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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考古學家新發現木乃伊埃及考古學家新發現木乃伊 可追溯至可追溯至23002300多年前多年前

埃及古物部照片顯示埃及古物部照片顯示，，埃及考古學家在開邏南部的金字塔建築群埃及考古學家在開邏南部的金字塔建築群
中發現了可以追溯到中發現了可以追溯到23002300多年前的木乃伊多年前的木乃伊。。埃及古物部在壹份聲明埃及古物部在壹份聲明
中稱中稱，，在代赫舒爾阿蒙尼米哈特二世的金字塔東南部地區工作的埃及在代赫舒爾阿蒙尼米哈特二世的金字塔東南部地區工作的埃及
考古小組發現了許多許多古代墓葬考古小組發現了許多許多古代墓葬，，內有內有88具棺材具棺材。。

挪威滑雪跳臺高入雲端挪威滑雪跳臺高入雲端
似未來建築似未來建築

遊客在奧斯陸賀美科倫遊客在奧斯陸賀美科倫（（HolmenkollenHolmenkollen））國家滑雪競技場的滑雪跳國家滑雪競技場的滑雪跳
臺拍照臺拍照。。據悉據悉，，這座滑雪跳臺高達這座滑雪跳臺高達5858米米，，是由壹家比利時建築事務所是由壹家比利時建築事務所
設計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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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領域人才緊缺
應屆博士生年薪高達80萬
“21世紀什麽最貴？人才。”中國賀

