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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熱那亞垮塌大橋主體拆除工作啟動意大利熱那亞垮塌大橋主體拆除工作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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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近日，英國索爾斯堡平原上空出現了壹股神秘的螺旋雲直沖天空，當地

路人大衛意外拍下這張奇怪的圖片上傳到網上，不過至今專家都沒有給

出解釋這壹神秘天象的成因。

西藏西藏““吐蕃故裏吐蕃故裏””上演上演
古老傳統體育古老傳統體育““鬧鬧””新年新年

近日近日，，壹場名為壹場名為““多郭多郭””的古老民間傳統的古老民間傳統
體育活動在體育活動在““吐蕃故裏吐蕃故裏””西藏山南市瓊結縣上西藏山南市瓊結縣上
演演。“。“多郭多郭””藏語意為擊牛角藏語意為擊牛角，，活動在每年藏活動在每年藏
歷新年正月初二至初五舉行歷新年正月初二至初五舉行。。當天當天，，在瓊結縣在瓊結縣
下水鄉唐布齊村廣場下水鄉唐布齊村廣場，，活動分別由兩位穿白氆活動分別由兩位穿白氆
氌氌、、黑氆氌的兩位阿媽擔任隊長和主持黑氆氌的兩位阿媽擔任隊長和主持。。據據
悉悉，，參加活動者年齡及人數沒有限制參加活動者年齡及人數沒有限制，，但壹般但壹般
多為青壯年多為青壯年。。兩位隊長在多個參賽者中通過抽兩位隊長在多個參賽者中通過抽
簽方式各帶壹個由簽方式各帶壹個由2020名青年組成的名青年組成的““家庭家庭””進進
行三輪比賽行三輪比賽，，每輪比賽每人投擲三次每輪比賽每人投擲三次，，投中預投中預
示著新的壹年風調雨順示著新的壹年風調雨順。。三次都沒擊中的三次都沒擊中的，，全全
隊人員罰喝青稞酒壹碗隊人員罰喝青稞酒壹碗。。據了解據了解，，在漫長的歷在漫長的歷
史發展過程中史發展過程中，，這些傳統的體育項目伴隨著藏這些傳統的體育項目伴隨著藏
民族生產與生活而逐漸形成壹種文化民族生產與生活而逐漸形成壹種文化，，已成為已成為
西藏廣大農牧民喜愛的新年活動西藏廣大農牧民喜愛的新年活動。。圖為兩位裁圖為兩位裁
判緊盯擊向牛角的石頭判緊盯擊向牛角的石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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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購電池制造商
特斯拉這次新年發力有多少看頭？

