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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發現土耳其發現800800年前希伯來文皮質書卷年前希伯來文皮質書卷

土耳其迪亞巴克爾土耳其迪亞巴克爾，，壹份有壹份有800800年歷史的寫有希伯來文字和宗教圖年歷史的寫有希伯來文字和宗教圖
案的皮革書卷曝光案的皮革書卷曝光。。這本書卷將被送到土耳其的手稿機構進行審查這本書卷將被送到土耳其的手稿機構進行審查。。這這
本書配有宗教插圖本書配有宗教插圖，，由約由約2222頁的皮革制成頁的皮革制成。。

伊拉克伊拉克40004000年前文物集中曝光年前文物集中曝光

在伊拉克中部納傑夫發在伊拉克中部納傑夫發
現的可追溯到烏爾第三王朝現的可追溯到烏爾第三王朝
（（公元前公元前 2222 世紀至世紀至 2121 世世
紀紀））的考古文物在伊拉克集的考古文物在伊拉克集
中展示中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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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太原市，古生物化石修復師呂波在山西地質博物館修復擇義王氏鱷化石。“85後”的
呂波歷時三年修復工作，將擇義王氏鱷完整地展現在世人面前。擇義王氏鱷生活於三疊紀中期（距
今約兩億四千萬年）。2018年，山西地質博物館召開的古生物研究成果發布會上，“左雲晉地甲
龍”化石、“擇義王氏鱷”化石和鋸齒龍類化石三項古生物研究成果首次公開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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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價開年“四連漲”怎麼看
國際油價變動是主因