歲電影《天下無賊》中這句有名的臺詞，

在當今人工智能領域同樣適用。作為壹個

誕生了60多年的詞匯，人工智能技術正加

快運用到各個傳統行業中，國內外巨頭紛

紛布局，該領域人才也愈顯緊缺。專家表

示，中國人工智能產業起步比較晚，人才

培養模式尚存差距。但隨著互聯網發展，

中國磨練出壹大批應用型人才，他們將在

人工智能的新舞臺上，加速奔跑。

博士年薪高
壹年前，人工智能領域的應屆碩士生

大約能拿到30萬元年薪，博士生則高達50

萬元。現在，企業給應屆生的薪水提高了

10%至20%，壹些企業給博士生的年薪升

至80萬元。這是近日在廣東深圳召開的第

二十屆中國國際高新技術成果交易會人才

與智力交流會上了解到的情況。

人工智能人才薪酬的持續攀升，源

於近年來人工智能行業的火熱發展。剛

剛閉幕的首屆中國進口博覽會上，各國

工業和互聯網巨頭都帶來了人工智能技

術，在中國“首秀”：服務領域，活躍

在進博會新聞中心的“豹小秘”，為參

會人員提供智能引領、服務接待等；工

業領域，焊接、檢測等工業機器人既能

完成復雜的車身精細化掃描，搬運、協

作等功能也不在話下……這壹系列“+

AI”的場景已經走到各傳統行業中，解

決痛點、提高效率。而推動這些人工智

能技術實現落地的，正是活躍在全球各

家科技公司的人工智能人才。

根據職場社交平臺“領英”發布的

《全球人工智能領域人才報告》顯示，

截至2017年壹季度，全球人工智能技術

領域專業人才數量超過190萬，這壹領

域的人才需求在過去3年間增長8倍，且

缺口仍在擴大。全球共有367所具有人

工智能研究方向的高校，每年畢業人工

智能領域的學生約2萬人，遠遠不能滿

足市場需求。據估計，中國人工智能學

科人才需求的缺口每年接近百萬。

培養跟不上
人工智能領域人才供需差距為何如

此大？相關運用不斷突破，促進各國不

斷部署人工智能發展戰略，這是人工智

能領域人才供需失衡的主要原因。得益

於數據、算力和算法的集中突破，人工

智能近年來開始進入落地實踐階段。以

深度學習為主要代表的人工智能技術正

在語音識別、數據挖掘、自然語言處理

等領域展露強勁發展勢頭，相關應用突

破還可能給醫療、交通、制造、金融、

教育等領域帶來巨變。

正是看到其巨大潛力，全球各主要

國家紛紛開始部署人工智能發展戰略。

美國、法國、英國、德國、日本、俄羅

斯紛紛加入新壹輪人工智能技術發展的

“軍備競賽”。

中國雖是後來者，但政策跟進速度

也很快。在2017年全國兩會上，“人工

智能”首次被寫入政府工作報告。隨後

，國務院印發《新壹代人工智能發展規

劃》，提出到2030年人工智能理論、技

術與應用總體達到世界領先水平，成為

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創新中心。今年政府

工作報告指出，要“加強新壹代人工智

能研發應用”。

統計顯示，目前中國人工智能企業

已經超過1000家。而根據騰訊研究院發

布的《中美兩國人工智能產業發展全面

解讀》報告，2017年中國有592家人工

智能企業，員工數量為3.92萬人。在人

才培養模式方面，由於中國高校在較長

時間內沒有人工智能專業，這也導致了

國內相關人才供給不足。

引才出實招
“中國是制造業和互聯網大國，將

為全球人工智能發展提供豐富的實踐場

景。”工業和信息化部部長苗圩曾這樣

說。的確，經過多年發展，中國在制造

業和互聯網領域磨練出壹大批應用型人

才，他們將在人工智能的新舞臺上，加

速奔跑。

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互聯網發展與

治理研究中心等機構最近發布的《長三角

地區數字經濟與人才發展研究報告》顯

示，中國長三角地區的數字人才達到11.8

萬。專家表示，數字人才是信息通信技術

的專業技能和補充技能人才，他們是大數

據、“互聯網+”、人工智能、智能制造

等多個領域發展的“主力軍”。

國內外知名科技企業已經發現了中

國人工智能領域的這壹人才紅利，加快

了國際融合步伐。在上海，包括阿裏

巴巴、騰訊、百度、華為、微軟、亞

馬遜等國內外知名科技企業設立了人工智

能科研機構，打造“廣邀英才、全球交

流”平臺。

中國地方政府也開始加快了引進人

工智能人才的步伐。浙江計劃用5年時

間引進10萬名人工智能人才，還將建立

全球人工智能人才數據庫，為人工智能

人才提供覆蓋創業全周期的金融套餐，

並且支持浙江高校建設人工智能相關學

科和專業，擴大人工智能方向研究生的

培養規模。

專家預計，伴隨市場需求和應用場

景的不斷擴大，中國有望吸引更多人才

來華從事人工智能行業。

中國外貿穩增 全球貿易加緊突圍
綜合報導 盡管面臨經濟下行壓力，中國外貿

依然穩步增長。據海關總署最新數據，截至11月

中旬中國進出口總額已超過去年全年。

此間學者認為，今年中國外貿保持穩定系世

界經濟持續復蘇、官方接連出臺扶持政策等多方面

原因所致。但因外部風險依然存在，不能掉以

輕心。用中國商務部原副部長魏建國的話說，今年

中國蟬聯世界貨物貿易第壹大國問題不大，“真正

的難關在明年”。

最大的風險緣於貿易保護主義。工銀國際首席

經濟學家程實認為，2019年全球貿易摩擦的負面影

響將加速顯現，上升為首要的“灰犀牛”風險。貿

易摩擦常態化壹方面將打亂全球資源配置，另壹方

面也會拖累甚至阻礙結構性改革進程。

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對外經濟研究所

綜合室副主任楊長勇亦表示，考慮到貿易保護主

義不利影響將繼續加深，美國貨幣政策或步入緊

縮區間，新興經濟體大面積爆發金融風險的可能

性上升等因素，2019年全球經濟增速或進壹步下

降。此外，以世貿組織(WTO)為核心的多邊貿易

體制面臨挑戰，全球經貿規則演變也會帶來嚴峻

挑戰。

全球貿易需加緊突圍，中國官方亦迅速行動。

對內，加大對企業扶持力度。商務部日前在外貿重

鎮廣州專門舉行內外貿民營企業座談會，提出要在

搭建發展平臺、加大政策支持、優化營商環境等方

面研究出臺更多務實舉措。海關總

署到今年 10 月已將出口環節整體通

關時間降至不到7個小時，與去年同

期相比降了將近壹半，今後還將繼

續壓減。

對外，加快商談或升級自由貿易協定。11月12

日，中國與新加坡簽署自貿協定升級議定書，互相

給予對方投資者高水平的投資保護，並納入了全面

的投資者與國家間爭端解決機制。同月17日，中

國與秘魯啟動自貿協定升級談判。

同時，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系協定(RCEP)談判

也在加緊推進。此外，隨著中日關系轉圈，此前受

政治影響“難產”的中日韓自貿區建設亦在提速。

截至目前，中方已經達成的自由貿易協定接近

20個，正在進行的自貿協定談判或者升級談判有十

多個。

魏建國稱，中國已成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的

倡導者，未來可能會成為參與自貿協定最多的國家

之壹。這些自貿協定，以及與拉丁美洲、“壹帶壹

路”沿線國家的經貿合作，均有助於中國外貿緩解

明年可能面臨的壓力。

但也有分析人士認為，在國際經貿局勢越發動

蕩的今天，貿易協定談判面臨的障礙和幹擾不容小

視。要減輕外貿壓力，目前最具可操作性的是持續

減少非關稅壁壘，進壹步增加進口。

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

倪月菊稱，今後應積極擴大研發設計、節能環

保、環境服務等高端生產性服務進口。此外，

在公平競爭原則下，要更好地利用跨境電子商

務等新模式增加進口，鼓勵企業在海外建立采

購網點和渠道，並積極發展多雙邊貿易，拓展

經濟發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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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是 君 子 之
風。

他與妻子芭芭拉，執子之手 ，與子偕老，七十
三年的相愛相伴，更是被人稱頌，稱之為愛情
的經典。

茶緣讓我與老布什總統及夫人芭芭拉相遇

，讓我得以親近兩位的傑出人格魅力。
我帶上兩年前為老人家及家人做展示茶藝

時拍攝的照片，捧一束百合，來到市中心老布
什紀念公園 George HW Bush Monument，默哀
悼念：老人家可否還記得那個曾為他們展視過
中國茶藝的著唐裝的胡姬呢？

