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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公司爆改古典汽車英國公司爆改古典汽車 老爺車變老爺車變““火箭火箭””車車

近日近日，，英國艾塞克斯英國艾塞克斯，，壹輛由老款豐田汽車改造而成的壹輛由老款豐田汽車改造而成的““雷鳥雷鳥22””
正在出售正在出售，，售價售價3499534995英鎊英鎊（（約合人民幣約合人民幣3030..77萬元萬元）。）。這款汽車出自英這款汽車出自英
國古典汽車改造公司國古典汽車改造公司Total HeadturnersTotal Headturners，，原本是壹輛原本是壹輛19941994年的豐田普年的豐田普
瑞維亞瑞維亞，，經過壹個月的改造經過壹個月的改造，，成了這款十足酷炫的火箭造型汽車成了這款十足酷炫的火箭造型汽車。。

馬達加斯加發現超迷妳袖珍青蛙馬達加斯加發現超迷妳袖珍青蛙
比指甲蓋還小比指甲蓋還小

科學家在馬達加斯加當地發現壹種名為“Mini mum”的青蛙，它
堪稱世界最迷妳的青蛙之壹，成年個體僅有1厘米長，能輕松坐在人類
的手指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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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布阿布··紮庫爾坐在敘利亞阿勒頗街頭啃著玉米紮庫爾坐在敘利亞阿勒頗街頭啃著玉米，，從頭到腳的行頭都從頭到腳的行頭都
是明亮的黃色是明亮的黃色，，他已經成為這個城市的壹個移動的他已經成為這個城市的壹個移動的““文化遺產文化遺產””之壹之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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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年前，美國社交媒體臉書（Face-