特斯拉的電池研究團隊最近申請了

壹項電池專利，該專利將減少充電時間，

提高能量密度並降低成本。

由於這些新的進步，35，000美元的

模型3很可能會被提供。

電池是電動汽車（EV）最重要的組

成部分之壹，也是特斯拉（TSLA）技術

優勢最大的地方。特斯拉最近獲得了壹

項電池專利，該電池不僅更節能，而且

可以以更低的成本生產。它們是特斯拉

汽車的少數幾個部件之壹，這些部件是

由其他公司無法使用的專利制造的。電

池是確定運營利潤率的重要因素，通常

是電動汽車整體價格背後的驅動因素。

隨著特斯拉繼續推動電池技術的進步，

他們獲得了更高的利潤，並最終實現了

大規模生產35，000美元模型3的目標。

盡管他們的主要目標似乎是他們的汽車

產品，但他們也在努力提高其能源生產

和存儲設備的生產，這也將受益於更好

的電池技術。由於潛在的新電池技術，

這些儲能設備將獲得更大的利潤率。

麥克斯韋技術
特斯拉宣布他們正在收購Maxwell

Technologies（納斯達克（7298.2, 0.00,

0.00）)股票代碼：MXWL））每股4.75

美元，總計2.18億美元，比公告前股價

高出55%。Maxwell Technologies生產電

池組件和超級電容器，顯然這是對其獨

特儲能技術的投資。由於熱量或其他條

件，超級電容器能夠存儲大量能量而不

會損失太多或任何能量。超級電容器在

電場中存儲能量而不是像電池那樣的化

學反應，這使得它們比電池更快地釋放

大電流。然而，電池仍然比超級電容器

便宜得多，而且體積更小，因此可能在

兩個存儲單元之間實施夥伴系統。超級

電容器還能夠顯著降低電子設備的充電

時間，進壹步發揮特斯拉的汽車制造業。

麥克斯韋技術公司超級電容器的最大客

戶是中國的電動公交公司。它們允許公

交車具有更快的加速度，幾乎可以瞬間

釋放能量，並且可以更快地充電，從而

減少停機時間。通過使用超級電容器，

特斯拉已經快速加速可能變得更快。對

電動汽車最大的批評之壹是它們的充電

速度慢，但對於超級電容器，這個問題

可能會變得不那麽突出。超級電容器不是

Maxwell Technologies公司唯壹的先驅，

它們也在開發幹電池電極。

目前，所有電池都使用濕電極，因為

它更簡單，並且沒有人能夠生產出成功的

幹電極電池。然而，許多人可能聲稱已經

取得了突破，這應該始終遭到懷疑。但麥

克斯韋技術似乎與眾不同。他們詳細介紹

了許多突破電池密度，壽命和成本。電池

密度很重要，因為它允許電池以更少的重

量存儲更多的能量，因此具有高電池密度

的EV的重量將遠小於具有低電池密度的

EV。這是特斯拉半導體最大的問題之壹，

它還沒有官方重量，因為如果卡車本身太

重，可能不允許攜帶重物。隨著電池密度

的提高，這種重量問題將會減少，並且能

夠更好地與其對應的燃氣重量競爭。根據

Maxwell Technologies的說法，與最先進

的濕電極相比，它們的幹電極應該能夠將

電池生產成本降低10-20%，並且電池壽命

延長壹倍。這意味著Maxwell Technolo-

gies正在開發可持續幹電極電池。Max-

well Technologies 預測，到2023年，他們

的幹電極電池將為該公司帶來數十億美元。

特斯拉現在可以在其車輛和儲能產品中同

時使用超級電容器和幹電池電極，從而進

壹步提高質量和利潤率。

傑夫達恩研究團隊
Jeff Dahn是特斯拉電池開發團隊的

領導者，該團隊最近申請了壹項專利，

該專利將允許更便宜，更快速，更持久

的電池。Dahn在專利中描述他們只能使

用兩種添加劑，而大多數鋰離子電池至

少需要五種。這對特斯拉來說是個好消

息，但它似乎與收購Maxwell Technolo-

gies直接沖突。不是這種情況。Jeff Dahn

使用鋰鎳錳鈷化合物（NMC）作為電解質

溶劑制造了這種新電池，這種電解質溶劑

在EV電池中非常常見，但目前在Teslas中

不常見。Maxwell Technologies創造了他

們的幹電極電池組件，能夠與各種電解質

溶劑壹起使用包括NMC。這將比Maxwell

電池單獨提供更大的成本降低，並且允

許更好的密度和壽命。

競爭優勢
首先，讓我們談談汽車。與內燃機相

比，電動汽車能夠實現比內燃機更快的加

速時間，因為與內燃機相比，電池釋放的

能量要快得多。使用超級電容器，此版本

將更快，可能導致加速時間比任何其他

EV都要快。使用特斯拉半導體，這將是

特別有利的，因為它允許車輛大大改善其

加速度，其由於其龐大的尺寸和重量而減

慢。此外，超級電容器不受電池的熱影響。

因此，快速加速不會磨損電池，並且汽車

應該大大改善四分之壹英裏時間，因為汽

車目前需要減速壹點以避免電池過熱。

此外，充電可能是特斯拉與超級電

容器的另壹個革命性方面。特斯拉目前

約需半小時才能收取80%的費用。如果

妳想快速到達某個地方，那可能需要等

待很長時間。隨著新電池技術與超級電

容器相結合，特斯拉汽車能夠承受更大

的電力湧入，因此必須加快充電速度。

由於采用了新技術，這些汽車可以在幾

分鐘內充滿電。與特斯拉的競爭對手相

比，這將是壹個巨大的優勢，這些競爭

對手具有相似的充電速率，甚至是新的保

時捷Tycan，僅需15分鐘即可獲得80%的充

電費用。由於這個原因，很多人都不再使

用電動車，而且通過徹底消除這種情況，

特斯拉可能會為更廣泛的客戶敞開大門。

特斯拉的儲能業務正在快速增長，而

其儲存單元的增加可能是其增長的催化劑

。特斯拉已在澳大利亞，新西蘭和波多黎

各建造了大型電池，這些電池連接到電網

以提供緊急備用，有時還可作為整個電網

的唯壹能源供應商。例如，波多黎各幾乎

完全用Tesla Powerpacks重建了電網。然

而，對於超級電容器，由於波多黎各的極

端高溫，Powerpacks幾乎不會失去電力。

在澳大利亞和新西蘭，Powerpacks被用作備

份而不是主要來源。據報道，特斯拉在澳

大利亞的壹個項目為壹家電力公司節省了

8億美元雖然特斯拉聲稱它更多。這是由

於電池在需要時能夠快速釋放能量並在不

需要時儲存多余能量。再次，憑借超級電

容器和新電池技術，特斯拉將進壹步提高

其存儲能力和放電時間。對於那些使用太

陽能的人來說，他們在晚上擁有可靠的電

池也很重要，改進的Powerwall可以做到

這壹點。隨著超級電容耦合和改進的電池

技術，特斯拉是能夠提供最便宜最好的蓄

電單元，從而增加了可能性大的公司，如太