祝愿老布什總統，在天國與他摯愛一生
的芭芭拉重逢！
今年四月，芭芭去逝，我像是鬼使神

差一樣，專門趕到聖馬丁教堂（St.
Martin's Church ），趕到芭芭拉的靈堂
前，默默向芭芭拉親口說聲就此別過了
，芭芭拉, 這是永別。
前來跟她告別的人們，無聲地緩步繞

行，送芭芭拉最後一程。她的慈愛，透
著天使般的聖光，真想一直這麼著，人
隨聖賢品自高。
我自己一直是喜愛茶藝，曾邀

好朋友茶藝師 Lisa 和我電視上
對談茶道，而茶又讓我與老布
什總統及夫人及他家人，有一
段茶緣。兩年前，總領館招待
老布什總統及其家人，我有幸
被選作領銜茶藝表演者，展演
之際，還要用英文解說各道茶
的儀式文化及茶質特徵，芭芭
拉見我展示茶藝的動作，手勢
舒展，她問你可是舞蹈出身？
我答道藝臻化境，都是韻律了
。
能面對面感受他們溫暖、慈祥
的人性魅力，聽他們漫談茶與
中華，茶香氤氳間，心都柔和
下來。
又讀了一篇介紹布什的英文文

章 ， 了 解 他
“not gonna do
it, wouldn’t be
prudent “ 的 大
英 雄 是 真 本 色
。
一 代 大 家 ， 一
代風範，仰之彌高，追之彌遠。

同在德州休斯頓，天無私覆，地無私載，
老布什總統常活在人們心裡，恩澤流長，我們
常懷感激。

老布什總統11月30日，上週五去世，享年
94歲，美國的第四十一屆總統，早年加入海軍
，戰鬥英雄，曾任國會議員、駐聯合國和中國
大使、中情局局長、副總統和總統。一個受世
界人民尊敬的總統，中國人民的老朋友。

（我在茶藝展示之際解說每一道茶，換茶
時，兩位更為精通茶道的小妹，很得體地幫我
備妥後道，古箏小妹，琴聲雅韻，點境如畫
， ～俱往矣，此情可待成追憶，更要感謝總領
館的總領事李強民大使和趙宇敏、劉紅梅副總
領事及多位領事們在茶藝展示前一遍遍看我演
示確認，謝謝深得他們的指導，感謝領館的領
事朋友，幕後也我留影，現在翻看這些照片，
物是人非，不勝唏噓。茶香飄渺，魂兮歸來。
）

一段茶緣--懷念老布什總統

作者：胡暢

（本報訊）在國會議員代表譚秋晴女士的奔
波努力下，史丹福學區終於成立了美南地區第一
個中文圖書館！將立足中华文化傳承 和推广中文
教育 ， 從幼稚園開始，讓華裔孩子、美國孩童都
有機會開始中文學習。

史丹福市政府，史丹福學區，教育委員會將
於12月6日舉行盛大的圖書捐贈交接儀式。譚秋
晴女士和休士頓社區公益義工Hunter代表中國作
家協會著名散文家林清平先生和繪本作家朱方明
女士向史丹福學區中文圖書館捐贈第一批中文圖
書和藝術作品。

史丹福市長，國會議員代表譚秋晴女士，
RICE大學校長及夫人孫月萍女士，休大教授白先

慎先生及夫人，中國人活動中心執行長范玉新先
生，華夏學人協會主席黃華，著名電影演員陳燁
出席儀式。

譚秋晴女士呼籲社區的廣大華人朋友把家中
不用的新舊中文圖書踴躍捐贈給史丹福學區的中
文圖書館。讓更多的美國人接觸到中文書籍，更
好的推广中文教育，傳承中華文化。

2018年12月3日至18日
Stafford muncipal school district
1625 staffordshire Road Stafford, TX 77477
Steve Perez, Librarian
Jperez@staffordmsd.org
281-261-9247

立足中文教育 史丹福學區12月6日舉行圖書捐贈交接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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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年，25 歲的
退伍軍人劉海
在工作中不幸
觸電，雙臂截
肢；妻子李美

文老家在廣西，13歲那年因事故失去雙
腿。面對殘酷的現實，劉海借助殘肢學會
穿衣做飯，李美文則用兩個板凳學會了走
路。2007年，劉海在電視上看到和自己一
樣堅強生活的李美文，便輾轉聯繫上了
她。“兩個人在一起就有了手和腳，一定
可以更好地生活下去。”這是當時劉海給
李美文的承諾。兩個月後，李美文從廣西

來到內蒙古，這是她從小到大第一次出遠
門。兩人一見傾心，不久之後便結了婚。

以身示範教女自立自強
“做飯、打掃、種地這些活兒幹起來

就是比正常人慢點，但是我們都能幹。”
多年來，劉海和李美文用一雙手和兩條腿
配合完成家務活，種菜、養雞等農活也打
理得井井有條。不管是孩子出生、上學，
還是兩人看病和日常生活，劉海夫婦的親
友們都幫扶了不少，但夫婦兩人卻婉拒了
很多愛心人士的捐助。“現在我們種菜養
雞夠一家三口生活，不能用別人的善意作
為自己的財路。”劉海說，他們想給女兒
作個榜樣，教會她自立自強。

