人管理，處於

廢棄狀態。記者走訪發現，在北京五環

外，還有不少類似的共享單車“墳場”。

共享單車半數閑置
自2015年5月，第壹輛無樁共享單

車出現在北京街頭，便得到各路資本的

瘋狂追逐，共享單車平臺層出不窮，瞬

間吸引超過30家企業入局。在隨後兩年

多的時間裏，共享單車席卷全國。

然而，自去年以來，悟空、酷奇、

小鳴等壹大批共享單車品牌因為資金鏈

斷裂，相繼宣布倒閉或停止運營。

在業內人士看來，共享單車的洗牌

是很多風口行業都會經歷的，也是對行

業前期野蠻生長的矯正，並不會直接導

致“壹車難求”。城市街頭無車可騎的

問題，是企業運營管理不善、各地出臺

“禁投令”等多方面原因造成的。

幾乎與共享單車“倒閉潮”出現的

同時，去年以來，上海、深圳、北京等

10多個城市都對共享單車開出“禁投

令”，限制新增投放。“共享單車在推

進綠色出行、緩解交通擁堵方面發揮了

重要作用，但是存在投放和存放無序的

問題，給城市交通、市民出行帶來不

便。”面對共享單車帶來的新的城市治

理難題，壹時間，各城市都難以找到更

便捷、更有效的管理辦法。

來自北京市交通委的數據顯示，截

至今年4月底，北京共享單車總數已控

制在190萬輛左右，較去年9月開出“禁

投令”前的數量峰值235萬輛下降約19%。

顯然，總量控制遠不足以導致共享

單車“壹車難求”。不少市民認為，共

享單車投放配置不科學、管理維護不到

位，才是問題的關鍵。據了解，目前北

京局部地區共享單車測算活躍度僅為

50%，即仍有壹半處在閑置狀態。

共享單車騎向何方
品種越來越少，車輛也越來越少，

共享單車最終會騎向何方？

與以往互聯網風口行業發展“劇

情”略有不同，即便經過了“大起大

落”，共享單車剩下的少數頭部企業日

子依舊不太好過。據媒體報道，在被美團

收購後，摩拜單車商譽價值有所提升，但

今年4月仍虧損4.08億元。另壹家共享單車

企業ofo近來也多次爆出資金緊張傳聞。

在壹些業內人士看來，缺乏盈利場

景、盈利模式不明晰，給共享單車的前

景蒙上了壹層陰影。摩拜相關負責人在

接受媒體采訪時明確表示需要投資，原

因是暫時還沒有找到好的盈利模式。

“需要風投讓摩拜來贏得時間，用這個

時間窗口來探索盈利模式。”

在采訪中，不少市民向記者表示，

共享單車雖然存在各種問題，但確實改

變了城市交通的“最後壹公裏”，給生

活帶來了不少便利，希望行業向健康方

向發展。“如果共享單車留給社會的

‘遺產’只是‘墳場’和壹些地方張貼

的‘共享單車禁止入內’的告示牌，那

就太可惜了。”喬先生說。

對於行業的發展前景，哈啰出行表

示，目前，市場競爭已經從規模和量的

擴張轉向理性競爭，如何利用智能技術

實現精細化運營是行業重要議題。

據悉，北京市交通委已計劃加快推

進共享自行車監管與服務平臺建設，對

車輛運行狀況實時監控，綜合利用共享

自行車停放、運行等大數據，分析共享

自行車用戶需求，調減重點區域過剩車

輛，以平臺建設提升管理水平。該平臺

預計12月正式投入使用。

綜合報導 世界經濟論壇創始人兼執行主席、

南開大學名譽博士克勞斯· 施瓦布教授做客南開大

學周恩來論壇，並發表“打造全球合作的新框架”

主題演講。

施瓦布認為第四次工業革命是兩個多世紀以

來技術領域最深刻的轉型。現場圍繞第四次工業

革命時代全球經濟合作的振興框架、新技術制定

原則和政策，以問題為導向展開討論。他表示：

“我們需要新的經濟增長模式，在不破壞生物圈

穩定的前提下消除絕對貧困並改善公平機制，因

此必須推動發展循環和共享經濟，必須找到新的

方法來加強人類、國家和全球的安全，分享我們

實現全球共存所需的規範和價值觀，同時尊重文

化差異，加強全球治理體系，使全球機構發揮合

理的作用。”