國內油價迎來開年“四連漲”。國

家發改委發布消息，根據近期國際市場

油價變化情況以及現行成品油價格形成

機制，自2月28日24時起，國內汽、柴

油價格每噸分別提高270元和260元。在

此之前，國內成品油價格已經連續上調

三次，這是兩個月來的第四次上調。分

析人士指出，國內油價上調主要原因在

於近期國際油價觸底反彈。未來，如果

油價沖高回落，國內成品油價格也將隨

之調整。總體上看，近期油價調整對消

費和民生影響並不大。

國際油價變動是主因
根據現行成品油價格形成機制，國

際油價變動超過壹定幅度便會帶來國內

油價的調整。紐約商品交易所數據顯

示，原油期貨價格在2018年 12月底觸

及42.36美元/桶的階段性低點後，便開

始壹波反彈，截至目前已經上漲超過

35%。業內人士普遍認為，國際油價的

上漲直接導致了今年以來國內油價的

“四連漲”。

“國內成品油價格調整機制規定，

國際油價10個工作日內單向波動超過

4%就要進行相應調整。”中國石油大學

（北京）經濟管理學院副教授郭海濤在

接受記者采訪時說，之前國際油價42.36

美元其實是處於壹個相對低位，國際油

價在從75美元附近跌至這壹位置後，市

場自身也有著內在反彈需要。

對外經貿大學國際經貿學院教授董

秀成表示，影響國際油價漲跌的因素非

常多，包括政治、經濟等在內多種因素

相互疊加，也可能在某壹個特定時段某

壹個因素起主導作用。此次油價上漲受

眾多因素影響，也是多重因素綜合作用

的結果。

民生影響相對有限
具體到生活中，本次油價上調後，

折合每升89號汽油漲價0.20元、92號汽

油漲價0.21元、95號汽油漲價0.22元，0

號柴油則漲價0.22元。

隆眾資訊成品油分析師徐雯雯

說，以油箱容量 50 升的普通私家車

計算，這次調價後，車主們加滿壹箱

油將多花 10 元左右；按市區百公裏

耗油 7 至 8 升的車型計算，平均每行

駛 1000 公裏，費用增加 16 元左右。

而對滿載 50 噸的大型物流運輸車輛

而言，平均每行駛 1000公裏，燃油費

用則增加88元左右。

專家指出，油價“四連漲”肯定

會帶來消費者負擔壹定程度上的增

加，但這對於民生的綜合影響仍需要

辯證看待。

“雖然國內成品油價格較前壹階

段低點出現了壹定上漲，但也要看到

目前國際油價在歷史上依然處於基本

適中甚至略微偏低的水平。在全球經

濟出現明顯而強勁的復蘇之前，全球

原油需求也不會出現太大增長。與此

同時，隨著國內公共交通的日益完善以

及新能源汽車保有量的快速增長，汽油

作為常用消費能源的重要性正在降低，

居民對油價波動的敏感性也會有所下

降。”郭海濤表示。

那麽，國內油價是否存在“漲多跌

少”呢？業內人士指出，2018年全年，

我國石油凈進口量4.4億噸，石油對外依

存度進壹步提升，因此受國際油價影響

較大。2018年，國內成品油價格按機制

共進行了25次調整，呈現出“13漲11跌

1擱淺”的格局。

波動難免但整體穩定
針對未來油價的走勢，專家認為，

國際油價在多空博弈下有可能寬幅

震蕩。在不爆發宏觀系統性風險的情況

下，來自經濟運行方面的積極變化可能

帶動油價繼續上行；倘若經濟增長遜於

預期，抑或貿易摩擦升溫，則會遏制油

價上漲。

“長期來看，國際油價的走勢關鍵

還是要看供求關系。未來幾年之內，原

油市場供大於求的關系是很難撼動的。

油價走勢將不會突破現有預期，重回

100美元附近的可能性很小。”董秀成

預計，預計2019年國際油價仍然將呈震

蕩的狀態，總體上全年的價格水平將與

2018年基本持平。

郭海濤表示，油價走勢與宏觀經

濟密切相關。短期內，世界經濟既不

可能大幅衰退，也不可能壹下子讓需

求大幅擴張，因此油價很可能在壹定

區間內寬幅波動。“近年來，各種類

型的新能源應用發展迅速。對產油國

來說，油價過高會加速替代能源的發

展，過低則會影響出口原油所獲得的

收益，因此過高過低都不利。未來，

產油國也將更加精準地調節原油供應

節奏，確保油價總體穩定。”郭海濤

說。

綜合報導 發布首張外商投資負面清單、率先

試行“證照分離”、建立國際貿易單壹窗口……自

2013年設立上海自貿試驗區至今，我國已先後批準

設立12個自貿試驗區，這些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

堅持大膽試、大膽闖、自主改，壹大批制度創新成

果推廣至全國，成為推進新壹輪高水平對外開放的

“先手棋”，發揮了深化改革的“試驗田”作用。

這些改革開放新舉措，有效激發了市場活力。

曾經，壹款進口化妝品想要登陸中國商場的櫃

臺，不僅要漂洋過海，還可能要在口岸等幾個月，

才能完成所有審批手續；如今，這個過程可能只需

要幾天……這壹變化，得益於非特殊用途化妝品進

口“審批改備案”改革。這項在上海自貿試驗區先

行試點的改革舉措，目前已在全國復制推廣，大大

縮短了進口非特殊用途化妝品上市時間。

發布首張外商投資負面清單、率先試行“證照

分離”、建立國際貿易單壹窗口……自2013年設立

上海自貿試驗區至今，我國已先後批準設立12個

自貿試驗區，這些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堅持大

膽試、大膽闖、自主改，壹大批制度創新成果推廣

至全國，成為推進新壹輪高水平對外開放的“先手

棋”，發揮了深化改革的“試驗田”作用。這些改

革開放新舉措，有效激發了市場活力。

前不久，在海南自貿試驗區第二批建設項目集體

開工和簽約活動上，集聚了壹批世界知名企業。英國

國際教育機構哈羅國際服務管理有限公司計劃在海口

新建兩所學校。“過去21年，我們在全亞洲只建了4

所學校，現在在海南壹下子就建兩所：壹是因為海南

服務好效率高；二是因為海南自貿試驗區有巨大發展

機遇！”該公司總經理梁永昌說。日前，海南自貿試

驗區部分制度創新取得新進展：在建的人流進出島信

息管理系統將完成人臉識別設備布設，實現進島人員

人臉識別100%覆蓋；交通部門已完成物流進出島管

理系統功能開發和數據大廳大屏展示應用；人民銀行

海口中心支行牽頭完成資金流進出島管理系統功能開

發和數據大廳大屏展示應用……人流、物流、資金流

進出島管理系統跑出“加速度”。

在重慶自貿試驗區，129項改革任務落地、141項

創新舉措出臺，涉及創新跨境結算管理方式，支持新

興業態發展，擴大人民幣跨境使用範圍，降低匯率風

險和匯兌成本，拓展跨境投融資渠道，提升跨境貿易

便利化水平等多個方面……數據顯示：截至去年底，

重慶自貿試驗區已累計新增註冊企業2.26萬戶，引進

項目1622個，簽訂合同(協議)總額5213億元人民幣。

從2015年4月正式掛牌至去年10月底，天津自

貿試驗區新登記市場主體5.1萬戶，註冊資本1.79

萬億元。3年多來，在天津自貿試驗區內，變化每

天都在發生：空客A330完成及交付中心投入使用，龐

巴迪公務機維修項目投產運營，海航GE發動機維

修、天津航空維修中心、漢莎技術培訓中心等龍頭

項目紛紛落戶，行業產值超過780億元……

上海億通國際公司是上海國際貿易單壹窗口建設的

具體實施單位。在該公司上海浦東新區辦公樓內的電子

顯示屏上，實時更新著上海口岸的用戶數、貨物和船舶

申報數量。該公司相關負責人說，“單壹窗口”建設工

作打通過去各機構之間的“信息孤島”，實現了“讓數

據多跑路、讓企業少跑腿”，企業壹次性遞交材料即可

完成相關事項辦理，給市場主體帶來很多便利。

“自由貿易試驗區的政策溢出效應不斷顯現。”商

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院長顧學明說，截至去年

5月，自由貿易試驗區已形成153項可復制、可推廣的改

革創新成果，在全國形成了示範帶動效應。各自由貿易

試驗區所在省市也在事權範圍內將壹些試點經驗在本省

市進行推廣，推動全國形成全面深化改革的良好態勢。

自貿試驗區：深化改革“試驗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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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德州一直
以大著稱，根據本週二新
公佈的福布斯雜誌 2019
年富豪榜排名，休斯頓有
13 位億萬富翁上榜，其
中 包 括 商 人 Tilman J.
Fertitta 以及豐田汽車的
銷售商Dan Friedkin。

整體而言，去年全球
的億萬富翁的數量下降了
55 人，今年的億萬富翁
人數一共有 2153 人，福
布斯表示，全球經濟的不
穩定，同時股市的低迷，
讓許多億萬富翁也不能獨
善其身。

而且，這也是近十年
來第二次出現的億萬富翁
人數和財富數量的整體下
降，今年的財富總量比去
年減少了 4000 億美元，
一共有247人從億萬財富
榜 上 消 失 ， 這 也 是 自

2009 年全球金融危機以
來的最差情況。

美國目前一共有 607
人億萬富翁，世界最富有
的 20 人中，美國占有 14
個席位，全世界排名第一
位。亞馬遜老闆貝索斯，
緊接著是比爾蓋茨。貝索
斯身家淨值比 2018 年提
高190億美元，增至1310
億美元貝索斯身家淨值比
2018年提高190億美元，
增至1310億美元

千億美元級富豪傑夫
•貝索斯（Jeff Bezos）蟬
聯 榜 首 ， 身 家 淨 值 比
2018年提高190億美元，
增至1310億美元。

比爾•蓋茨第二，但
他仍然是佔據榜首時間最
長的富豪比爾•蓋茨第二
，但他仍然是佔據榜首時
間最長的富豪

福布斯雜誌2019億萬富豪排名 13名休斯頓人上榜
休斯頓富豪榜前三名排名如下：

No.No. 239239: Rich Kinder: Rich Kinder
Net worth: $Net worth: $66..66 billionbillion
能源業能源業

No. 290: Randa Duncan Williams Net worth: $5.9 billion 能源業

No.No. 290290: Dannine Avara: Dannine Avara
Net worth: $Net worth: $55..99 billionbillion
能源業能源業