17歲，正是像花兒一樣美麗
的年紀，然而河南新鄉的17歲少
女李辰璽因為家中廚房液化氣洩
漏引起的爆炸，導致全身80%皮
膚燒傷，正在新鄉市第二人民醫
院重症監護室接受治療。為救治
女兒，父親李志鋒將自己一整條
左腿上的皮膚移植給了女兒。
據李志鋒回憶，10月3日事

發時正值農忙，他和妻子在外忙
碌，家中只留有正在放國慶假期
的女兒和兒子。

“當時他們倆在寫作業，聽
到家裡有聲響。我女兒就說讓弟
弟寫作業，她去看，結果是廚房
液化氣洩漏，開門的一瞬間就爆
炸了，孩子整個人都被火燒着
了。”

隨後，李辰璽被緊
急送往醫院搶救，經
診斷，全身多處二
度、三度火焰燒
傷 ， 面 積 達
80%，同時伴有
吸入性損傷，低
血容量休克和爆震
傷，病情危重，經
多次手術後，現在還
在重症病房時刻監護。
由於李辰璽燒傷面

積太大，李志鋒決定瞞
着女兒讓醫生將自己一
整條腿部的皮膚移植給女兒。
“原來送飯都是自己和妻子

一起去，隔着門和
女兒說幾句話，
現在因為做了
手術一個月沒
法下床。女
兒已經問了
媽媽好幾次爸
爸為什麼不
在，妻子都找
借口安慰她，說

爸爸在工作的地方
處理事情。女兒還
特意在視頻裡叮囑

我不用擔心，在那邊（武漢）照
顧好自己，不用急着回來。”

■《揚子晚報》

花季少女全身燒傷
父親不惜割皮救治

在內蒙古自治區庫在內蒙古自治區庫倫旗扣河子鎮有這樣一對特殊的倫旗扣河子鎮有這樣一對特殊的

夫婦夫婦，，丈夫劉海沒有雙臂丈夫劉海沒有雙臂，，妻子李美文沒有雙腿妻子李美文沒有雙腿，，但但

是兩人並沒有被眼前的困境所是兩人並沒有被眼前的困境所打倒打倒。。他們堅持自食其他們堅持自食其

力力，，且拒絕了愛心人士的捐助且拒絕了愛心人士的捐助。。結婚結婚1111年來年來，，他們用一他們用一

雙手和兩條腿互相配合完成家務活雙手和兩條腿互相配合完成家務活，，把家裡打把家裡打

理得整整齊齊理得整整齊齊。。 ■■文文：：新華網新華網//圖圖：：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大熊貓龍鳳胎“福鳳”“福伴”4日順利從奧地利維也納回
到中國大熊貓保護研究中心，入住四川臥龍神樹坪基地隔離檢疫
區，成為首對海歸大熊貓雙胞胎。

“福鳳”2016年8月7日出生於奧地利美泉宮動物園，雌
性，體重60kg，愛吃竹筍和紅薯，比較貪玩。“福伴”2016年8
月7日出生於奧地利美泉宮動物園，雄性，體重55kg，喜歡攀
爬，玩雪，對一切新鮮的事物都充滿好奇心，社交能力強。

為了讓“福鳳”“福伴”盡
快適應回國後的生活，奧方飼養
員將在神樹坪基地陪伴牠們一段
時間。接下來的一個月，兩隻大
熊貓將在神樹坪基地完成隔離檢
疫，保護研究中心也安排了經驗
豐富的飼養師和獸醫負責其日常
飼養及健康管理。 ■新華社

臥龍迎來首對海歸大熊貓雙胞胎

@感覺：你是

我的手，牽我

並肩走！我是

你的腳，與你

世上跑！

@菊麗。黃：
含 着 淚 的 堅
強，嚼着苦難
的幸福！

@秋水無痕：一

家三口的圖片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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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愛，將成為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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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幸福永遠！

@大千世界：瞧

瞧人家，四肢健

全的人更不能因

為一點挫折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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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海夫
婦與女兒
的合影。

晾 曬 衣 服

■■受傷前的李辰璽受傷前的李辰璽
和父親李志鋒的合和父親李志鋒的合
影影。。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福鳳福鳳””在雪中享用竹子在雪中享用竹子。。
新華社新華社

你是我的你是我的
我是你的我是你的

手手
腿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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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傑出運動員選舉接受提名

石偉雄盼搔三年之癢

■石偉雄（左二）、劉慕裳（中）及曾德軒（右二）呼籲公眾踴躍投票。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攝

■■國安國腳韋世豪提前向國足報國安國腳韋世豪提前向國足報
到到。。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王康傑獲邀出戰香港王康傑獲邀出戰香港
網球冠軍盃網球冠軍盃。。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短訊

中國男足目前正在海口備戰亞洲盃，由於京
魯兩隊周五剛剛結束足協盃決賽，故國足主帥納
比准許兩隊國腳可延遲報到。不過，出人意料的
是北京國安國腳韋世豪提前於3日與國足會合，
為“銀狐”帶來一份驚喜。
據內地傳媒報道，國足在2日、3日連續兩