“南開大學曾授予我名譽博士，此次我又

獲得‘天津市榮譽市民’稱號，我感到非常榮

幸。”施瓦布表示，目前，天津市轉型步伐不

斷加快，南開大學為躋身世界壹流大學不斷積

聚力量。看到南開大學在教學安排、研究課題

等方面對決定世界未來發展新領域的問題有所

涉獵，施瓦布表示非常欣慰，希望能夠以顧

問身份幫助南開大學在全球合作和全球化兩個

領域有更好的研究，也希望世界經濟論壇和南

開大學之間的合作進壹步加深，共同就“第四

次工業革命帶來的深遠影響”等相關領域開展

研究、發布研究報告等。

此外，施瓦布為南開師生帶來400本他的個人

著作《第四次工業革命》。該書認為，第四次工業

革命的核心是智能化與信息化，未來將形成壹個高

度靈活、人性化、數字化的產品生產與服務模式。

這場革命正以前所未有的態勢向我們席卷而來，它

發展速度之快、範圍之廣、程度之深絲毫不遜於前

三次工業革命。它將數字技術、物理技術、生物技

術有機融合在壹起迸發出強大的力量影響著我們的

經濟和社會。

達沃斯論壇創始人施瓦布：打造全球合作的新框架

海外追繳古生物化石特展開展海外追繳古生物化石特展開展 ““中華貝貝龍中華貝貝龍””亮相亮相

““龍歸故裏龍歸故裏———守護遠古生命海外追繳古生物化石特展—守護遠古生命海外追繳古生物化石特展””
在鄭州黃河迎賓館開展在鄭州黃河迎賓館開展。。本次特展精選了本次特展精選了99件近年我國海外追件近年我國海外追
繳的古生物化石珍品進行展出繳的古生物化石珍品進行展出，，包括孔子鳥化石包括孔子鳥化石、、潛龍化石潛龍化石、、
劍齒虎頭骨等劍齒虎頭骨等。。其中最引人關註的當屬在河南西峽出土其中最引人關註的當屬在河南西峽出土、、流失流失
海外近海外近2020年年、、全球矚目的恐龍蛋化石全球矚目的恐龍蛋化石““中華貝貝龍中華貝貝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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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皇家衛隊騎兵在斯海弗寧恩的海灘荷蘭皇家衛隊騎兵在斯海弗寧恩的海灘
進行騎行訓練進行騎行訓練，，為即將舉行的表演進行為即將舉行的表演進行
彩排彩排。。據悉據悉，，馬匹在煙霧彈和刺耳的聲音中馬匹在煙霧彈和刺耳的聲音中
進行訓練以減少在正式儀式上出差錯的可能進行訓練以減少在正式儀式上出差錯的可能
。。

肯尼亞島民用回收塑料造船肯尼亞島民用回收塑料造船
應對海洋汙染應對海洋汙染

肯尼亞拉穆島肯尼亞拉穆島，，肯尼亞第壹艘完全由回收塑料制成的肯尼亞第壹艘完全由回收塑料制成的
單桅帆船在拉穆島舉行啟動儀式單桅帆船在拉穆島舉行啟動儀式。。據外媒報道據外媒報道，，肯尼亞島肯尼亞島
民在清理海洋過程中建造了壹艘完全由回收塑料制成的民在清理海洋過程中建造了壹艘完全由回收塑料制成的
船船，，以應對海面上越來越嚴重的塑料廢物問題以應對海面上越來越嚴重的塑料廢物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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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眾可24小時直接收看及收聽該頻道，
             行車間也可方便收聽，輕鬆獲取美南電視節目
             以及各類國際、社區重大資訊。 

 3. 下載Apps收看：
         可在蘋果商店搜尋  
      「Today America」，
         下載Apps，除了
         可用手機讀報
         更方便，也可以在Apps裡
         收看STV15.3 電視直播。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如需開車時收聽廣播，請鏈接到車載音響設備 (數據線/藍牙設備），效果更佳。

2. Google搜尋：觀眾只要在Google網站搜尋
    「Southern TV- STV15.3 Houston」

         或輸入該平台網址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就可直接連結美南國際電視直播平台。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STV15.3 Houston