（綜合報導）美國阿拉巴馬州東南部的李郡3日發生一場罕
見的龍捲風，已經造成至少23人死亡，風災摧毀了大量房屋和
電網，救援人員還在搜尋可能倖存的失踪人員。

據美國媒體當地時間3月3日報導，美國南部亞拉巴馬州和
佐治亞州遭遇龍捲風襲擊，已致14人死亡，多人受傷。圖為龍
捲風襲擊亞拉巴馬州。

到目前為止，所有遇難者生前都住在Beauregard鎮大約一平
方英里的區域內，這個社區大約有9000人，死者中包括一名6歲
的兒童。氣象部門稱，從正式龍捲風預警發佈到風觸地只有9分
鐘時間。

據伯明翰國家氣象局高級預報員霍莉•艾倫說，在李郡發生
的致命龍捲風襲擊前8到9分鐘氣象部門發出了預警。

這個時間差低於全國平均水平：通常情況下，龍捲風的預警
期，即發出警告和龍捲風襲擊地面之間的時間，大約是14分鐘
。
據美國媒體當地時間3月3日報導，美國南部亞拉巴馬州和佐治
亞州遭遇龍捲風襲擊，已致14人死亡，多人受傷。圖為龍捲風
襲擊亞拉巴馬州後，所過路徑一片狼藉。

根據美國國家氣象局的歷史數據，在
阿拉巴馬州平均有15分鐘的預警時間。自
1990年以來這個預警期已經有了顯著的提
前，當時只有五分鐘。

雖然3日的龍捲風從預警到觸地只有8
到9分鐘，但美國俄克拉荷馬州諾曼市的
國家氣象局風暴預測中心上週曾公佈了該
地區可能發生龍捲風活動的預測，這是在
正式發生前三天。同一天，伯明翰的氣象
服務部門也發布了關於3日可能有龍捲風
襲擊的預報。

2 日下午，在龍捲風襲擊的前一天，
氣象服務和預報中心都提升預報的風險等
級。最後，3日早上，在龍捲風襲擊前大
約三個小時，氣象服務機構發出龍捲風警
報，指向阿拉巴馬州中南部。

警報意味著龍捲風形成的條件已經成熟。針對致命龍捲風的
具體警告於當地時間3日下午1:58發布，下午2點06分至2點07

分，龍捲風開始咆哮。

2018年美國經濟表現強勁，這在一定
程度上得益於減稅和政府支出的增長。但
在去年底，經濟增長放緩，大多數經濟學
家預計，在未來數月甚至數年，經濟前景
會更加暗淡。

據美聯社2月28日報道，美國政府2
月28日說，去年第四季度，美國國內生產
總值（GDP）按年率計算環比增長2.6%。
這一增速低於三季度的 3.4%和二季度的
4.2%。美國經濟雖然受益於減稅和政府支
出的增長，但人們認為，這些利好的影響
力正在減弱。

美國政府說，2018 年全年 GDP 增速
達到2.9%，為2015年以來最佳表現。這一

增速略低於政府承諾實現的3%的目標。
另據美國《華爾街日報》網站2月28

日報道，去年是美國經濟在近10年的增長
期中表現最好的年份之一，儘管世界其他
地區經濟增長放緩、金融市場出現動盪、
美中貿易關係不明朗、聯邦政府關門，但
美國經濟仍保持了適度增長。

得益於就業市場強勁、家庭收入增長
和減稅措施，消費支出得以快速增長，而
去年第三季度萎縮的企業投資也在四季度
出現反彈。經濟學家說，企業投資增長尤
為重要，因為它可以為持續且強勁的經濟
增長打下基礎。

美經濟去年增2.9%未達目標 經濟學家對前景不樂觀只有9分鐘逃命！美國數年來最致命龍捲風致23人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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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會兩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

議5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開幕。會議期間，《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

投資法（草案）》（簡稱《外商投資法（草案）》）將提請會議進

行審議和表決。大會發言人張業遂4日上午在新聞發佈會上強調，

制定《外商投資法（草案）》不會改變國家對港澳台投資的法律適

用安排，相關制度還將根據實踐需要不斷修改完善，進一步為港澳

台投資提供更加開放、便利的營商和發展環境。

4日上午，張業遂身穿黑色
西裝，繫深藍色領帶，穩步走入
人民大會堂新聞發佈廳。“衝突

對抗的中美關係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
“中國有限的國防費不會對其他國家構成威
脅”——從人大立法工作到監督工作，從中美
關係到軍費增長……面對中外記者們的長槍短
炮，張業遂從容不迫地回答了11個問題，沉着
冷靜，平實有料，亮點頗多。

去年3月，張業遂成為十三屆全國人大的
大會發言人，也是全國人大設立發言人以來的
第八位發言人。張業遂畢業於英國倫敦政治經
濟學院，有着40多年豐富的雙邊和多邊外交履
歷。他1976年加入中國駐英大使館正式開啟外
交生涯，一路從職員做起，曾任外交部國際司
參贊、外交部副部長、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
中國駐美大使等多個重要職位。

張業遂與香港的淵源頗深。1997年，時
任外交部禮賓司司長的張業遂，就曾擔任香
港回歸儀式的中方司儀。2013年，張業遂卸
任駐美大使返回國內，擔任外交部黨委書
記、副部長，其分管工作包括涉港事務。他
在香港回歸20周年之際透露，外交部秉持
“港人安全無小事，同胞利益重於泰山”的
理念，共處理上萬宗涉港領保案件，涉及香
港同胞數萬人。

此次人大會議將有望通過《外商投資
法》。對於港人普遍關心的港澳台相關制度
安排，張業遂4日簡潔有力地表示，未來會進
一步為港澳台投資提供更加開放、便利的營
商和發展環境。這番話為港人赴內地投資再
次送上定心丸。