天進行一天兩練，4日一天一練後，5、6兩日再
恢復一天兩練。這樣高強度的緊張備戰，在納比
帶隊期間十分罕見，不少隊員感到疲憊。
除緊張的訓練，國足尚進行一系列熱身賽。

據悉，在海口期間，國足將分別與中甲球隊延
邊、中乙球隊海口進行兩場封閉熱身賽。主教練
納比“閉門造車”，磨合陣型打法和主力陣容。
而國足於本月15日結束海口的集訓後，將

稍作休整，然後於19日凌晨由廣州啟程前往卡
塔爾多哈。在多哈期間，國足將於12月24日、
12月28日進行兩場熱身賽，對手除伊拉克外，

還有也門或其他西亞球隊。明年1月6日，轉赴
亞洲盃小組賽首戰比賽地艾因，大戰前為了令球
員保持狀態，球隊計劃再踢一場熱身賽，對手很
可能是當地俱樂部隊。

目前，國足共有27名球員入選本期集訓
隊，他們中的25名球員將隨隊前往卡塔爾拉
練，其中23人將參加明年1月進行的亞洲盃。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由今屆起一連三年香港傑出運
動員選舉獲得國泰航空冠名

贊助，總獎金亦增至62萬港元。港
協暨奧委會會長霍震霆表示，香港
運動員在今年成績優異，希望藉頒
獎典禮表揚一眾運動員的努力。香
港傑出運動員選舉提名期由4日起
至12月28日止，而公眾投票則於
明年1月20日展開；另外，大會亦
將邀請本地傳媒機構的體育記者投
選他們心目中的傑出運動員。選舉
結果將於2019年3月26日假香港會
議展覽中心大會堂舉行的頒獎典禮
暨港協暨奧委會周年晚宴中揭曉。

星中之星心水人選：李慧詩
三年前曾躋身“八傑”的石偉

雄是今屆傑出運動員選舉大熱之
一，成功衛冕亞運跳馬金牌的他期
望今屆可以再踏上頒獎台：“三年
前得獎的時候自己仍然沒有太大實
績，今年的成績自己亦比較滿意，

很期待可以再次得獎。”
以“非常好”來形容2018年

的石偉雄表示，來年會專注奧運選
拔賽，會以新難度動作向奧運發起
挑戰：“星期四將到俄羅斯進行三
星期集訓，在奧運選拔賽前會進行
四次集訓，明年會減少比賽數量，
集中進行跳馬新難度動作的訓練，
希望在世界盃顯示訓練成果。”至
於今屆的星中之星，石偉雄的心水
選擇則是李慧詩。
而在世錦賽歷史性殺入三甲

的空手道好手劉慕裳則表示，自
己雖然從未在傑出運動員選舉得
獎，但能夠入選已經是對運動員
努力的重要肯定，自己會繼續努
力希望更上一層樓。
有關香港傑出運動員選舉詳情

請瀏覽網站 http://sportstar2018.
hkolympic.org 或港協暨奧委會
Facebook 專 頁 http://www.face-
book.com/sfocHK。

奧蘇利雲84分鐘淘汰周岳龍
中國小將周岳龍當地時間3日在英國約克舉行的

英國桌球錦標賽第三輪比賽中，以0：6不敵衛冕冠
軍、“火箭”奧蘇利雲，無緣16強。作為歷史上最
偉大的桌球球員，奧蘇利雲只用84分鐘就擊敗了年
僅20歲的周岳龍，讓世界排名第32位的中國小將真
正體會了“火箭”的威力。另一名中國選手、排名第
112的魯寧以6：4爆冷淘汰世界排名第13的布雷塞
爾晉級。 ■新華社

三名中國裁判入選女足世盃
國際足聯3日公佈了2019女足世界盃裁判名

單，共有來自42個國家的27名主裁判和48名助理裁
判入選，在27名主裁判中，亞洲5人、中北美洲5
人、非洲3人、南美洲4人、大洋洲1人、歐洲9人。
中國共有三名裁判入圍，分別是主裁判秦亮和助理裁
判崔詠梅、方燕。值得一提的是，這將是她們連續執
法兩屆女足世界盃。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圍棋三星盃 柯潔戰平韓選手
4日在韓國高陽舉行的第23屆三星盃世界圍棋大

師賽決賽第二局比賽中，中國名將柯潔（下圖）九段
展開強勢反擊，中盤戰勝韓國選手安國鉉八段。至
此，雙方戰成1：1平，決勝局較量將在5日展開。3
日進行的首局對決，首次闖入世界大賽決賽的韓國
“黑馬”安國鉉於192手擊敗柯潔，以1：0暫時領
先。今屆比賽總獎金為8億韓元，其中冠軍獎金為3
億韓元，亞軍獲得1億韓元。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由國泰航空冠名贊助的

2018香港傑出運動員選舉頒獎禮將於明年3月26日舉行，

港隊在今年亞運的出色表現令今屆選舉空前激烈，衛冕亞

運跳馬金牌的石偉雄希望能一搔三年之癢再次入選“八

傑”。

國足海口備戰亞洲盃國足海口備戰亞洲盃 集訓強度高集訓強度高

香港網球壇年度盛事──“香港網球冠軍盃
2018”將於本周六、周日在清水灣鄉村俱樂部舉行。
來自英國、澳洲、印度及新西蘭等地的世界級好手，
將與兩名香港精英共同角逐總獎金48萬港元的冠軍殊
榮。賽事今年進入第15屆，前來參賽的球手包括去年
法國公開賽混雙冠軍成員Rohan Bopanna和2012年溫
布頓公開賽男雙冠軍成員Jonathan Marray。另外還有