book）被爆數據泄露醜聞，涉及5000萬

用戶。當時，臉書創始人兼CEO紮克伯

格發聲說：有責任保護用戶數據，保證

不再發生。

然而，網絡安全公司UpGuard的研

究人員稱，臉書數百萬條用戶記錄被發

布在亞馬遜公司的雲服務器上。

事實上，臉書數據泄露醜聞所揭露

的，不僅是互聯網巨頭對用戶隱私保護

不力，而且個人信息被獲取並進行倒賣

的事件也屢見不鮮。

因此，人們擔憂的是，當壹家互聯

網公司足夠大並且掌握用戶海量數據

時，我們是否能夠保護自己的隱私？尤

其是涉及金錢交易時，當下流行的免密

支付和刷臉支付真的比密碼安全嗎？

這些都是科技發展背後的隱憂。尤

其是隨著人工智能的發展，在精準為用

戶“畫像”的同時，我們的偏好是否被

惡意利用？從更長遠的角度看，人工智

能是否終將超越人類？

可能最不願看到今天這個局面的，

是“現代密碼學之父”惠特菲爾德· 迪

菲（Whitfield Diffie）。

1976年，迪菲和赫爾曼開創了“公

鑰加密”新算法，旨在保證互聯網用戶

進行私下溝通的通道安全，兩人因此獲

得2015年度圖靈獎。

面對今天的信息安全隱憂和人工智

能的挑戰，迪菲如何看待？帶著疑問，

記者與迪菲進行了壹場對話。

Q：去年，壹家名為“劍橋分析公

司”的數據分析企業，獲取了美國社交

媒體“臉書”多達5000萬用戶的信息，

今年，臉書又被曝數據泄露醜聞，妳如

何看待互聯網時代的隱私保護？

迪菲：臉書在醜聞方面很有天賦。

我不喜歡臉書是因為它是壹種專有技

術，而不是壹種標準。在某些方面它類

似於電子郵件，但電子郵件是壹種互聯

網標準，任何程序員都可以坐下來寫電

子郵件客戶端，沒有人可以坐下來編寫

臉書客戶端，因為臉書控制著對其數據

庫的所有訪問。

我也非常的關註隱私的保護，但

這需要壹個機制，使大家能夠控制自

己的信息。比如說谷歌，Facebook 都

可以獲得很多信息，他們能夠擁有他

們所獲得的信息。隱私在這裏發揮壹

定的作用，但是我認為要適當的進行

保護。

Q：現在登錄網上賬號常常需要輸

入密碼，很多人擔心密碼安全問題，尤

其是涉及金錢交易。妳如何設置並保存

自己的密碼？免密支付和刷臉支付更安

全嗎？

迪菲：我經常把密碼寫下來放在錢

包裏，但是密碼安全保護程度跟丟錢包

概率差不多。事實上我喜歡密碼，它是

妳獨有的。很多負責信息安全管理的人

員不喜歡密碼，因為密碼沒有給他們足

夠的控制權，所以他們往往喜歡使用生

物識別技術或其他東西，這樣密碼就可

以和其他人分享。

在互聯網交易中，我們還是需要密

碼，但同時也需要改進技術來設置、記

憶和使用它們，我也在研究如何增強密

碼的安全性。

Q：傳統計算機需要幾十年才能計

算出密碼結果，但量子計算僅幾秒就可

以輕松破解。妳怎麼看待量子計算對加

密技術的威脅？

迪菲：上個世紀90年代開始，物

理學家就對量子計算充滿期待，我也在

猜測量子計算什麼時候會威脅密碼學。

坦白說，量子計算對密碼學中非常窄和

重要的領域構成了威脅，但並不是所有

領域。20世紀70年代建立起來的公鑰

加密體系很容易受到量子計算的攻擊。

但密碼學中有很多技術，例如大多

數區塊鏈都使用了公鑰密碼，同時也使

用了很多其他的東西，包括哈希編碼，

區塊鏈在量子計算中並不十分脆弱。

Q：除了密碼學，妳在人工智能方

面也有較深的研究，當初被“人工智能

之父”約翰· 麥卡錫邀請進入斯坦福人

工智能實驗室工作。人工智能至今已發

展60多年 ，妳如何看待人工智能的未

來？

迪菲：很多人認為人工智能真正可

能是源於最早先人們探索機器，或者遊

戲，甚至比19世紀更早。在某種程度

上，大家往往把人工智能跟超級計算結

合起來，人工智能更多地是讓這些計算

機有超級計算的能力，針對壹些新的想

法進行處理，往往超過我們所能理解到

的範圍。

接觸AI到現在60多年了，我感覺

到沒有任何人對於AI到底可以解決哪

壹類的問題，有任何的定義。不管妳叫

它是人工智能還是機器智能，現在人們

對它的熱情很大，就覺得計算力可以做

非常復雜的事情，解決非常復雜的場

景，這是以前從來沒有想到過的。但它

會比其他的現象更類似人的思考。

Q：現在中、美、英等國都在發展

人工智能，妳認為中國能在未來占據主

導地位嗎？人工智能的發展需要開放，

但是各國又存在競爭關系，妳怎麼看待

這個問題？

迪菲：考慮到中國的地位，特別

是在超級計算領域，從更長遠的角度

來看，中國人工智能很有可能占據優

勢地位。

另外，從近年來的科學發展看，人

工智能的推動因素除了公司之間的開放

共享之外，公司甚至國與國之間的競爭

也是推進的壹大重要因素。目前鑒於人

工智能的壹些決策往往不是人們所理解

的常理範圍，或許封閉發展短期來說還

是有益的。

Q：人工智能在更加智能的同時，

也引發壹些擔憂，比如，人工智能是否

會具有自我意識，並最終打敗人類？

迪菲：人工智能在多大程度上，或

者什麼時候會出現自主內容，並且超過

人們編程的範圍有壹個自主的發展，很

多人對這樣的實踐是沒有多少信心的。

另外壹個就是國與國之間相互影響的有

限性和各種觀點的多樣性還是非常吸引