平洋天然氣和電力公司（PCG），會選擇特

斯拉提供大的電池解決方案。

風險
本論文的風險在於新電池技術是否

能夠以獨特的方式真正開發出來。如前

所述，超級電容器已經在使用，主要是

在中國，所以它們的可靠性和結果已得

到證實。不幸的是，幹電極電池和Jeff

Dahn及其團隊開發的新電池尚未在電動

汽車中進行過試驗和測試。然而，Max-

well Technologies非常有信心，他們的新

幹電極電池壹旦完全完成就能按預期運

行。他們最近指出，他們能夠每公斤儲

存300瓦的電力，並相信他們正處於每

公斤 500 瓦的明確路徑上。特斯拉的

2017款S型電池密度為每公斤207瓦，是

行業中最好的。在耐用性方面，Max-

well Technologies表示幹電極電池在進行耐

久性測試後能夠將傳統濕電極電池的使用壽

命延長壹倍。該公司似乎對其電池技術充滿

信心，並且已經擁有為電動汽車制造電池的

經驗，因此幹電極電池似乎能夠按預期運

行。至於傑夫達恩和他的團隊，他們花了將

近兩年的時間來完成專利並證明其優點。在

整個過程中，他們必須證明電池的確能像他

們所說的那樣工作。電池的基本形式NMC

是目前許多電動車使用的電池。

財務影響
這些最近的發展將顯著影響特斯拉的

財務狀況，因為它們直接涉及公司每輛車

或生產的儲能單元的資本支出。由於公司

都努力達到每千瓦時100美元（p / kWh），

所以還沒有人正式達到它。預計特斯拉將

在2018年底達到裏程碑，但最終沒有正式

達成。奧迪聲稱他們已將電池成本降至僅

114美元/千瓦時，這是壹項令人印象深刻

的壯舉，其他諸如雪佛蘭的最後壹份官方

聲明標誌著成本p / kWh為145美元。奧迪

可能是最接近特斯拉的電動車制造商，實

現了令人垂涎的100美元/千瓦時。然而，

由於特斯拉在新電池升級之前接近100美

元/千瓦時，壹旦它們全部獲得批準並正常

工作，它們可能會風暴。憑借其他任何公

司的最低損失p / kWh，特斯拉可以通過

其電動汽車產生非常強勁的利潤率，並可

能重新回到他們的3型轎車的35，000美元

變體的生產中。這對公司來說將是巨大

的，因為這個特殊的變體可能是特斯拉最

強大的需求中心。在生產這款車時，特斯

拉終於兌現了他們對真正實惠的EV的承

諾，並能夠進入大眾市場。對於低端Mod-

el 3的生產開始，這種降價也將是準時的

今年年底在中國。憑借這種低成本型號，

特斯拉可以更有效地參與中國競爭激烈的

電動汽車市場競爭，因為許多中國電動汽

車的價格低於或低於35，000美元。

總體而言，傑夫達恩及其團隊對電

池技術開發的這壹新收購和工作對特斯

拉來說是非常積極的催化劑。這兩項開

發都應該允許其產品的持續開發以及

所有銷售單位的資本支出大幅減少。

它們的資本支出減少將有助於提高利

潤率，從而使特斯拉未來的盈利能力

更加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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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德州之大，無奇不有，週一在休斯
頓東部發生的一處民宅惊現老虎，讓許多人仍心有
餘悸。

本週一，休斯頓一名女性本來是想到一處廢棄
的房屋內吸食大麻，當她在點燃大麻的那一刻，突
然發現屋裡還有一個巨大無比的老虎。

於是，這名向警方要求不願透漏姓名的女子撥
打了311動物管理機構的電話，並告訴了自己所在
的610環城路東邊的這個房屋的位置（9400 block of
E. Avenue J）。

動物管理人員通知了警方並且獲得了搜查證，
工作人員到了這個房子之後明顯能聞到動物的氣味
和聽到動物的聲音。目前尚不清楚這隻老虎在房間
裡已經居住了多長時間。

在現場可以看到，這個老虎非常乾渴，但是並

沒有出現騷動，顯得脾氣非常好。
當警方繼續對這個案件進行調查時，動物管理

機構官員提醒當地居民，私藏老虎或者是其他的野
生動物都是違法的。但野生動物不是寵物，它們無
法進行馴養。

動物管理機構因為沒有專門管理老虎的獸醫，
所以這隻老虎只能暫時在這裡進行保管，但這個機
構畢竟不是動物園，至於這隻老虎之後如何安置，
目前仍是未知數。

目前，營救人員已經給這隻老虎取名泰森，取
自於電影The Hangover中的一隻老虎的名字。

同時也有人稱這隻老虎為 Daniel，取自於動畫
片中的一隻老虎的名字。

動物管理機構目前還沒有太近距離地觀察這隻
老虎，並判斷這隻老虎的性別。

休斯頓東部一家民宅發現老虎 四鄰驚呆

（綜合報導）美媒稱，經濟學家加布裏埃爾•
楚克曼說：“美國財富集中度似乎已經恢復到了上
一次美國咆哮的二十年代的水平。”

據赫芬頓郵報網站2月11日報道，根據《華盛
頓郵報》的分析，一項針對美國財富日益集中的最
新研究顯示，美國最富有的400人所擁有的財富超
過了處於底層1.5億成年人所擁有的財富總和。

報道稱，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經濟學家
加布裏埃爾•楚克曼在一份工作報告中披露了有關
美國最富有人羣的情況。與此同時，美國納稅人中
要求對美國的超級富豪增稅的壓力似乎越來越大。

報道稱，楚克曼上個月發表的《全球財富不平
等》（Global Wealth Inequality）的研究報告還發現
，自上世紀80年代初以來，美國最富有的400人的

財富增長了兩倍。
《華盛頓郵報》援引楚克曼和其他經濟學家維

護的“世界不平等數據庫”的數據指出，美國底層
60%的成年人所擁有的財富份額從1987年的5.7%下
降到2014年的2.1%。

楚克曼指出，隨着“財富產生權力”，政治體
制受到影響。

報道稱，楚克曼曾建議參議員伊麗莎白•沃倫
（馬薩諸塞州民主黨人）對擁有5000萬美元及以上
資產的人徵收年度“財富稅”。本月初的三次在線
民調顯示，支持她的計劃的人從50%增加到61%。

報道稱，民調顯示，大多數美國人支持對富人
增稅。本月初的一項調查發現，76%的註冊選民支
持對最富有的人增稅。

美媒:美國前400名頂級富豪財富超底層1.5億人總和

（綜合報導）研究公司INRIX的新數據顯示，美國2018年
的交通擁堵情況並不樂觀。去年美國人因堵車損失的總金額為
870億美元，平均每位司機1348美元。

INRIX交通分析師特雷弗-裏德（Trevor Reed）表示：“美
國的交通狀況仍然非常糟糕。”