■香港文匯報記者葛沖兩會報道

資深外交官
與港淵源深

 �

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4日上午在
人民大會堂舉行新聞發佈會，大

會發言人張業遂就大會議程和人大工作
相關的問題回答中外記者提問。發佈會
上有記者問道，《外商投資法（草
案）》第一次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
迄今才不到三個月，很多人分析說可能
是中國史上最快的立法速度，是出於怎
樣的考慮？此外，港澳台“三資”並沒
有像過去的三個外資法一樣被含入其
中，今後會對港澳台作怎樣的制度安
排？

中外投資將享同等待遇
張業遂表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

形成了以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外資企
業法、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也就是
“外資三法”為基礎的外商投資法律體
系，為擴大對外開放、積極利用外資提
供了有效的法律保障。近年來，中國對
外開放和利用外資面臨新的形勢，“外
資三法”也難以適應構建開放型經濟新
體制的需要。制定《外商投資法（草
案）》就是要創新外商投資法律制度，
取代“外資三法”，成為新時代中國利
用外資的基礎性法律。

張業遂稱，《外商投資法（草
案）》明確規定，中國對外商投資實行
准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的管理制
度，取消逐案審批制管理模式；對於禁
止和限制外國投資者投資的領域，將以
清單方式明確列出，清單之外充分開
放，中外投資將享有同等待遇。這是中
國外商投資管理體制的根本性變革，將
提高投資環境的開放度、透明度和可預
期性，為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提供
更加有力的法律保障。同時，針對外國
投資者普遍關心的徵收和補償、知識產
權保護、技術轉讓等問題，草案都作出
明確的保護規定。

“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
區和台灣地區都是中國的一部分，同時
港澳台屬於單獨關稅區，來自港澳台的
投資既不同於外資，也不完全等同於內
資，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實踐中，對港
澳台投資一直參照外商投資進行管
理。”張業遂強調，制定《外商投資法
（草案）》不會改變國家對港澳台投資
的法律適用安排，相關制度還將根據實
踐需要不斷修改完善，進一步為港澳台
投資提供更加開放、便利的營商和發展
環境。

1. 市場化改革與擴開放

制定：●外商投資法
●資源稅法

修改：●土地管理法
●專利法
●證券法等

2. 民生與生態文明建設

審議：●民法典各分編草案
●基本醫療衛生與健康促
進法草案

●疫苗管理法草案
●藥品管理法修正草案

制定：●長江保護法
3. 國家安全與社會治理

制定：●出口管制法
●數據安全法
●生物安全法等
●社區矯正法
●退役軍人保障法

修改：●刑法等

4. 國家機構組織的法制

修改：●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組織
法和議事規則

審議：●法官法、檢察官法修訂
草案

制定：●政務處分法

1.通過憲法修正案，制定監察法

2.制定英雄烈士保護法

3.制定電子商務法

4.修改農村土地承包法

5.個人所得稅法第七次修改

6.審議民法典分編草案

7.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

■資料來源：中新社

外商投資法 港資適用不變
張業遂：為港澳台提供更開放便利營商環境

■■ 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
議議44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
行新聞發佈會行新聞發佈會。。大會發言人大會發言人
張業遂就大會議程和人大工張業遂就大會議程和人大工
作相關的問題回答中外記者作相關的問題回答中外記者
提問提問。。 中新社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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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

今
年
任
務

去
年
亮
點

去
年
亮
點

全國人大立法工作全國人大立法工作全國人大立法工作

三披彩虹戰衣 為港單車史譜新篇章

李
慧
詩

李
慧
詩

膺世錦賽雙冠王

2019年3月5日（星期二）體育新聞5 ■責任編輯：李岐山

中超公司4日在官方微博發佈中超
2019賽季第一輪的觀眾人數統計數據。
首輪8個賽區共有242,936人現場觀賽，
場均上座約3.03萬人，恒大對天海的比
賽觀眾人數最多，達到近5萬人。

數據顯示，廣州恒大與天津天海的
較量，吸引了47,692人來到天河體育場
觀看比賽，為本輪聯賽上座人數最高的
場次。緊隨其後的是江蘇蘇寧主場對陣
天津泰達的比賽，共36,319人到現場加
油助威。深圳賽區承辦的新賽季中超聯
賽開幕式，共有34,986人到場觀看。而
重慶斯威對陣廣州富力的比賽也有超過
3.3萬人到現場觀賽。

中國足協的官方報告顯示，2018賽
季，中超的平均上座率為場均2.41萬
人，這一數據遠超日韓，排在世界第
6。 ■中新網

中國乒乓球隊2019世乒賽選拔賽3日晚在深圳收
官，樊振東、梁靖崑分獲男單冠亞軍，陳夢與孫穎莎
分獲女單冠亞軍。4人成功取得布達佩斯世乒賽的參賽
資格。中國乒協主席劉國梁在閉幕式上表示為期4天的
賽事展現了最強國乒，國乒不會讓大家失望，2019年
會越來越強。

2019年布達佩斯世乒賽將於4月打響，為提振士
氣、敲響備戰警鐘，中國乒乓球隊特意重啟世乒賽選
拔賽。經過4天的鏖戰，樊振東和陳夢分別以男單和女

單冠軍身份收穫世乒賽男單和女單項目的入場券以及
百萬元人民幣獎金。閉幕式上，乒協主席劉國梁對參
加本次比賽的24位國手和14位教練員表達了感謝。
“4天的比賽展現了最強國乒。相信每個人都有收穫，
有人收穫了直通世乒賽的機會，有人收穫了獎金，也
有人收穫了‘折磨’。這些都將是寶貴的財富。希望
大家能把這些收穫帶到隨後的封閉訓練和世乒賽中
去。”最後劉國梁自信地表示：“國乒不會讓大家失
望，2019年會越來越強。” ■中新社

中超首輪賽果
山東魯能 1：0 北京人和
廣州恒大 3：0 天津天海
上海申花 0：4 上海上港
武漢卓爾 0：1 北京國安
重慶斯威 2：2 廣州富力
深圳佳兆業 3：1 河北華夏
河南建業 1：1 大連一方
江蘇蘇寧 3：2 天津泰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黎永淦）繼周六於波蘭稱霸“世界場地