人的，我相信以後還會有不同的各種各

樣的觀點湧現。

Q：現在每天讀新聞時會有推薦閱

讀，這是人工智能算法的壹個應用。但

是這種推薦也產生壹些問題，比如人們

關註的領域越來越窄，妳認為這需要人

為幹預嗎？

迪菲：我覺得開放是壹個好事，我

們並沒有被確切地告知在政策或監管方

面該做些什麼。但事實上，我認為很不

幸的是，互聯網的行為是由算法控制

的，而這些算法甚至可能連編寫代碼的

人都無法理解。

幾年前，我的合著者蘇珊· 蘭多對

我說，當前的互聯網為壹些事情提供了

便利，互聯網更多地像買壹張報紙直接

打開看體育新聞，互聯網只會帶給妳感

興趣的東西，我認為這是壹個問題，但

我不認為妳可以合法地做些什麼。

Q：妳曾說，區塊鏈的發展在壹定

程度上推動了加密技術的“復興”，重

新聚焦於產品的加密層面，當人們越來

越註重隱私的時候，妳認為區塊鏈未來

有哪些發展潛力？

迪菲：我們是否以後回顧當前區塊

鏈的發展，就像現在回顧20年以前萬

維網的這種作用壹樣，我不知道。決定

區塊鏈未來還有壹個因素，即它是會變

成壹個小眾人群、專業人士使用的工

具，還是大眾都使用的工具，這壹點我

也不清楚，但這都是影響因素。

現代現代密碼學之父：
我經常把密碼我經常把密碼寫下來，放在錢包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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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中國國家主

席習近平日前對意大利、摩

納哥和法國成功進行了國事

訪問。習近平主席訪問意大

利期間，中意兩國簽署了政

府間關於共同推進“壹帶

壹路”建設的諒解備忘錄，

意大利成為第壹個簽署類似

合作文件的七國集團國家。

中意雙方還簽署了壹系列

涉及基礎設施建設、銀行、

貿易及旅遊等領域的合作

協議或合作意向書。連日

來，豐碩的訪問成果持續

在意大利各界人士中引起

反響。世界著名輪胎生產企

業、意大利倍耐力集團首席

執行官馬爾科· 特隆凱蒂· 普

羅維拉在接受本報記者專訪

時表示，“中意互利共贏迎

來新機遇”。

訪問期間，習近平主席

和意大利總統馬塔雷拉壹道

會見了中意務實合作三大機

制性會議雙方代表。普羅維

拉參加了這次會見。他說，

習近平主席在會見中表示，

中意都具有悠久的歷史，對

文明的傳承都高度重視，這是兩國能夠

相互理解、友誼長存的根基。希望意中

各界壹道努力，推動兩國關系在互利共

贏大路上行穩致遠。

“現場聆聽習近平主席的講話，讓

我印象深刻、受益匪淺，也信心倍增。

我堅信，意中兩國未來會在經濟、文化

等各個方面共同打造更加緊密的全面戰

略夥伴關系。”普羅維拉說：“無論是

意大利企業，還是政府部門或公共機

構，都在習近平主席此次訪問中收獲

滿滿，贏得了合作大單或者未來繼續發

展的動力。”

普羅維拉表示，習近平主席此訪創

造的發展機遇，同樣惠及倍耐力集團。

“通過與中國夥伴的緊密合作，我們在

中國市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習近平主

席的到訪讓我們更加堅定了對中國市場

的信心，對未來發展前景充滿希望。”

普羅維拉透露，接下來，倍耐力集團會

加速開拓亞洲市場，進壹步密切與中國

企業的合作，爭取在中國市場取得更大

突破。他指出，中國在電動汽車和無人

駕駛汽車領域的創新蓬勃發展，技術進

步激發了市場的不斷擴大。這為倍耐力

集團在中國市場的發展提供了寶貴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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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休斯頓在經歷了2017年的哈維颶風之後，房地長市場不斷恢復，租房價格也不斷增長
，但是根據一家網上租房網站最新的統計，休斯頓年度租房市場的價格在全美處於低位城市。

今年三月全美平均的租房價格增長了3.2%，但休斯頓的公寓租金僅有0.9%的提高，目前，休斯頓
的房租平均為1098美元，比去年同期提高了僅僅10美元，，而租金增長最高的城市是拉斯維加斯和鳳
凰城為7.8%。

休斯頓地區在經歷了哈維颶風之後，房租不斷提升，目前房租正面臨較低的增長速度。
此外，在休斯頓的郊區，租金的比例呈下降之勢，梨城今年三月份的租金比去年減少了2.3%。

資料對比 休斯頓租房價格漲幅較低

繼D&G之後，連鎖快餐品牌漢堡王（Burger
King）因廣告中涉嫌用巨型筷子夾漢堡的畫面被
質疑種族歧視，而遭受批評。目前漢堡王已刪除
這則廣告並道歉。

為在新西蘭推廣一款越南風味的漢堡，漢堡
王近日在社交媒體Instagram上發佈了一段廣告視
頻，視頻中的顧客使用了尺寸誇張的紅色筷子，
費力把漢堡夾到嘴邊食用，視頻下方的廣告語寫
著“跟隨越南甜辣嫩肉堡，一起享受胡志明市的
傳統風味”。