按司機每年損失的工時計算，波士頓、華盛頓和芝加哥是美
國交通擁堵最嚴重的三個城市。

在波士頓地區，去年由於交通緩慢，司機在一週內浪費了

164小時。報告顯示，波士頓地區交通
擁堵造成的生產力損失高達 41 億美元
。INRIX 表示，這相當於每個波士頓
地區司機的平均“交通擁堵成本”為
2291美元，是世界上擁堵成本最高的城市。

分析稱，2018年，由於交通擁堵，華盛頓和芝加哥的司機分
別損失了155小時和138小時。

裏德說，就交通擁堵而言，美國並不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俄

羅斯的莫斯科是實至名歸的世界“堵”城。除去莫斯科，世界上
交通擁堵前五的城市還包括土耳其的伊斯坦布爾，哥倫比亞的波
哥大，墨西哥的墨西哥城和巴西的聖保羅。

成本太高 美國去年因堵車損失870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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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庭楷張庭楷（（左左））會時會時常到常到
製香現場指點張國忠製香現場指點張國忠。。

■“踩街”表演隊伍引來觀眾歡呼喝彩。
■ 村民抬大香，引領隊伍沿街進行
“踩街”表演。

12日正值己亥年正月初八，58歲的
周光旭一早就忙碌了起來，作

為威風鑼鼓隊、毛驢隊和龍燈隊的領隊，
周光旭跑前忙後，依次檢查三隊共70人的
着裝、道具之後，將隊伍帶到“踩街”路
演的起點位置就位，靜待吉時。

“踩街”巡演鑼鼓喧天
時值中午12：28，廟會由聲勢浩大

的“踩街”開始。在喧天的鼓樂聲中和歡
快的鞭炮聲中，由8名精壯漢子合力共抬
兩炷大香，引領舞龍、舞獅、高蹺、旱
船、花燈等隊伍“踩街”巡演。

古城街市依南盤江而逶迤綿長，“踩
街”隊伍邊表演邊行進，每前行一段距
離，皆原地表演一段，約兩公里的“踩
街”歷時逾一小時，此時，大香也在古城

戲台兩側豎立，在藍天白雲映襯下，尤為
醒目。

十里八鄉趕來的群眾早已齊齊立於街
道兩側，圍觀“踩街”，每當表演隊伍行
至，街道兩側必報以歡呼喝彩、掌聲陣
陣，更激發舞者興致，表演愈發賣力。

“踩街”隊伍行至戲台時，不僅觀眾
席早已人滿為患，就連戲台周邊山坡、石
階上，也早早被人佔據，各色陽傘、遮陽
帽撐出一片別樣風景，與舞台兩側豎立的
大香相映成趣。民眾端坐於藍天下、綠樹
旁、暖陽清風中觀看民俗展演，心曠神
怡。

大香廟會遊子鄉愁
古城大香會，一直以來亦是古城走出

的遊子的鄉愁。兒時的玩伴、熟悉的場

景、傳統活動、兒時味覺，濃得化不開。
宜良素稱“滇中糧倉”，物產豐富，

農副產品交易火爆。遠近聞名的民間雜糖
製作傳承人、72歲的楊志明，傳承祖上相
傳160多年的傳統手工雜糖製作，並向子
女傳授技藝，使雜糖製作延續到第五代，
“寸金糖”、“小瓜糖”、“雞骨糖”令
古城遊子尋回甜甜的家鄉味，更令遠方來
客品嚐到遠古的味道。

大香會同時也是古城居民大宴親朋的
日子，他們大都藉機請來十里八鄉的親戚
好友，精心烹製拿手菜和當地特色菜品，
讓親朋大快朵頤。古城居民陳興華家也準
備了可供3桌至4桌親友圍坐進餐的菜
品，包括雞魚牛羊肉在內的十餘個菜品，
主賓邊聊天邊一起烹煮煎炸，共同圍坐舉
杯，其樂融融。

民間相傳，正月初八是土主老爺歸廟成神的吉

日。每年正月初八舉辦的“大香會”，為雲南宜良縣

古城村沿襲久遠的廟會，上下十八村鄉民由四面八方

紛至沓來，演關帝戲、踩高蹺、耍龍燈、顛毛驢、划

旱船，更因其燃供“粗逾尺而長逾丈”的碩大香炷，

祈求四季平安、五穀豐登、六畜興旺、風調雨順、國

泰民安最具特色。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丁樹勇 雲南宜良報道

大香會燃供大香，由84歲的張
庭楷與其子56歲的張國忠合力製
作，歷時3個月完成。

大香的製作，在古城有着明確的
譜系和脈絡。張庭楷與製作大香前輩
蔣先生為鄰里街坊，雖未曾正式拜
師，但從小眼觀心識，了然於心。蔣
先生人手不足時，張庭楷主動幫忙上
手，頗得指點，久而學成其藝，並不
斷加以改進。例如，大香於立室外，
最怕遇雨，張庭楷在大香外殼加漆至
厚，頂上加帽以遮雨，令大香在雨中
可以越燒越旺，越淋越新鮮。2014年
9月，張庭楷榮膺雲南省級非遺傳承
人。

張庭楷日漸年邁，其子張國忠
連學帶幫，早已上手參與，並已學
會全套技藝，成為一把好手。2016
年12月，張國忠榮列昆明市級非遺
傳承人，更於今年1月公示完畢，躋
身雲南省級非遺傳承人。