1. 掃二維碼(QR code)：
        觀眾只要掃描報上的二維碼，
        就可連結到美南國際電視，
        直接在手機上觀看STV15.3。
 

美南廣播電視台     看電視聽廣播

美南國際電視STV15.3為方便觀眾收看，
「電視廣播合為一體」

               不需任何付費，
             觀眾可24小時直接收看及收聽該頻道，
             行車間也可方便收聽，輕鬆獲取美南電視節目
             以及各類國際、社區重大資訊。 

 3. 下載Apps收看：
         可在蘋果商店搜尋  
      「Today America」，
         下載Apps，除了
         可用手機讀報
         更方便，也可以在Apps裡
         收看STV15.3 電視直播。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如需開車時收聽廣播，請鏈接到車載音響設備 (數據線/藍牙設備），效果更佳。

2. Google搜尋：觀眾只要在Google網站搜尋
    「Southern TV- STV15.3 Houston」

         或輸入該平台網址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就可直接連結美南國際電視直播平台。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STV15.3 Houston

1. 掃二維碼(QR code)：
        觀眾只要掃描報上的二維碼，
        就可連結到美南國際電視，
        直接在手機上觀看STV15.3。
 

國內首檔“融媒體＂新聞評論節目，給你不一樣的新聞體驗。 

▲ 節目截圖

節目介紹：
《中國輿論場》是CCTV4推出的國內首檔“融媒體”新聞評
論節目。最新輿情，最熱話題，明辨是非，凝聚共識。借助
大數據，每天發布的輿情指數，權威專家客觀點評，引入在
線觀眾席，多屏互動，給你不一樣的新聞體驗。

播出時間：
每周日中午12:30首播，重播時間為每周日晚上9:30，
以及周一早晨8:30。
 

▲ 節目截圖

《中國輿論場》精彩
節目介紹

星期日 2018年9月23日 Sunday, September 23,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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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咽癌是發生在
頭頸部的惡性腫瘤疾
病，在世界的某些
地區，例如廣
東、東南亞和
非洲，患此病
的人比其他地

方多，過去認為主要
是膳食影響，但目前
醫學界更傾向於遺傳
基因為主要影響因
素。

鼻咽癌臨床多見
鼻涕出血、鼻塞、頭
疼等症狀，發展到後
期多會出現轉移。一
般來說癌症分為四個
階段，鼻咽癌患者一
般不做手術治療，常

使用的治療方法就是局部的放射
治療，以及全身的化學藥物治
療，說治療效果比較明顯， 第
一、第二、第三及第四期的十年
存活率順序約為90％，70％，
50％和40％。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早期鼻咽癌存活率達90％

今年上半年李宗偉的狀態不俗，
曾擊敗如日中天的桃田賢斗開

始第12次奪得馬來西亞公開賽冠軍，
世界排名更一度回升至第二，不過自
7月起，李宗偉受到呼吸系統問題困
擾，更連續缺席世錦賽及亞運兩個大
賽。21日社交網站上出現李宗偉患上
鼻咽癌的帖文，22日馬來西亞羽總終

於現身說
法，確認
李宗偉罹
患早期鼻
咽癌，並
在台灣接

受治療及休養。
主席薩卡利亞表示李宗偉目前情

況良好：“我很高興地告訴你們李宗
偉對治療的反應良好，他目前正在親
友的陪伴下休養及恢復當中。”薩卡
利亞希望各界尊重李宗偉的私隱，強
調馬來西亞羽總會全力提供一切的協
助：“李宗偉會於兩周後返回馬來西
亞，醫療團隊會密切注意他的身體狀
況，不過什麼時候可以重返球場則未
有定案。”