但視頻播出後，有網友指責該廣告對文化不
敏感，而且有刻板印象的問題。隨後，漢堡王在
Instagram上刪除了這則廣告，並稱“該廣告是無
意的，不能反映漢堡王品牌對多元文化和文化包
容性的追求”。

漢堡王母公司 Restaurant Brands International
Inc．在聲明中稱，“公司已經要求新西蘭的特許
經銷商立即刪除該廣告。”但彭博社稱，廣告視

頻經過轉發，已經有了超過270萬次的點擊量。
因廣告中的筷子使用不當而引發質疑的，還

有去年涉嫌“辱華”的意大利品牌杜嘉班納
（Dolce&Gabanna）。去年 11 月，杜嘉班納以一
則蹩腳的廣告創意“起筷吃飯”，引發中國網民
的反感。而其品牌創始人因涉嫌“辱華”不當的
言論，更引發了消費者的抵制，隨後該品牌產品
在國內所有電商平臺下架。

FTI 諮詢公司戰略傳播高級主任 Brent Mc-
Goldrick稱，隨著消費者在網上被海量信息淹沒，
而注意力越來越分散，公司往往會在內容上冒險
，以取得消費者的注意力，而隨之帶來的後果就
是更多的廣告錯誤。

彭博社稱，考慮到亞洲市場巨大增長對漢堡
王的重要性，這次的廣告事件可能會對漢堡王未
來經營產生損失，尤其是在中國市場。去年，漢
堡王在中國新增100家門店，並稱要在未來10年
內在中國增加超過1500家門店。

筷子夾漢堡 漢堡王刪除廣告並道歉

據報道，這是美國全國商業經濟協會當天公佈的最新調查結
果。該協會的經濟學家集體預測，以國內生產總值衡量，美國今
年經濟增長率將為2.4%的適中水平，2020年將僅為2%。促使他
們作出更悲觀評估的關鍵因素包括，全球經濟增長放緩以及川普
政府與幾個主要貿易伙伴之間持續的貿易衝突。

不過，全國商業經濟協會的經濟學家說，他們認為短期內仍
不太可能出現衰退。

報道稱，川普政府估計美國2018年的經濟增長率為2.9%。
美國經濟去年受益於減稅和政府支出增加，而這些因素帶來的好
處正在消失。這是大多數經濟學家預測經濟增長將更加緩慢的原
因之一。

據報道，這項新預測是一個由55名專業預測人士組成的小
組做出的，比其去年12月預測的今年2.7%的增長率大幅下降。
該預測遠低於川普政府的新預測，後者認為美國今年和未來6年
的經濟增長率仍將高於3%。

但美國政府現在已經預測未來
4年的赤字將超過1萬億美元。如果
增長低於它的樂觀預測，那麼赤字
數字可能會更高，阻礙經濟加速增
長。

報道指出，全國商業經濟協會
的預測與美聯儲上週發佈的最新預
測一致。考慮到全球經濟衰退和其
他風險，美聯儲下調了此前的預測
，預計美國經濟增速今年將放緩至
2.1%，2020年將放緩至1.9%。

全國商業經濟協會的經濟學家稱，他們做出更悲觀預測的原
因之一是美國總統川普的貿易政策對經濟造成越來越嚴重的拖累
。川普對中國和其他一些國家加徵進口稅帶來了針對美國出口商
品的報復性關稅。

牛津經濟諮詢社首席美國經濟學家、全國商業經濟協會調查
專家小組主席格雷戈裏•達科說：“大多數專家小組成員認為，
貿易政策和全球增長放緩所帶來的外部阻力是美國經濟增長面臨
的主要下行風險。”

美專家預測:美經濟增長將大幅放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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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任故宮非終曲
老 伏櫪散餘熱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在故宮博物院當了七年“看門人”之後，

即將年滿65歲的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霽翔於8日正式退休，原敦煌研究院院長王旭東接