昔大香之心、置大香之架皆以
林木製作，而張國忠以鋼管取代，
既減少了林木砍伐，又令大香更加
牢固，確保安全。香體彩繪之顏

料，張國忠也改油漆、水彩為丙
烯，運筆更為自如、色彩更為艷
麗、經久不易褪色。

張庭楷年事已高，手腳已不靈
便，製作大香重任自然落於張國忠
肩上。去年11月起，張國忠開始備
料製作大香，編篾籠、裱外殼、編
紮人馬骨架、彩繪、填實香面、上
清光漆等12道工序，其間，張庭楷
雖行動不便，也時常拄杖親臨現場
指點，父子合力歷經3個月製作完成
兩炷大香。

張國忠介紹，製作大香尤以堆
塑最為耗時費力，需先以竹篾草繩
編紮人馬骨架，另用山間植物曬乾
磨細的香面與一種灌木植物根製成
的粉狀物以水混合，使其具有黏
性，塗敷於人馬骨架之上，塑而成
形。

每堆塑成形一次，風乾三、五
日不等，再堆塑下一次，使得人
物立體、造型生動、栩栩如生。
而所塑人馬，以三國系列的關帝
戲目，如古城會、單刀赴會、水
淹七軍等故事人物為主。

雲南宜良 九米高香祈福
正月初八 十里鄉親團年

■觀眾席早已人滿，連戲台周邊山坡、石
階上都是觀眾。

非遺父子 耗時三月製香

■■““踩街踩街””表演表演之後之後，，
大香豎立在戲台兩側大香豎立在戲台兩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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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維利維（（左二左二））1212日亮相記者日亮相記者
會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 攝攝

■■林書豪林書豪（（左左））於上周六於上周六
為鷹隊上陣為鷹隊上陣。。 美聯社美聯社

■■賴楨敏賴楨敏（（右右））和梁巧羚希望藉和梁巧羚希望藉
大師賽備戰奧運資格賽大師賽備戰奧運資格賽。。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 攝攝

2019年威爾斯桌球公開
賽11日在加的夫開桿，梁文
博和傅家俊（上圖）戰勝各自
對手，晉級第二輪。

來自香港的傅家俊以4：1
戰勝內地選手田鵬飛，另一內
地名將梁文博則與英格蘭選手
海菲爾德苦戰7局，最終以
4：3獲勝。

其他比賽中，內地球手許
思、袁思俊、張健康和周嶽龍
也都擊敗各自對手進入 64
強。其中周嶽龍以4：3淘汰
世界排名第13位的蘇格蘭名
將馬奎爾。

國家頭號選手、2014年
賽事亞軍丁俊暉首仗對陣20
歲的蘇格蘭小將託滕。

威爾斯公開賽是本賽季第
13項排名賽，冠軍獎金為7萬
英鎊，決賽將於17日舉行。

■新華社

傅
家
俊

傅
家
俊

亞特蘭大鷹隊北京時間12日宣
佈，球隊已與林書豪達成買斷協
議。林書豪隨後通過社交媒體宣
佈，自己即將加盟多倫多速龍。

“非常感謝鷹隊給我這個機
會。我受傷兩年，是你們幫我重新
感受到籃球的快樂。”林書豪在社
交網站上寫道：“我對於籃球還有
很多夢想，還有時間，還有力量，
還有信仰，還有你們。”

2016年夏天，林書豪和布魯克林
網隊簽下3年3,600萬美元的合同。然
而上賽季揭幕戰中，他因為右膝韌帶
受傷而報銷賽季。再之前的一個賽季，
他因傷只打了36場比賽。2018年7
月，林書豪被交易到鷹隊。

整個職業生涯中，林書豪已經輾轉
過鷹隊、籃網、黃蜂、火箭、湖人、
尼克斯和勇士隊，速龍將成為他的第
八站。目前他職業生涯出戰457場，
場均得到11.8分。

另外，在北京時間12日晨進行的
一場NBA常規賽中，多倫多速龍以
127：125逆轉擊敗布魯克林網隊，剛
交易來的中鋒賈索替補拿16分。

速龍目前42勝16敗，暫居東岸
聯盟第2，緊追密爾沃基公鹿，速
龍過去已連續5年打進季後賽，其
中在2015-2016賽季打進東岸冠軍
賽，但近2年都在季後賽第2輪遭到
過去由勒邦占士領軍的騎士橫掃。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
浪琴表香港馬術大師賽2019將於本
周五起一連三日假亞洲國際博覽館
舉行，賴楨敏及梁巧羚兩位馬會馬
術隊員均會粉墨登場，她們表示今
屆賽事新增設亞洲挑戰賽別具意
義，將是東京奧運資格賽前的重要
備戰。

今屆香港馬術大師賽加入多項新

元素，除繼續有別開生面的騎師馬術
接力賽外，香港賽馬會亞洲挑戰賽、
亞洲青少年挑戰賽及亞洲青少年大獎
賽均是新增設的賽事，賴楨敏及梁巧
羚均對今屆賽事非常期待：“我們這
幾年來累積了不少經驗，很希望能在
主場觀眾面前顯示能力，這賽事雲集
世界頂尖騎手，成績是其次，重要的
是和愛駒一起享受比賽。”

奧運資格賽將於8月在荷蘭舉
行，誓圓奧運夢的賴楨敏及梁巧羚
表示今次是難得機會：“日本及澳
洲等亞洲馬術強國已獲資格，不會
參賽，對我們來說是好事，中國、
韓國及中華台北均有一定實力，今
次香港賽馬會亞洲挑戰賽正好考察
對手實力，為奧運資格賽作好準
備。”