單車錦標賽”女子爭先賽後，“牛下女車神”李慧詩（Sarah）於

香港時間周日深夜再下一城，一路過關斬將贏得凱琳賽金牌，榮

獲今屆賽事第二件象徵單車運動最高榮譽的“彩虹戰衣”，也成

為歷來首位三度穿上“彩虹戰衣”的港將，為香港單車史立下里

程碑！

凱琳賽是Sarah今屆賽事第二個比賽項目，上屆她在同一項目飲恨奪銀，
今屆決心捲土重來。首兩圈她都輕鬆勝出，8強則以次名過關，準決賽

再踩贏對手晉級。到了決賽，Sarah在強敵環伺下，初段先搶得第三位，之後
兩圈再展示強勁爆發力，反超前澳洲及俄羅斯車手，最終更拋離對手成功第
一名壓線，以大熱姿態封后。

這是Sarah今屆第二件“彩虹戰衣”，港隊歷來第六件。個人兩面金牌
也是香港單車運動員單屆世錦賽的最佳成績，港隊最終亦憑藉Sarah的兩面金
牌，在獎牌榜跳升至歷來最高的第三位，為香港單車運動譜出新一頁！

盼保持佳態至東京奧運
Sarah勝出後非常興奮，更在場上揮舞特區區旗慶祝。她與教練沈金康

擁抱後受訪，直言感覺奇妙，並劍指東京奧運：“我一直相信自己可以勝
出，到成真一刻感覺很奇妙。比賽中我一直控制自己，找尋機會衝出去，最
後成功了，十分滿意今次表現，希望可以保持佳態到東京奧運。”

至於另一名港隊女將李海恩，首圈因犯規跌入復活賽，之後在8強比賽
時意外與荷蘭車手碰撞後“炒車”倒地，幸好她勢無大礙，然而已不能作
賽，唯有堅持推着單車沿賽道離開，獲現場觀眾大力拍掌支持。

Sarah周五將到將軍澳單車館出戰一連三日舉行的“保誠國際單車
賽”之爭先賽及凱琳賽。賽會指周日賽事全場2,200張門票已賣出9成，
屆時極可能全場爆滿。

李忠霖李忠霖奪中國隊本屆大冬會首牌奪中國隊本屆大冬會首牌 中
超
首
輪
場
均
上
座
逾
三
萬

超
日
韓

■■李忠霖在最後一個動作力圖以穩取勝李忠霖在最後一個動作力圖以穩取勝。。 新華社新華社

世界大學生運動會各項比賽當地時間3日
在俄羅斯西伯利亞城市克拉斯諾亞爾斯克全面
展開。在當日進行的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的比
賽中，中國隊奪得了男子個人的銀牌，這是中
國代表團在本屆大冬會上獲得的首枚獎牌。

在男子個人項目的爭奪中，中國隊兩名
選手李忠霖和郭子鳴以穩定的發揮闖入了最
後一輪決賽。同時最具競爭力的俄羅斯隊也
有兩名選手進入最後一輪。冠軍爭奪就成為
了中國隊與東道主俄羅斯隊之間的較量。

在最後的決戰中，曾獲得了2017年阿拉
木圖大冬會冠軍的李忠霖第三個出場，他使
用了一套難度系數為3.525的動作，力圖以
穩定取勝。他最終得到了87.77分。隊友郭
子鳴則將難度提升到了4.050，不過他落地的
時候未能站穩，結果只得到了66.42分。

最後一個出場的俄羅斯選手馬克西姆·
布羅夫是2019年世錦賽冠軍，同時也是冠軍
最有力的爭奪者。在最後一輪，布羅夫頂住

壓力使用了一套全場難度最高的4.525動作
並且成功完成，最終以119.91分的成績獲得
了這個項目的冠軍。男子個人比賽的第三名
是由另外一名俄羅斯選手卡特巴諾夫獲得。
郭子鳴最終獲得了第5名。賽後，李忠霖表
示，能夠和世界名將布羅夫站到同一個領獎
台上本身就是一個成功，獲得獎牌已經達到
了賽前制定的目標。他說，希望能夠在2022
年北京冬奧會也能站到領獎台上。 ■新華社

■■李忠霖李忠霖（（左左））獲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銀獲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銀
牌牌。。 新華社新華社

樊振東 陳夢 世乒選拔賽脫穎而出
■恒大對天海一役吸引了近5萬人入場
觀戰。 中新社

■■手握波蘭站第二面金牌手握波蘭站第二面金牌，，SarahSarah笑得合不攏嘴笑得合不攏嘴。。
法新社法新社

■■SarahSarah贏得贏得
凱琳賽金牌凱琳賽金牌
後後，，揮動區旗揮動區旗
慶祝慶祝。。路透社路透社

■■李慧詩李慧詩（（左左））
賽後與教練激情賽後與教練激情
擁抱擁抱。。 路透社路透社

■■SarahSarah 似乎對似乎對
勝利難以置信勝利難以置信。。

法新社法新社

2019年場地單車世錦賽當地時間
3日在波蘭中部城市普魯什庫夫結束
最後一個比賽日的爭奪，香港代表隊
除李慧詩在凱琳賽勇奪大賽個人第二
金外，楊倩玉、梁峻榮及張敬樂也先
後在當日比賽披甲上陣。

其中，楊倩玉出戰女子記分
賽。賽事一共100圈，面對一眾歐洲
強手，至最後50圈時與澳洲車手攜
手突圍，惟在領先30多圈後，未能
阻止愛爾蘭及荷蘭車手超圈，最終以
20分第5名完賽；冠軍為澳洲選手亞

．曼寧，愛爾蘭的莉．博伊蘭獲得亞
軍，荷蘭選手基·維爾德收穫銅牌。

另外，梁峻榮及張敬樂於男子麥
迪遜賽首個衝分圈獲得2分，於17隊
中排名14位。國家隊選手徐超在男子
爭先賽名列第24。

一連五日的“世界場地單車錦標
賽2019”圓滿結束，港隊將於今午返
港，其中李慧詩、梁峻榮及張敬樂將
於本周五至日於香港單車館舉行的
“保誠國際單車賽”主場出擊。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楊倩玉女子記分賽名列第五