任。關於退休生活，單霽翔說，“光榮退休，期待已久，但每天還會在故宮博物院走

走，看看門。”他曾表示，希望去故宮研究院做研究，或者當一名故宮義工，“希望到

時面試官能手下留情”。他還說，故宮最大的底氣是400餘名已經退休的老專家依然在

工作崗位上發揮重要作用。另外，單霽翔退休的消息也引發網絡熱議，許多網友表示不

捨，“謝謝你讓更多年輕人愛上了故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劉俊海甘肅報道）52
歲的敦煌研究院院長王旭東接棒第七任故宮博物
院院長，作為單霽翔的繼任者，且在故宮即將迎
來600歲生日時接下重任，壓力可想而知。不
過，這不是王旭東第一次面對壓力。2014年12

月，48歲的王旭東接任敦煌研究院院長，成為敦
煌研究院的第四任院長。前三任院長“敦煌守護
神”常書鴻先生、“敦煌藝術導師”段文傑先
生、“敦煌的女兒”樊錦詩先生都可謂是德高望
重的名人，接掌重任，如何將敦煌文物保護好？
傳承好？王旭東曾說：“我的首要工作，是延續
上一屆班子的理念，不做顛覆性的工作。研究院
的工作原來有很多規劃，我要確保把規劃好的事
情順暢地做好。在這個基礎上，再談開拓創
新。”

王旭東1967年2月生於甘肅山丹，敦煌研究
院的工作人員孫志軍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王旭
東院長在任期間，最過人的在於管理，“開門辦
院”，力爭把敦煌研究院建設成國際一流的敦煌
學研究平台，推動敦煌保護和研究的國際化發
展。其間，邀請世界各國的專家、學者，特別是
年輕人來敦煌學習、工作，也為世界各國的年輕
人提供條件。也派院裡年輕人到世界各國去學習
交流，特別是歐洲發達國家。

據悉，單霽翔出生於 1954
年，畢業於清華大學建築學

院城市規劃與設計專業，師從兩
院院士吳良鏞教授，獲工學博士
學位。

他歷任北京市文物局局長、
房山區委書記、北京市規劃委員
會主任、國家文物局局長。

在中國國家文物局局長任上
10年後，單霽翔接過故宮帥印。
當時的故宮剛經歷“十重門”輿
論危機，亟待重塑形象。“我是
故宮第六任院長，每一任院長都
付出了極大的努力。”單霽翔曾
說，因為故宮太複雜，安全問題
至關重要，“平常說做一件事要
‘萬無一失’，我們是‘一失萬
無’。”

故宮開放面積擴至80%
單霽翔剛到故宮時，這座世

界上規模最大的古代宮殿建築群
的開放面積僅為30%，186萬餘件
文物藏品中99%沉睡庫房，來故
宮的觀眾雖多，但80%都是沿着
中軸線參觀古建，很少能接觸到
豐富多彩的文物。經過多方努
力，2014年故宮開放面積首次過
半，達到52%。2017年，開放面
積達到76%，去年“南大庫”傢

具館開放後故宮開放面積就已達
到80%。

單霽翔曾表示，有信心能夠
在2020年之前把所有的古建築修
完、對外開放。規劃到2025年故
宮博物院一百周年院慶時，能達
到85.02%的開放目標。

單霽翔還曾提到，當一個博
物館只拿出3%的文物進行陳列，
拿出30%的文物進行網上公示，
這對社會公眾是不負責任的。他
說，“故宮博物院文物展出比例
兩年內將遠遠突破目前的2%。今
年文物展陳比例達到總文物數量
的8%，明年達到12%，是我們故
宮人立下的‘軍令狀’。”

創意文化吸引年輕人
單霽翔曾表示，一座博物館

要想向普通觀眾，尤其是年輕
人，打開塵封的歷史，解讀經典
的文化，就需要用生動的、人們
喜聞樂見的“新方法”來加以表
達，採取新穎的形式、生動的語
言、豐富的內涵，傳遞出社會正
能量。

於是，近幾年故宮突然“好
玩”起來。2013年8月，故宮第
一次面向公眾徵集文化產品創
意，舉辦以“把故宮文化帶回

家”為主題的文創設計大賽。此
後，“奉旨旅行”行李牌、“朕
就是這樣漢子”摺扇、宮廷系列
口紅等各路萌系路線產品使600
歲的故宮以一種前所未有的姿態
變得年輕。故宮博物院的文創產
品收入在2017年就已達15億元人
民幣。“80後”和“90後”已成
為參觀“主力”，“00後”也緊
隨其後。