與鷹隊達買斷協議 林書豪投速龍

上月贏得世界盃場地單車賽兩面金牌的“牛

下女車神”李慧詩，下月8日至10日將再度主

場出擊角逐“保誠國際單車賽”，身經百戰的她

原來是首次參加“六日賽”（Six Day Race），

她熱切期待賽事帶來的新體驗。今屆賽事並已邀

得英國傳奇車手韋堅斯（Sir Bradley Wiggins）

前來擔任主持人，令賽事生色不少。

港將藉大師賽考察對手爭奧運門票

梁
文
博
威
賽
過
首
關

■■““保誠國際單車賽保誠國際單車賽””
下月在將軍澳單車館舉下月在將軍澳單車館舉
行行。。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保誠國際單車賽”是“六日賽”
的首個亞洲賽站，亦是2018

至2019年度的第5個賽站。為期3日的
賽事將由前奧運金牌得主及環法單車賽
總冠軍、來自英國的韋堅斯主持，同時
匯聚全球頂尖的男女子單車好手及青年
車手同場獻技；比賽場地將以動感音樂
及閃爍燈光作為背景，為觀眾帶來獨一
無二的單事盛事。
首次出戰“六日賽”賽事的李慧詩

表示：“我很期待今次賽事，之前的
世界盃埸內的氣氛已經很澎湃，今次
場內更會有音樂、燈光作為背景，場
內也可以飲酒、喝㗎啡，一定更加精
彩。我當然會盡力，希望再藉主場之
利爭取金牌！”
參賽名單將於月底落實，坐擁3面

奧運獎牌、4屆世界錦標賽金牌的德
國老將利維（Max Levy）已肯定加
入戰團。首次來港的他12日亦有在

記招露面，他表示：“賽事將會為
香港觀眾帶來無限驚喜，我們一班
車手將於香港單車館參與不同形式
賽事，以獨特的氣氛及特別效果為
觀眾帶來緊張刺激的賽事。”
大會同時公佈將於3月9 日及10

日 （星期六及日）舉行家庭單車同
樂日，活動將於香港單車館公園內
進行。為切合家庭同樂的主題，大
會將會安排兒童平衡車賽道、虛擬
單車體驗，以及200架單車供不同家
庭於香港單車館公園內使用；另有
活動舞台、現場音樂、其他家庭娛
樂節目及佳餚美食等。
賽事門票由港幣240元至港幣380

元不等，如欲訂購門票或查詢有關
保誠國際單車賽的詳情，請瀏覽官
方網站 pruridesixday.hk，或到 Six
Day 官方網站www.sixday.com獲取
其他賽事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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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於141 年前出現的
“Six Day Race （ 六 日
賽）”，是國際知名的單車
比賽。這項場地單車比賽，
猶如環法單車賽般包含多種
比賽形式，是在晚間進行
的、多種形式較量的場地單
車賽。而每晚可舉行多達十
項賽事，誕生不同的冠軍，
其中大部分比賽已被列入奧
運比賽項目。

比賽項目包括：麥迪
遜、爭先賽、落後淘汰
賽、競輪賽及緊張刺激的
個人及團體計時賽。各選
手每晚的積分將列入積分
榜，最終累積最高積分的
選手成為六日賽的總冠
軍。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港隊單車大軍撐場港隊單車大軍撐場，，馬詠茹已退隊未有露面馬詠茹已退隊未有露面。。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 攝攝

以動感音樂及閃爍燈光為背景以動感音樂及閃爍燈光為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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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開車時收聽廣播，請連接到車載音響設備 (數據線/藍牙設備），效果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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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深/圖文】香港駐三藩市經濟貿易辦事處
（Hong Kong Economic & Trade Office San Francisco）在
亞洲農曆新年之際，邀請享譽盛名的香港無伴奏“半肥
瘦” 合唱團（Boonfaysau A Cappella ），橫跨美國三個
州共五個堿市，於2月11 日晚在休斯頓萬豪酒店舉行春
節酒會，獻上勁歌艷舞，慶祝亞洲農曆豬年的到來。中
國駐休斯頓總領事館李強民總領事出席慶典活動。

香港駐三藩市經濟貿易辦事處處長蔣志豪在酒會上
致辭，他說：“今天很高興請來了香港無伴奏“半肥瘦
” 合唱團為大家獻唱，迎接農曆新年的到來。” “香
港無伴奏'半肥瘦' 合唱團自二○一七年成立以來，在香
港及海外屢獲殊榮，演唱的曲目包括香港及美國的流行
歌曲，充分展現香港中西文化交融薈萃的特色。能夠讓
這些香港年輕人到海外向大家展示他們的實力，實在令
人高興。”

他續說：“香港在藝術和文化方面都充滿活力，座
落於維多利亞港灣旁的西九文化區將成為全球最大型的
文化區之ー，其中的戲曲中心已於今年一月開幕，而戶外表演場
地'藝術公圓' 和'自由空間' 亦將相繼落成。”

他們熱烈歡慶典休斯頓政商藝術及文化界代表出席活動，並
表示很高興再次邀請香港的表演團隊赴休斯頓演出。

此外，蔣志豪亦向來賓介紹了香港作為創新及科技中心的最
新發展。他表示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已撥款約一百億美元用作創
科發展，鼓勵美國公司到香港尋求發展合作機會。

蔣志豪亦特別介紹了香港最新的基建項目，包括分別於去年
九月和十月通車的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及港珠澳大橋，這些基
建讓香港更融入粵港澳大灣區，甚具國家戰略重要性的區域發展
，其總人口約七千萬，香港本地生產總值約為一萬五千億美元。