於較早時維也納公開賽奪冠的英國球手Joe Salisbury、
打入今屆溫布頓男雙8強的印度名將Divij Sharan及新
西蘭球手Artem Sitak等。

除世界頂級球手外，今屆賽事還有兩位香港球手
參賽，他們是今年夏天代表香港出戰印尼亞運會的王
康傑及楊柏朗。相信二人定可在與頂尖選手的較量中
找出差距、力求進步。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香港網球冠軍盃周末舉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淦）國際知名的勞倫斯體
育基金會，4日正式委任李麗珊及黃金寶等香港體壇殿堂
級人物為“勞倫斯香港大使”，這也是基金會首次揀選
香港運動員為大使。
今次獲得委位的香港運動員共9位，除了滑浪風帆奧

運金牌名將“珊珊”及單車天王“阿寶”外，還有陳念慈
（羽毛球）、倪文玲（田徑及划艇）、李忠民（劍擊）、
李致和（三項鐵人）、以及代表游泳界別的李穎詩、方力
申及蔡曉慧。因事缺席的“珊珊”特別錄製了一段短片在
記者會上播放，她對今次獲委任感到非常榮幸。
眾人在前奧運體操金牌得主、目前為勞倫斯世界體

育學院成員李小鵬手上接過委任狀，英國單車天后維多
利亞彭德爾頓（Victoria Pendleton）及攀山家安娜貝拉
龐（Annabelle Bond）兩位大使也有份主持委任儀式。

身為香港精英運動員協會執委會主席的陳念慈表
示：“很榮幸獲得委任，勞倫斯體育基金會與香港精英
運動員協會理念很想似，大約20年前，我們已曾與游泳
名將史畢茲和學生玩欖球，今後也會透過類似的體育交
流去回饋社會。”

倪文玲則指運動員協會有句口號是“體壇之星、社
會精英”，意思即是運動員除在場上競技之外，也應當
肩負一定的社會責任。

九運動員獲委任
勞倫斯香港大使

■■港協會長霍震霆在發佈會上致港協會長霍震霆在發佈會上致
辭辭。。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攝攝

香港傑出運動員選舉香港傑出運動員選舉
提名日期 即日起至2018年12月28日

公眾投票 2019年1月20日至2月14日

頒獎典禮 2019年3月26日

■■九位退役運動員獲委任為勞倫斯體育公益基金會大九位退役運動員獲委任為勞倫斯體育公益基金會大
使使。。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 攝攝

■■國足在海口備戰亞洲盃國足在海口備戰亞洲盃。。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石偉雄成功石偉雄成功
衛冕亞運跳馬衛冕亞運跳馬
金牌金牌。。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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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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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華時間》

《新聞面對面》

展示風貌建築、特色美食、傳統文化，探尋人文故事

▲ 節目截圖

節目介紹：
CCTV4《城市1對1》欄目是全球唯一一檔固定的城市交流訪談
欄目，每期節目選擇中外兩個城市，通過小片展示以及演播室
嘉賓講述，展示風貌建築、特色美食、傳統文化，探尋人文故
事，展現城市魅力。本期主題：瑰麗古城 中國 洛陽——捷克 
布拉格。

▲ 節目截圖

《城市一對一 》精彩
節目介紹

播出時間：
播出時間為晚上7:30-8:30，重播時間次日下午1:00-2:00. 敬請關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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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梅子）日前，中國瓷器玉器
紅木家具精品展在惠康廣場優惠大酬賓！全場
貨品大減價，80% OFF，聖誕節馬上就要到了，
去買上幾件包裝精美的茶具、保溫杯送給家人
朋友做聖誕禮物，既顯得客氣又花費不多，實
在是太劃算了！

中國瓷器玉器紅木家具精品展展銷的瓷器
都是從中國江西省的景德鎮派往海外巡展的，

在瓷都景德鎮有上千家窯廠、瓷廠，清代官窯
就定在景德鎮，景德鎮被譽為千年瓷都。這裏
研制出來的高檔瓷器不是中央國家機關專用就
是外事國禮清單特定，歷來都被視為“國瓷”
。 此次展銷有數十件景德鎮陶瓷研究所的大師
作品，工藝高超，做工精細，厚重莊嚴，大氣
磅礴，讓人眼界大開。大師作品，可作為傳世
珍品收藏，不可錯過。

此次精品還有不少氣勢恢弘的紅木家俬，
難得的是老撾大紅酸枝木、越南黃花梨、雞翅
木等家具套組、大型博古架、茶臺、大型沙發
組、餐桌組、大型寫字臺等。還有各種玉石茶
盤、小型果盤、平安扣、鎮紙、手把件、翡翠
手鐲、白玉手鐲等，應有盡有。本次精品展特
別值得推薦的是大型玉雕，有白玉雕、獨山玉
雕、和田玉雕，件件都是精品，品味不亞於國
內官家收藏。