■■劉國梁劉國梁（（前中前中））為陳夢為陳夢（（前左前左））和樊和樊
振東頒發獎金振東頒發獎金。。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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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利茲國經濟發展與商務部長出席
國際貿易中心伯利茲投資論壇

華為夢晚舟絕地一搏訴逼供侵權

【泉深/图文】伯利兹美国商会（Belize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BACC））与伯利兹国政府
机构、战略合作伙伴和企业家一起，于2019年2月28日星期四上午10点至下午4点在休斯顿国际贸易中
心举办了第二届年度伯利兹投资论坛（Belize Investment Forum）研讨会。伯利兹国国际贸易、石
油、投资、经济发展和商务部部长Erwin Contreras先生，休斯顿三郡商会主席 Leondria R. Thomp-
son 女士, 德克萨斯州众议院Jarvis Johnson的代表，休斯顿国际区区长、国际贸易中心主席李蔚华
先生等出席了研讨会。
伯利兹投资论坛由伯利兹政府批准，伯利兹国的国际贸易、石油、投资、经济发展和商务部提供赞
助。论坛的主要目标是将来自美国和伯利兹地区的重要行业部门（如房地产开发、旅游、银行和农业
综合企业）的主要利益相关者聚集在一起，以建立美伯两国互利共赢的双边贸易关系，促进两国之间
的商业和经济的全面发展。
投资论坛结束后，伯利兹国际贸易、石油、投资和经济发展部部长Erwin Contreras先生在休斯顿国际
区区长、国际贸易中心主席李蔚华先生的陪同下，浏览了美南报业电视传媒集团40年的发展历程，参
观了国际贸易中心、美南新闻中心、数码文字和图像处理系统、全自动彩色印刷车间和美南国际电视
台直播间。双边在投资贷款、小型企业的发展、房地产的开发、旅游、饮食文化、数字化影音传播系
统等方面进行了广发的交流。

	 【泉深述评】被加拿大政府启动引渡法律程
序的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通过律师3月1日绝
地一搏，向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省最高法院对加拿
大政府、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和加拿大皇家骑警提出
民事指控，控告加拿大多个政府部门在她拘押期间
以不实名义对她进行逼供搜查，严重侵犯了她的宪
法权益。孟晚舟的	Gudmundseth	Mickelson	律师
星期天发表声明说，孟晚舟的宪法权益因此受到严
重侵犯，诉讼并	“为公职人员的行为过失和那些
加拿大政府官员多次失职造成的虚假监禁寻求赔
偿，以遵守法治”。

孟晚舟不是刘胡兰，她毕竟是孟晚舟，除了是华为
公司首席财务官，她也是一位普通中国女性，暴露
出女性脆弱的一面。在从阿根廷返回中国的途中，
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在异国他乡加拿大被擒拿，
免不了会出现诚惶诚恐、惊慌失措。控方指她涉嫌
透过香港注册的空壳公司Skycom（星通技术有限公
司）与伊朗进行交易，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令，
并串谋诈骗多家金融机构，加自己的平板电脑、笔
记本电脑上的资料和系列邮件以及手机上微信通
讯，有些犯罪证据的确被搜索到，难免会讲出一些
不该讲的话，签了一些不该签的字，认罪受罚。

		 【事件回顾】2018年12月1日孟晚舟在温哥
华被逮捕时面临美国纽约东区联邦地区法院的指
控。初時加拿大并未明确指出逮捕孟晚舟的理由，
但众多传媒均报导指出孟晚舟很可能是因华为涉嫌
违反美国出口管制向伊朗出售敏感科技，并以假账
资料掩护而被逮捕。事后，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于
12月6日表示坚决反对并强烈抗议，向美国和加拿
大两国提出严正交涉，要求它们立即恢复孟晚舟的
人身自由。12月8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紧
急召见加拿大驻华大使麦家廉，表达了相同的诉
求。12月11日，孟晚舟获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高等法
院准许保释，案件延后到2019年2月再审。

	 2019年1月21日，美国政府通知加拿大政
府，美国计划正式提出引渡孟晚舟，理由是控方指
她涉嫌透过香港注册的空壳公司Skycom（星通技术
有限公司）与伊朗进行交易，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
裁令，并串谋诈骗多家金融机构。。
2019年1月28日，美国代理总检察长惠特克，商务
部长罗斯，国土安全部部长尼尔森以及联邦调查局
局长克里斯多夫·A·瑞伊在美国司法部举行联合
新闻发布会，宣布正式要求引渡孟晚舟，并以23项
罪名起诉华为。对此华为公司回应称，对公司受到
的指控感到“失望”。翌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
爽于例行记者会上表明严正立场，指责美加滥用两
国间双边引渡条约，严重地侵犯中国公民的合法权
益，並且敦促美国撤销逮捕令以及停止发出正式引
渡请求。	
2019年3月1日，加拿大司法部发布了一项诉讼程

序，该案正式启动了案件的引渡程序。
2019年3月3日，华为孟晚舟的加拿大律师在无计可
施的情况下，利用美加的民主制度为孟晚舟绝地一
搏，控诉加拿大多个部门逼供侵权，变成为一场旷
日持久的法律消耗战，从中国商业巨头华为公司多
捞油水。在当前的形势下，对加拿大政府提告无益
于孟晚舟的保释，很可能还会出现适得其反的结
果	。
加拿大司法部在一份声明中说：“加拿大是个法治
国家。是否启动引渡程序的决定是由司法部无党派
的公职人员做出的。”
2019年3月4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强调，中方
再次敦促美方立即撤销对孟晚舟女士的逮捕令和引
渡请求。中方也敦促加方立即释放孟晚舟女士，让
她平安回到中国，并切实保障她的合法正当权益，
避免错上加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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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77美南電視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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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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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韻傳奇 中國 紹興——意大利 佛羅倫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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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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車禍不要出了車禍不要緊緊，，李醫生免費幫你李醫生免費幫你治治，，獨家牽引療獨家牽引療法法！！