粵港澳大灣區和國家的 “一帶一路” 倡議造就了很多商貿
及投資機遇。香港一向奉行自由經濟，支持多邊貿易制度，全賴
香港經濟擁有應對逆境的能力及多年來對維護自由市場原則的堅

持。香港連續二十五年被傳統基金會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
香港經濟去年首三季錄得百分之三點七的增長，去年全年預測亦
有百分之三點二的增幅。

香港對美國的投資者及企業向來持開放態度，香港一向歡迎
和美國在雙邊經貿上合作，而美國亦是香港的第二大經貿夥伴，
美國對香港享有三百四十五億美元的貿易順差，這證明穩定和合
作無間對雙方經濟是共贏的方案。

香港無伴奏 “半肥瘦” 合唱團應邀赴休斯頓演出慶新春

中國駐休斯頓總領事館李強民總領事出席慶典活動香港駐三藩市經濟貿易辦事處處長蔣志豪致辭香港駐三藩市經濟貿易辦事處處長蔣志豪致辭蔣志豪帶領香港無伴奏蔣志豪帶領香港無伴奏 ““半肥瘦半肥瘦”” 合唱團到休斯頓演出合唱團到休斯頓演出

香港無伴奏香港無伴奏 ““半肥瘦半肥瘦”” 合唱團精彩演唱合唱團精彩演唱 香港無伴奏香港無伴奏 ““半肥瘦半肥瘦”” 合唱團精彩演唱合唱團精彩演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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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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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馨古城中國雷山 - 意大利馬泰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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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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福地板春節團又福地板春節團聚聚，，今年今年好好，，來年更來年更好好！！

《《 周師傅專欄周師傅專欄44 》》周師傅告訴你周師傅告訴你::
考駕駛執照須知考駕駛執照須知

在美國，不開車沒法生活！尤
其是在我們大德州，地方大，到哪
裏都得開車幾十分鐘半個小時的，
所以，不管你是新移民還是青少年
，當務之急是考上駕照，自己開車
！

這裏，周師傅首先告訴你，誰
可以在德州開車？答案是：1，持有
德州駕照的居民；2，持有美國或
州的美國軍人；3，執行軍務的非
德州居民；4，16歲以上持有其他
州駕照的非德州居民；5,90天以內
的新居民；6，農機司機。

那麽，德州駕照有多少種類呢
？一共有六種：學車證、臨時駕照
、分類駕照、商用駕照和身份證。
有一點非常重要：駕照和身份證不
能同時擁有。

第三，申請學車證有什麽要求
呢？1，至少16歲；2，通過視力檢
查和知識考試（筆試）；3，德州
居民；4，美國在校證明（18歲以
下）；5，已註冊入學並完成駕駛
教育課程（25歲以下）；6，由父
母、監護人或指導者坐在副駕駛位
上陪同學車（LOFS）；7，有效期6

年或到18周歲為止。
第四，德州駕照有什麽要求呢

？1,16歲以上；2，德州居民；3，
通過視力檢查和知識考試（筆試）
；4，成功完成駕駛教育課程（25
歲以下）；5，酒精零容忍宣誓書
（21歲以下）；6，美國在校證書
（18歲以下）；7，通過路考。

記住，任何與開車有關的問題
都請來找王朝駕校！王朝駕校經驗
豐富，針對不同需求的個人，可以
設計不同的教學計畫，適應不同學
生的需要。學員可以在王朝駕校內

考筆試，不用去交通局排隊浪費時
間，6小時就可以拿到學車證，輕
松上路。王朝駕校的教練Alison是
交通局的路考官員，她可以直接給
學員考路考，王朝駕校是中國城唯
一可以直接考路考的駕校。所以，
如果您英文不好，如果您初來乍到
不熟悉情況，請找王朝駕校學習開
車，邁出您美國生活的第一步。

王朝駕校A K Driving School
地址：9600 Bellaire Blvd, #120,

Houston, TX77036
周師傅電話：832-633-5555

（本報記者黃梅子）又福地板全
體員工春節期間歡聚一堂，辭舊迎新
，慶祝今年業績上升並祈願來年芝麻
開花節節高！

中國人喜歡買房子，所以裝修的
需求也大，做地板生意的商家不少，
競爭其實是很大的。不過又福地板在
行業內的信譽和客戶的口碑都很好，

生意一直很好，而且業績在逐年穩步
上升。

裝修其實是一件很麻煩的事情，
確實，如果您不是家居建築行業專業
人士，是很難搞清楚該如何選擇合適
的地板、如何辨別每種地板的真偽。
家庭裝修中，地板是項大開支，預算
充裕與否、地板的舒適程度如何、後
期如何保養、是否環保等都是要綜合
考慮的因素。市場上太多選擇，對於
一般人來說，反而更難選擇。如果您
來到又福地板，一切就變得簡單了！
老板俞先生親切又專業，有幾十年從
業經驗，2017年3月還拿到了NALFA頒
發的地板檢查員的 license。俞先生會
根據您房屋的建築、結構、朝向、功
能、預算等情況，幫您參謀是用冷色
調還是暖色調，用實木還是合成或者
石材？真正幫客戶省錢又貼心，讓客
人有放心的感覺。又福地板各式建材
種類齊全，質量品質全部達到國際綠
色環保標準。廠家直接發貨，價格實
惠。主要經營laminate，Engineer木地
板，另外為了方便消費者一站式購物
的需要，還銷售各式地毯，瓷磚，大
理石，花崗巖地磚，選擇多樣。而且
還承接安裝，工程質量保證專業，用
過的人都說好。又福地板還是全美BBB
會員，是靠得住的商家，去年還贏得