另外，本次展出有好幾套瓷桌椅，有八人
套組、六人套和四人套，根據您家院子的大小
選上一套，安放在您家庭院中，馬上就能感覺
到一股濃濃的中國古典風。而且瓷桌椅耐風吹
日曬，只要用水一沖洗，光亮如新。每次景德
鎮瓷器展一來，瓷桌椅很快就搶購一空，這一
次展出還剩下一套青花瓷桌椅，先到先得，請
勿失良機。

為迎接聖誕節，中國瓷器玉器紅木家具精
品展全場80% Off，特別推薦以下特價商品，特
別適合於聖誕節送禮：陶瓷保溫杯9.99元/個，
瓷碗0.99元/個，精品茶具9.99元/套，落地大
花瓶一對199元。每件禮品都配有精美包裝盒
，實為聖誕送禮最佳選擇。

中國瓷器玉器紅木家具精品展
地址：9160 Bellaire Blvd #A, Houston , TX

77036（惠康超市隔壁）
電話：346-308-1860

20182018年年Migic winter Lights ShowMigic winter Lights Show
冬季梦幻灯展冬季梦幻灯展，，王朝旅游有特价票王朝旅游有特价票！！

聖誕送禮最劃算！
中國瓷器玉器紅木家具精品展大優惠中國瓷器玉器紅木家具精品展大優惠

瓷碗瓷碗

（本報記者黃梅子）Migic win-
ter Lights Show冬季夢幻燈展於11月
16日在Gulf Greyhound Park海洋灰狗
公園正式展出，由中國“南國燈城
”四川自貢市的藝術家手工打造的
120余組彩燈驚艷休斯敦，令美國觀
眾體驗到中國燈文化的獨特魅力。

最近幾天休斯敦的氣溫驟降，
晚上只有華氏30多度，但這絲毫沒
有影響四面八方的觀眾湧向海洋灰
狗公園去觀賞從中國來的自貢燈展
，人們穿梭在北京天壇祈年殿、倫

敦塔橋、巴黎埃菲爾鐵塔、莫斯科
紅場、悉尼歌劇院和印度泰姬陵等
燈組之間，感受中國燈文化獨特的
美和神奇的魅力。

今年是第四屆冬季夢幻燈展，
自2015年起，美國休斯敦“冬季夢
幻彩燈展”是中國彩燈海外展出有
史以來規模最大、投資最多、創意
最新的大型燈會。彩燈展為期52天
，從2018年11月16日至2019年1月6
日，每天晚上從5點開始亮燈開放，
覆蓋感恩節、聖誕節及新年美國三

大最主要節日。整個展覽由70位四
川自貢的藝術家經過30天手工打造
，分為夢幻、歐洲、非洲、亞洲、
大洋洲、美洲以及恐龍原始部落等
七大特色主題燈組，占地約10萬平
方米，預計今年觀燈總人數將超過
50萬人次。

主辦方還特邀中國演出團體和
非物質文化遺產專家，帶來美國觀
眾難得現場欣賞到的變臉、雜技等
特色表演，以及糖畫、剪紙等中國
民間手工藝展示。

中國城的王朝旅遊代理冬季夢幻燈
展的門票，目前有少量門票特價供
應，請抓住機會去海洋灰狗公園感
受一下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請去
王朝旅遊購買，周日或晚上也可打
手機713-927-9688聯系送票事宜。

王朝旅遊地址：
6918 CORPORATE DR., SUITE A-14,,

Houston, TX, 77036
電話：(713) 981-8868；

713-927-9688

落地大花瓶一對落地大花瓶一對199199元元

茶具每套茶具每套99..9999元元

陶瓷保温杯每个陶瓷保温杯每个99..9999元元

【美中頭條編譯報導/ 鄧潤京】(路透社財經新聞

華盛頓12月1日訊/ 作者Gina Chon)