在“喚醒”了沉睡的宮殿和
文物之後，故宮還通過過大年展
“激活”了宮牆內的春節，“上
元之夜”更是史無前例地令觀眾
看到了夜間的紫禁城。單霽翔還
走上了電視節目講述文物故事。

2020年，是紫禁城的600歲
生日。故宮擁有的1,862,690件文
物，每一件都必須“光彩照
人”。“要把壯美的紫禁城完整
地交給下一個600年。”這是單
霽翔的心願。

關於退休生活，單霽翔回應
道，“光榮退休，期待已久，但
每天還會在故宮博物院走走，看
看門。”他還曾說，一輩子都不
想離開故宮，想去故宮研究院搞
搞研究，或者當一名故宮義工，
“到時候希望面試官手下留
情。”

敦煌研究院院長王旭東接棒

■王旭東（中白衫者）與“2015范長江行動甘肅
行”的港澳學子在敦煌莫高窟數字中心合影。

資料圖片

《《清明上河圖清明上河圖》》展展

■在單霽翔任院長期間，故宮在推動兩地合作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圖為北宋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在
2007年來港展出，吸引眾多人入場。 資料圖片

資料圖片

單霽翔單霽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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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說
長話

在距離女子世界盃還有兩個月的時候，中國女
足終於補齊了最強陣容。本屆大賽之前，中

國女足重新集結，球隊在繼續徵召頭號球星王霜的
基礎上，重新召回了譚茹殷、楊麗、宋端等大賽經
驗豐富的國腳。這幾名實力派球員的回歸，又讓球
迷對中國隊的世界盃之旅充滿期待。

四國賽模擬世界盃對手
此次武漢四國賽之前，中國女足在蘇州進行了

為期半個月的集訓。主帥賈秀全表示：“這次集訓
主要是針對阿爾加夫盃上戰術方面的問題，加強整
體銜接和攻防配合。”從武漢的兩場比賽中可以看
出，隊伍之間的整體配合有所進步，但是後防線的
整體速度和補防能力還需要再加強，否則面對像喀

麥隆這樣以進攻打法為主的球隊，在進球不
易的情況下，薄弱的後防線會給對手以可乘
之機。

本次大賽是今夏女子世界盃之前的最後
一次練兵。法國世界盃上，中國隊將與德
國、西班牙、南非同組競技。而四國賽上的
兩個對手俄羅斯和喀麥隆分別具有歐洲球隊
和非洲球隊的特點。據賈秀全的介紹，中國
隊希望同這兩支隊伍交手，來模擬世界盃上
的對手。

二十年前的美國世界盃，中國女足在決
賽12碼大戰中遺憾地敗在東道主的腳下。當

時，以孫雯、劉亞玲、高紅為代表的中國女足黃金
一代成為無數球迷心中最珍貴的記憶。

二十年後，以王霜和王珊珊為代表的“王炸組
合”再次集結。通過這次練兵，新一代的鏗鏘玫瑰
正式吹響了進軍法國世界盃的號角。四國賽後，賈
秀全表示，比賽達到了鍛煉的目的：“還是希望她
們能夠保持住這樣的狀態到世界盃。”

在國際足協最新一期公佈的世界排名中，中國
女足位列第16。但儘管如此，賈秀全依舊把最終目
標放到世界冠軍上：“球員要有一顆冠軍的心，盡
自己最大的努力，作最好的準備去努力實現目
標。” ■中新網

武漢女足四國賽落幕武漢女足四國賽落幕，，武漢姑娘王霜武漢姑娘王霜
在兩場比賽中雖然沒有進球在兩場比賽中雖然沒有進球，，但多次為隊但多次為隊
友送出好球友送出好球，，盤活了球隊的進攻盤活了球隊的進攻，，賽後她賽後她
表示自己還沒有達到最佳狀態表示自己還沒有達到最佳狀態。。