了美國木板行業協會的金獎。在美國
最權威的裝飾裝修網houzz.com上，又
福地板的點擊率是非常高的，排名靠
前，對於又福地板安裝的樣板間和裝
修方案，美國主流客人和外州客人都
非常認可，產品行銷全美各地。

如果您需要裝修您的居屋，來又

福地板，找俞老板沒錯！
又福地板公司地址：9630 Clarewood

Dr. B3, Houston, TX 77036，
電話：281-501-8330、

832-978-6440
網址：www.yulfgroup.com。

周師傅周師傅

(休士頓 / 秦鴻鈞報導 ）2019 美
南河南同鄉會春節年會於上周六中午
在鳳凰海鮮大酒樓盛大舉行。共有中
國駐休斯敦總領館劉紅梅副總領事、
僑務組組長葛明東、國會議員 Al
Green 代表譚秋晴女士、德州眾議員
吳元之，休士頓國際區區長、美南報
業傳媒集團董事長李蔚華先生，中國
人活動中心-華助中心執行長范玉新
，河南歌舞演藝集團木偶劇團團長趙
飛，冠名贊助商Charles W. Merlin ,及
來自休斯頓地區的河南老鄉及僑學界
代表350 餘人與會。

河南省人民政府僑務辦公室,河南
省海外交流協會，平頂山市人民政府
僑務辦公室等為河南同鄉會發來新春
賀信。美南河南同鄉會會長楊德清首
先上台介紹了上述與會嘉賓，也總結匯報了河南
同鄉會在過去一年的工作。他特別提到了同鄉會
全體成員在鄉親呂逸鴻患急性白血病在治療期間
給予人力、物力、財力上的大力支持，紛紛為患
者捐款、照料、送飯、送溫暖，讓疾病有所緩解
。楊會長在會上呼籲同鄉會團結一致，竭誠服務
美南河南老鄉。

中國駐休斯頓副總領事劉紅梅表示： 她代表
李強民總領事向河南同鄉會和所有華人華僑拜年
，祝大家豬年大吉，碩果累累，平安幸福。她說
： 河南是我們中原文化的發源地，有悠久的歷史
和燦爛的文化，河南的武術和中草藥影響中國好
多世紀。儘管過去一年中美貿易出現磨擦，相信
兩國領導人在雙方互利共贏的原則下，會達到共
識，解決貿易爭端、建立良好的中美友誼，讓兩
國人民過上和平、穩定、幸福的生活。

與會的貴賓也逐一上台。國會議員 Al Green
的亞裔代表譚秋晴上台致賀詞，並宣布她將於今
年五月出馬競選斯坦福市市議員。德克薩斯州州

議員吳元之致賀詞，並為美南河南同鄉會頒發褒
揚狀，由楊德清會長代表接受。

會中還有中國人活動中心- 華助中心執行長
范玉新及冠名贊助商Charles W. Merlin

律師致賀詞。及為河南歌舞演藝集團木偶劇
團舉行了歡迎儀式，向代表團贈送證書，並向代
表團全體演職人員贈送鄧小平曾在休斯頓獲得的
，象徵德州牛仔精神的牛仔帽。

同鄉會也頒發傑出貢獻獎給劉瑞和張永民，
同時也舉行了患者呂逸鴻的捐贈儀式，最後由全
國理事們上台拜年及合影。並由譚秋晴向80 歲以
上老人，現年92歲的梅陰紈霞老太太及小朋友們
發紅包。

最後，精彩的文藝表演登場，由韓英、王紫
玉、翟輝、張軒主持。由釋延禪率領的舞龍舞獅
開場，其中有精彩的男、女聲獨唱，少林功夫表
演，及木偶劇團演出 「梁祝」、 「白雪公主」、
「鬥雞」、 「芝麻官斷案」、 「鶴與龜 」、 「長

綢舞」、 「反彈琵琶」、 「扇子舞」及 「牡丹仙
子- 冬天來了」及抽獎等精彩節目。

2019美南河南同鄉會春節年會上周六盛大舉行
河南老鄉與嘉賓雲集，尤重急難救助與敬老項目

紅棉曲藝社將於二月十七日在社址內舉行
卡拉OK聯歡，熱烈歡迎各界人士参加，請自
携唱碟。不設門券。(中國人活動中心118室)
紅棉曲藝會知音，卡拉OK 顯繽紛。

新知舊雨同聚首，以曲會友真開心。
二月十七星期天，下午一時至六時，
一一八室社址內，曲藝茶點迎嘉賓。

親愛的朋友們：

本學會二月份開會通知

ㄧ：時 間 : 2月16日上午10:00~12:00
二：地點 : 美南銀行會議廳
三 ： 講 員 :

1. 本會 副會長 李兆璿 先生 講 「旅遊攝影」

2. 特請 穆樂倫 先生 講 「週遊世界之心得」
圖片精彩,內容豐富,歡迎踴躍参加!

秘書
李兆琳

影像學會開會通知
紅棉曲藝慶新春

圖為王飛雪女聲獨唱圖為王飛雪女聲獨唱 「「愛的奉獻愛的奉獻」」 時時，，河南同鄉會理事登台河南同鄉會理事登台。（。（右二右二 ））為會長楊德清為會長楊德清。。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河南木偶劇團演出河南木偶劇團演出。（。（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圖為與會貴賓與河南省木偶劇團成員圖為與會貴賓與河南省木偶劇團成員（（戴牛仔帽者戴牛仔帽者））合影合影。（。（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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