《《周師傅專欄周師傅專欄66》》周師傅告訴你周師傅告訴你：：打信號燈打信號燈
在美國，不開車沒法生活

！尤其是在我們大德州，地方
大，到哪裏都得開幾十分鐘半
個小時的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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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師傅告訴你，要在美國
開車，不是駕駛技術好就行，
還要熟悉各種交通規則、知道
怎麽打信號、超車和轉彎，否
則容易出事。今天我就來說一
說這些問題。

一， 打信號。1，當你轉彎
時、改變行車路線時（變線時
）、泊車時、慢車或停車時。
你必須在100英尺前就打信號燈
。

2，優秀駕駛員轉彎時一定
會打信號燈通知其他駕駛員，
幫助其他駕駛員提前做出反應

；突然的轉彎或變線容易造成
車禍。我們要隨時警覺地觀察
路面狀況並及時打出信號。

二， 什麽時候一定要打轉
向信號。1，變線時；2，轉彎時
；3，在停車位置上開出時；4
，剎車或離開高速公路時；5，
移動車到路邊時。

三， 如何發出信號。可以
用信號燈或手臂發出信號，註
意你的信號應該容易被他人看
到，提前往窗外伸長你的手和
手臂。在視線不良的時候，註
意確認你的信號燈正常工作，
當停車時，多次點剎以引起後
面車輛的註意。轉彎前100尺之
前你要打信號。轉彎後請把信
號燈熄滅，否則其他駕駛員會
誤會你繼續轉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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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每
個人都要開車，如果出了車禍怎麼辦
？一般來講，傷員要被送到急疹室進
行一系列檢查，比如腦部CT、胸腔CT
、腹腔CT等。如果需要手術，你就不
要猶豫了，馬上進行。如果內部器官
完好，也沒有傷筋動骨，只是肌肉或
軟組織受傷，可以尋求中醫或西醫復
健治療。這時候，找李醫生，他可以
幫你免費治療！不用你自己掏一分錢
，全部由保險公司買單！不管是你的
過錯還是對方的過錯導致的車禍，只

要汽車買了保險，你把保險號告訴給
李醫生，由他負責免費將你治好！

李醫生獨家牽引療法，包您一次
就減輕疼痛80%！大多數治療腰椎病
的西醫和中醫都是采用推拿療法，配
合藥物或針灸，有一定療效，但都遠
遠比不上牽引療法。

病人A先生，45歲，由於是一直
從事體力勞動，腰痛病已經好幾年了
，起先感覺腰部酸痛，由於工作忙，
沒有引起重視。去年開始，病情加重
，腰椎間盤突出，腰部疼痛難忍，並

且左側大腿根往下發麻，走路困難甚
至站立都難以維持。經幾家醫院治療
無好轉，也試過中醫針灸推拿，化費
了上萬治療費，病情不見好轉，走路
需要人扶，並且一側臀部肌肉開始萎
縮。後來到李醫生診所做牽引治療，
第一次治療疼痛就減輕很多，一個療
程下來，病情明顯好轉，自己可以走
路了，可以單獨開車來治療只需一個
人。再治療一個療程，癥狀基本消失
，身體恢復，現能夠正常上班。

病人B先生，出了車禍之後開始沒
感覺，3--4 星期之後才會覺得肩痛、
背痛，才想起來去求醫，幸虧找到李
醫生，幫他與保險公司聯系，不光治
好了病，自己還不用掏一分錢，而且
有英語好的護士幫忙與保險公司交涉
，省心！

病人C女士，雖然車禍後很快去看
李醫生，但看了幾次感覺稍好之後，
就三天打魚，兩天曬網。等到身體出
了大毛病，才又想起再去看醫生，幸
虧有李醫生診所的護士幫忙打電話給
保險公司使得理賠順利，否則不但自
己要出冤枉錢，對自己身體更是不利
。

很多人認為小車禍沒有傷筋動骨

，不去看醫生，不知道車禍後任何問
題都可以由保險公司負責，白白錯過
了免費治療的的良機。遺憾的是，5年
、10 年，甚至 20 年之後，大多數人
（尤其是老年時期）就開始出現了病
癥。一般是頭部、視力、手腕、肩部
、腰部以及骨骼其它部位等，總是感
覺哪兒不對勁兒，找不到原因。其實
，這就是車禍後遺癥。車禍後遺癥有
一個顯著的表現就是長期腰痛背痛頸
痛，嚴重時出現神經肌肉癱瘓和萎縮
。腰部長期反復疼痛，休息時減輕，
勞累就加重，常常有彎腰困難，久坐
後疼痛，彎腰過久後疼痛加重等癥狀
。部分患者出現眩暈、頭痛等癥狀，
甚至引發鼻炎、耳炎，也伴有手麻、
手酸。

Texas Spinal Care的李醫生治車禍
後遺癥和療椎間盤突出有20多年的經
驗，李醫生畢業於加州大學聖荷西分
校，行醫多年，信譽卓著。他採用非
手術治療，獨家采用牽引療法，並配
合推拿、註射、器材和營養相搭配的
方法，治療車禍後遺癥和腰椎、頸椎
間盤突出非常有效，病人無痛苦、不
用專門請假，可以邊工作邊治療，而
且整個療程的費用比手術治療時的co-

pay還低。
李醫生專精車禍後的複健，車禍

後PI與PIP都收。請打電話給李醫生免
費諮詢。中文請與queen 陳 聯繫。

Texas Spinal care
電話：713-278-2225

網址：http:txspinalcare.com
診所地址：9610 westheimer road,

Houston, Texas77063
診療時間：每周一、三、五全天，二

、四、六上午。

周師傅周師傅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著
名的華文戲劇家、導演、藝術
總監，及"表演工作坊"創辦人
賴聲川,這次受萊斯大學趙氏亞
洲研究中心、劉氏傑出訪問來
賓系列之邀，於本週一晚間在
萊斯大學 Fondren 圖書館三樓
， 以" 在華文世界創作戲劇"為
題發表專題演講，吸引了許多
Rice 師生及僑界人士前往聽講
。