而李宗偉亦在社交網站表示一切
請關注馬來西亞羽總的公開聲明，並
對所有人的支持與關心表達謝意，有

大量網民均留言表示祝福，希望李宗
偉可以早日康復重返賽場。

永不言敗人氣高
即將36歲的李宗偉毫無疑問是

羽毛球歷史上最具標誌性的運動員之
一，他小時候最初接觸的運動並非羽
球，而是籃球，但因媽媽擔心他曬
黑，加上後來陪同爸爸一同打羽球，
才開啟了他人生羽球篇章。

在李宗偉羽球生涯中，他與林丹
更合演了多場經典對戰，可惜四度參
戰奧運的他始終與金牌擦身而過，
2014年一度捲入興奮劑風波，儘管傳

出是因為治療所需而不知情誤用、且
本人也否認服用禁藥，但後來仍被禁
賽，那次興奮劑事件，也被他視為噩
夢。

不過，三面奧運銀牌以及四個
世錦賽亞軍令李宗偉成為羽壇最著
名的“無冕之王”，不過謙卑的態
度以及永不言敗的鬥志令他的人氣
一直居高不下，縱使職業生涯有眾
多遺憾，但李宗偉對羽毛球的熱情
從未減退，相信“大馬拿督”終會
戰勝病魔重返賽場，第五度出戰奧
運繼續向夢想進發。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

李宗偉李宗偉

大馬球王李宗偉22日經該
國羽總證實罹患鼻咽癌，雖然正
在台灣治療，但歸期未定，而與
李宗偉共創許多經典大戰的林丹
近日狀態也相當不穩，加上年輕
球員衝擊，似乎代表一個時代的
“林李大戰”恐成回憶。

林丹、李宗偉的“瑜亮之
爭”早於2004年開始，今年的
全英公開賽是二人最後一次相
遇。在這段期間，兩人共交手
40次，林丹28勝。

對於一生亦敵亦友的李
宗偉，林丹較早前在接傳媒
訪問時笑稱，這是一個重要
的男人：“這十幾年間，我
們從小孩變成男孩再變成男
人，都成立了自己的家庭，
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們還在

繼續為了夢想戰鬥，我覺
得在職業生涯有這樣一個對
手，很難得，我很珍惜。”

林丹甚至真情流露：
“老婆只會喊你回家吃飯，
李宗偉卻會喊你回羽毛球館
訓練。”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林李亦敵亦友 經典恐難再現

李宗偉 Lee Chong Wei

國籍：馬來西亞
出生日期：1982年10月21日
身高：1.72米
體重：60公斤
握拍：右手
主項：羽毛球男子單打
職業戰績：656勝121負
最高世界排名：第1位（2014年

12月18日）
現時世界排名：第4位（2018年9

月20日）

本屆美網女單冠
軍由日本的大坂直美
登上后座，締造了日
本的網球歷史，大坂
直美奪冠當然成為新
聞焦點，但她的混血
背景似乎更吸引，她
母親是日本人，父親

是海地人，雖然在大阪出生，但自少在
美國生活和接受教育，只能操有限的日
語，日本是很強調民族性的國家，他們
甚至不急於出國去學習英語以便融入國
際社會，奪得美網女單錦標的大坂直美
的背景多少也衝擊日本這個民族和國
家的價值觀。

但時代的進步已迫使他們去改變，
尤其是年輕一代多可以接受，以體育為
例，根據資料最早接納歸化球員的是巴
西足球員拉莫斯，他當年可穿起日本隊
國家隊服出賽，該國國民接受這個事實
也花了一些時間，由於歷史原因，據稱
在巴西有日本血統的巴西人達到 200
萬，特別是在體壇方面，擁有混血血統

的日本海外兵團讓日本隊的實力大為提
升，尤其在兩年後舉行的東京奧運會，
這些混血兵團將代表日本衝擊多個項目
的獎牌。

據資料統計，現在已成為日本體壇
主力的混血運動員包括有：達爾維克
（芝加哥小牛隊投手，母是日本人，父
是伊朗人，出生在大阪）；苿秋．貝克
（奧運柔道冠軍，母是日本人，父是美
國人，出生在東京）；飛鳥劍橋（奧運
4×100米銀牌，母是日本人，父是牙買
加人，出生在牙買加，在日本成長）；
阿卜杜勒．哈期姆．薩尼．布朗（短跑
運動員，母是日本人，父為加納人，東
京出生）；室伏廣治（奧運鏈球金牌和
銀牌得主，父是日本人，母是羅馬尼亞
人，出生和成長在日本）。

他們將在兩年後的東京奧運會發揮
作用，為日本爭金奪銀。根據日本法
律，他們必須在年滿22歲時決定選擇哪
一個國籍，擁有美國和日本雙重國籍的
大坂直美必須有所決定了。