中美之間的貿易戰停火給投資者留下了許多陷

阱﹒兩國將暫停征收新的關稅﹐同時中國承諾購買

更多美國商品﹐並做出其他讓步﹒盡管語氣樂觀﹐但

事情並非如想像的那樣樂觀﹒

美國總統唐納德•川普(Donald Trump)與中國國

家主席習近平在阿根廷共進晚餐時的緩和關系﹐標

志著兩國極度緊張的關系出現了一個小小的突破﹒

美國不再計劃從明年1月1日起對價值2,000億美元

的中國進口商品征收10%到25%的關稅﹒作為交換﹐

中國將從美國購買“非常大量”的農產品和其他產

品﹒中國政府還同意就有關強制技術轉讓﹑知識產

權保護和其他事項的結構性改革展開談判﹒同時﹐

還重新考慮高通公司 (Qualcomm﹐QCOM.O) 以440億

美元收購競爭對手芯片制造商恩智浦半導體（NXP﹐

NXPI.O）的交易﹐這筆交易在中國尚未獲批準﹒

川普和習近平都有放棄強硬立場的動機﹒對貿

易戰的擔憂促使美國主要股指放棄了今年的漲幅﹐

但在美聯儲主席鮑威爾發表鴿派言論後﹐美國股指

上周略有回升﹒在中國﹐習近平正在努力應對自

2009年以來最慢的經濟增長速度﹒

然而﹐這位美國總統是反覆無常的﹒過去幾周﹐

他對中國忽冷忽熱﹐他的保護主義傾向受到了股市

暴跌的考驗﹒他認為﹐股市暴跌是他受歡迎程度的

一個指標﹒在前往布宜諾斯艾利斯參加20國集團峰

會之前﹐川普說他將會見俄羅斯總統普京﹒他後來

又在推特上表示﹐他將取消這一計劃﹒

川普的反華助手也常在他耳邊吹風﹒有影響力

的美國貿易代表羅伯特•萊特希澤(Robert Lighthiz-

er)認為﹐與北京對話根本不值得﹒他也是政府中唯

一懂得如何談判貿易協定的高級官員之一﹐曾在羅

納德•裏根(Ronald Reagan)政府中擔任過要職﹒

此外﹐考慮到涉及的諸多覆雜問題﹐達成最終協

議的時間會十分緊迫﹒如果90天內不能達成協議﹐

美國對價值2,00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征收的關稅還

是要從10%提高到25%﹒任何傾向於匆忙動作的投

資者都應該謹慎行事﹒

中美貿易戰的緩和給投資者留下了陷阱

【本報訊】人類的壽命想要延長，就要健康養生。身體內的
每一個部位都有保質期，如何延長保質期，那麽就要做到保鮮，
也就是健康養生。血管作為人體內部的重要器官，遍布全身，為
身體輸送營養和排出毒素垃圾。血管順暢，那麽身體就舒服很多
。中老年人最怕血管堵了，人體的血管就像城市的道路一樣，如

果發生擁堵，那麽就
是一場災難。造成血
管堵的原因 有三個，
一個是血管老化；一
個是血液粘稠，另一
個是兩種都存在。那
麽如何讓血管不堵，
保持血管年輕呢？蜂
膠具有活血祛堵功效
，長期服用萬蜂牌巴
西極品綠蜂膠 （Mul-
tiflowers）的人，已經
感受到了好處。接下
來就和大家講一講蜂
膠為什麽是血管清道
夫？

血粘稠在臨床上叫
血流變性，隨著年齡
的增長，老年人的血

管壁彈性逐漸減弱而變得狹窄當其
血液內紅細胞的聚集性和變形性、
紅細胞壓積、大小和形態以及血漿
中纖維蛋白原、 甘油三酯等的含量
發生改變時，就會引起血粘度增高
。

老年人群應重視血稠現象，這
是因為老年人常患有動脈硬化、高
血壓、糖尿病等，當血液黏度增高
、血管內自由基增多時，易致紅細
胞老化，發生紅細胞集聚，致使心
、腦血管缺血缺氧，可出現暫短性
缺血癥候群，如頭暈腦脹、心悸氣
短、胸悶肋痛、頸背強硬、四肢麻
木、發困嗜睡或失眠多夢等。血液
粘稠可經血液流變學檢測確診。

萬蜂牌巴西極品綠蜂膠（Multiflowers）中含有的黃酮物質中
的白楊素、柚木白楊素、木犀草素、芹菜素、金合歡素具有抗自
由基、促進組織修覆、降壓、解痙、擴張冠狀血管的作用。

萬蜂牌巴西極品綠蜂膠（Multiflowers）中含有的黃酮醇物質
中的槲皮素、高良姜素、蘆丁、山奈酚、山奈甲黃素、鼠李素等
有抗自由基、擴張冠狀動脈、降壓、降脂、軟化血管 、保護心
肌的作用。

蜂膠中含有的萜烯類物質中的α-萜品烯、β-蒎烯等數十

種均有雙向調節血糖、血壓、活血化瘀等作用。
所以，萬蜂牌巴西極品綠蜂膠（Multiflowers）能夠清除血液

中的有害物質及自由基，凈化血液，改善紅細胞的集聚現象從而
降低血液粘稠度，改善血管的通透性，調節血壓血脂保護血管，
有效的預防和改善血流變性。萬蜂牌巴西極品綠蜂膠（Multi-
flowers）適合任何想要健康養生的人，為了健康，加油！

加拿大viker公司出品
北美免費咨詢訂購專線：1-888-518-7778
網址 www.vikerm.com

萬蜂牌巴西極品綠蜂膠通血管護健康

20182018年年1212月月11日日﹐﹐在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舉行的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結束後在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舉行的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結束後﹐﹐美國美國
總統唐納德總統唐納德••川普川普﹑﹑美國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約翰美國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約翰••博爾頓博爾頓（（John BoltonJohn Bolton）﹑）﹑美國財政部長史美國財政部長史
蒂芬蒂芬••姆欽姆欽（（Steven MnuchinSteven Mnuchin））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共進工作晚餐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共進工作晚餐﹒（﹒（路透社照片路透社照片/Kevin/Kevin
Lamarque - RCLamarque - RC194194BB915510915510））

1111月月3030日日﹐﹐參加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舉行的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的領導人以及夫人拍參加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舉行的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的領導人以及夫人拍
攝全家福攝全家福﹒﹒路透社照片路透社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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