萊斯大學趙氏亞洲研究中
心執行主任 Ann Chow 首先在
開場時介紹：

賴聲川是美國加州柏克萊
大學戲劇藝術博士，並在母校
擔任駐校藝術家。曾多年任教
於台北藝術大學，並曾任戲劇
學院院長，也曾任美國斯坦福
大學教授暨駐校藝術家，現為
【表坊】創意總監，烏鎮戲劇節發起人之一及
常任主席，上劇場藝術總監。曾二度榮獲台灣
最高榮譽之文藝獎，十大傑出青年，2010年獲
選為《中國新聞週刊》文化範疇年度最有影響
力人物，其他獎項包括 「創意中國盛典最具創
意人物獎」、上海戲劇谷壹戲劇獎連續兩年榮
獲年度風雲人物和最佳導演獎等。

賴聲川2006年出版的《賴聲川的創意學》
已成為華人世界對創意文化的重要論述，許多
大企業把它當高級幹部必讀之書，英文版正在
籌備中。賴聲川十部劇作英文版明年將在美國
出版。
賴聲川於2015年底創立位於上海徐匯區的上劇
場，是世界上少數由戲劇家自己設計，並以展
現其作品為主要目標的專屬劇場。開演至今，

上劇場演出賴聲川作品包括《在那遙遠的星球
，一粒沙》《嘰咕男女變形記》《一夫二主》
《讓我牽著你的手》《水中之書》《暗戀桃花
源》（四種版本）、《圓環物語》《冬之旅》
《寶島一村》《藍馬》等。賴聲川近來作品包
括2016年由舊金山歌劇院委託創作的歌劇《紅
樓夢》導演，以及網劇《王子復仇記》編導總
監。

作為世界上最著名的華人戲劇家之一,曾被
評為 「現今最頂尖的中文劇作家」（ 英國BBC
)、 「世界上最被讚譽的中文劇作家導演之一」
（紐約時報）、 「亞洲劇場導演之翹楚」（亞
洲週刊）、 「亞洲旗艦劇作家」（中國日報）
、 「賴聲川是亞洲藝術評價最高，又是商業上
最成功的劇作家導演。」（TimeOut )

賴聲川導演以幻燈逐一介紹他三十五部原

創編導戲劇作品，包括拯救台灣相聲藝術的《
那一夜，我們說相聲》，以及被《 紐約時報》
譽為 「當代最受歡迎的舞台劇」的《 暗戀桃花
源》、被《中國時報》評為 「一個時代的珍藏
」的《寶島一村》、被《中國日報》稱為 「可
能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中文戲劇」的《如夢之
夢」 。而他的名作《 暗戀桃花源 》更選為
2015 年美國著名的俄勒崗莎士比亞戲劇節演出
作品。由美國演員用英語演出八十埸，成為第
一部打進美國主流劇場的華人作品。其他由他
導演的作品，如《海鷗 》 《等待果陀 》、
《一夫二主》，以及莫札特歌劇《女人皆如此
》 《費加洛婚禮》也獨具一格，深獲好評。

賴聲川特別提及他從1984年以來，以強烈
的創意吸引觀眾湧入劇場。他早年作品帶領台
灣劇場從荒蕪中尋獲新生命。他和他所創立的

「表演工作坊 」持續為華人劇場開拓新的領域
和境界。 2002年，賴聲川的《 千禧夜，我們說
相聲 》，在大陸巡演後，在央視春晚演出，造
成轟動。 2006 年，由黃磊、何炅領銜主演的
《暗戀桃花源 》北京版十年來對全國戲劇創作
及市場影響至深。在校園及其他地方演出的《
暗戀桃花源》 保守估計超過三千場，見證了這
一部戲創作三十年來的影響力。

賴聲川的二部電影作品《暗戀桃花源 》和
《 飛俠阿達 》皆深深影響了當時華人電影市場
和創作。 《暗戀桃花源 》 獲東京影展銀櫻獎
、柏林影展卡里加里獎、金馬獎、新加坡影展
最佳影片獎等，並於1993年代表台灣參加奧斯
獎。

賴聲川應萊斯大學趙氏亞洲研究中心之邀賴聲川應萊斯大學趙氏亞洲研究中心之邀
本週一在萊斯大學演講本週一在萊斯大學演講""在華文世界創作戲劇在華文世界創作戲劇""

美國總統華裔候選人楊安澤Andrew Yang 本周末將首訪休士頓
一個華裔企業家決定競選美國總統，這是自六十年代以來唯

一一位華裔競選人。他認為自動化是導致簡單重複性工作丟失的
原因，而機器人，自動駕駛等將導致更多人失業。現在攻擊移民
及外國轉移視線是徒勞的。

目前美國中西部左右均對他讚賞有餘，其YouTube 採訪已
被觀看150 萬次,甚至以民主黨身份登陸右派大本營Fox TV.，因

為他在解決美國社會的根本問題，科技進步導致的財富分配不均
。

一個體制外的無名小卒要進入民主黨全國競選辯論，需要
65000 個人捐款，經過電視及廣播曝光，兩週已獲得43000 人捐
款，可見其在美國社會底層的吸引力。你只需要捐款$1 就會讓
Andrew Yang 在美國大選民主黨辯論中指點江山。他可是美國高

中生參加世界辯論大賽的成員之一！
只限於美國公民及綠卡持有者。
你如果連$1 都不想支持，今後別告訴

你的孩子你沒有支持一位有思想有抱負的華裔企業家參加競選總
統！因為這可能是你今生唯一的機會。鏈接見文內。今天請捐獻
$3.50標誌華裔微信群體的力量

賴聲川在演講中介紹賴聲川在演講中介紹19851985 年由李立群擔年由李立群擔
綱演出的綱演出的 「「那一夜那一夜，，我們說相聲我們說相聲」」 ，，拯拯
救台灣相聲藝術救台灣相聲藝術。（。（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圖為賴聲川導演演講的神情圖為賴聲川導演演講的神情。（。（記者記者
秦鴻鈞攝秦鴻鈞攝 ）） 圖為賴聲川導演在萊斯大學演講會現場圖為賴聲川導演在萊斯大學演講會現場。（。（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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