■資深體育記者 朱凱勤

混血兵團
體壇
縱橫

中國羽毛球公開賽22日在
常州結束各項準決賽，在世錦
賽決賽“翻版”的對決中，日
本名將桃田賢斗以2：0戰勝國
羽的石宇奇，繼續保持對後者
的全勝戰績；印尼小將金廷則
繼續“黑馬”之路，在 12：
21、21：17、21：15逆轉淘汰
中華台北名將周天成後，今與
桃田賢斗爭奪冠軍。

22日的男單準決賽，桃田
賢斗明顯進入狀態更快，比賽
一開始就打了石宇奇一個7：
0，首局比賽毫無懸念，桃田賢
斗以21：10輕鬆勝出。

第二局開始兩人打得十分
膠，雙方交替領先，分差始
終沒有超過2分。打到16：17
石宇奇落後1分時，桃田賢斗
展現出更強的把握關鍵球的能
力，連得3分拿到賽點，並以

21：17贏下比賽。
石宇奇賽後坦言已經盡力

了，自己還是去拚對手。和世
錦賽相比，桃田賢斗還是保持
在一個相對良好的競技狀態，
而自己的狀態有所下降。

女單方面，國羽新銳陳雨
菲苦戰三局，以21：14、15：
21、21：14力克日本名將山口
茜，男雙韓呈愷/周昊東以21：
19、11：21、21：17力克印尼
世界第一組合吉迪昂/蘇卡穆爾
喬，混雙鄭思維/黃雅瓊以21：
19、21：15淘汰港隊組合鄧俊
文/謝影雪晉級決賽，由於另一
場準決賽在兩對國羽組合間進
行，令國羽提前鎖定該項目冠
亞軍。不過，國羽女雙則無人
晉級4強。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陳曉莉

石宇奇不敵桃田 無緣中羽賽爭冠

馬來西亞羽毛球名將李宗偉今年

接連缺席世錦賽及亞運兩個大賽，馬

來西亞羽總22日發表聲明確認這位前

世界“一哥”患上初期鼻咽癌，目前

正在台灣接受治療的李宗偉則在社交

網站感謝球迷的支持和關心。

■李宗偉今年3月攜家人出席電影《李
宗偉：敗者為王》首映禮。 資料圖片

患初期鼻咽癌患初期鼻咽癌

連續缺席連續缺席
世錦賽與亞運會世錦賽與亞運會

■李宗偉（右）與林丹的
“瑜亮之爭”成為一個時代
的佳話。 資料圖片

奧運/世錦賽戰績
奧運會
2008年

2012年

2016年

世錦賽
2005年

2011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北京

倫敦

里約熱內盧

阿納海姆

倫敦

廣州

哥本哈根

雅加達

男單銀牌

男單銀牌

男單銀牌

男單銅牌

男單銀牌

男單銀牌

男單銀牌

男單銀牌

■李宗偉去年11
月赴港參賽。

資料圖片

■■鄭思維鄭思維（（右右））//黃雅瓊晉混黃雅瓊晉混
雙決賽雙決賽。。 新華社新華社

■■石宇奇被桃田賢斗淘石宇奇被桃田賢斗淘
汰汰，，無緣決賽無緣決賽。。 新華社新華社

■■李宗偉於去年奪全李宗偉於去年奪全
英賽冠軍英賽冠軍。。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李宗偉每次跌倒李宗偉每次跌倒
都會重新站起來都會重新站起來。。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廣 告 BB1212

4號出口

星期四
9：00AM

星期日
10：30AM

44號出口
送$10元或$12餐券

請注意：
新開11:00AM班車 送$5元或$10餐券

25號出口
送$5元或$10餐券

每週七天 天天開車
9：00AM, 11:00AM,
1:00PM, 4:00PM,
6:30PM, 8:30PM
11：00pm

訂座
電話 所有賭場需2 1歲以上者才可以上車，需持有帶照片的身份證

二家賭場任選，兩小時一班車

星期一 ～ 星期日
8：30AM, 6:00PM,
8：00PM, 10:30PM

T07_GREATLAND COACH八達旅遊567C_16

713-777-9988

上車地點：FOODTOWN / PARKWAY　CENTER（富達廣場）八號公路邊 WalMart 旁邊 8800 W Sam Houston Pkwys Suite141

離休斯頓最近的賭場
只需要1小時

每週七天
9:00(直班）

車費$15享用$25

星期日 2018年9月23日 Sunday, September 23,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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