本次四國賽本次四國賽，，中國隊先後戰勝俄羅中國隊先後戰勝俄羅
斯斯、、喀麥隆贏得兩連勝喀麥隆贏得兩連勝。。賽後賽後，，王霜談得王霜談得
更多的是兩個月後將在法國開打的女足世更多的是兩個月後將在法國開打的女足世
界盃界盃。“。“我感覺自己沒有達到最佳狀態我感覺自己沒有達到最佳狀態，，
很明顯在移動方面比較沉很明顯在移動方面比較沉，，所以還是挺着所以還是挺着
急的急的，，後天又得回俱樂部了後天又得回俱樂部了，，可以與中國可以與中國
隊合練的時間沒有很多了隊合練的時間沒有很多了。”。”

據女足主教練賈秀全透露據女足主教練賈秀全透露，，本次四國賽本次四國賽
結束後球隊將在國內備戰結束後球隊將在國內備戰，，會安排教學比賽但會安排教學比賽但
不會再有公開熱身賽不會再有公開熱身賽。。王霜表示王霜表示，，在為巴黎聖在為巴黎聖
日耳門打完這個賽季後日耳門打完這個賽季後，，自己會盡早回國自己會盡早回國。。

““在巴黎聖日耳門屬於以賽代練在巴黎聖日耳門屬於以賽代練，，
不會有很大的訓練量不會有很大的訓練量，，通過比賽保持體通過比賽保持體
能狀況能狀況。。這次回去這次回去，，1313號會有和里號會有和里
昂的聯賽昂的聯賽，，這場球也基本上會確定這場球也基本上會確定
冠軍的歸屬冠軍的歸屬。。我會和俱樂部好好溝我會和俱樂部好好溝
通通，，盡早回來盡早回來，，趕上大家的步趕上大家的步
伐伐。”。”王霜說王霜說。。 ■■新華社新華社

在經歷了阿爾加夫盃墊底的尷尬之後在經歷了阿爾加夫盃墊底的尷尬之後，，中國女足終於以兩場勝利開中國女足終於以兩場勝利開

啟了衝刺女子世界盃的道路啟了衝刺女子世界盃的道路。。在在77日晚落幕的武漢女足四國賽上日晚落幕的武漢女足四國賽上，，中國中國

隊繼以隊繼以44：：11大勝俄羅斯之後大勝俄羅斯之後，，又以又以11：：00力克喀麥隆力克喀麥隆，，成功奪得該項賽事成功奪得該項賽事

的冠軍的冠軍。。

王霜：狀態未佳盼盡早歸隊

中新社杭州4
月8日電 第19屆
亞運會將於2022
年 9月 10日至25
日舉行，目前已

經確定競賽大項增至37個。8日，杭
州亞組委在其官網公佈該消息。

奧運項目新增馬術
杭州亞組委介紹，此次確定的37

個競賽大項與2017年9月份舉行的第
36屆亞奧理事會全體代表大會上初步
確定的34個杭州亞運會競賽項目相
比，在奧運項目上新增了馬術，非奧
運項目龍舟則作為分項併入奧運項目
中的皮划艇，同時新增克柔術、柔術
和板球3個非奧項目。

37個競賽大項包括：游泳、射

箭、田徑、羽毛球、籃球、拳擊、
皮划艇、自行車、馬術、擊劍、足
球、高爾夫、體操、手球、曲棍
球、柔道、現代五項、賽艇、7人
制橄欖球、帆船、射擊、乒乓球、
跆拳道、網球、鐵人三項、排球、
舉重、摔跤28個奧運項目和武術、
藤球、克柔術、柔術、板球、棋
類、輪滑、卡巴迪、壁球9個非奧
項目。

據悉，下一步，杭州亞組委將
根據2月21日巴黎奧組委提議的新
增項目（街舞、競技攀岩、衝浪、
滑板），以及亞奧理事會在杭州亞
運會協調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時提議
的競賽項目，按照項目屬性及設置
原則，與亞奧理事會和中國奧委會
共同商議後續項目的設置。

杭州亞運確定舉辦日期及37賽項 動感亞洲西貢站 劉蕙嫺封后
第十七屆Bonaqua Action X

動感亞洲越野跑步系列賽──西貢
站於日前結束。來自尼泊爾的猛將
Limbu Yamanath以1小時05分05
秒奪得全場總冠軍。而香港越野女
將劉蕙嫺（下圖）以1小時20分
14秒摘得女子桂冠。賽後，劉蕙
嫺喜出望外地說：“下坡的路段是
我比較弱的部分，所以也有點擔心
自己的表現，但幸好最後亦有發揮
平時訓練的水準，表現還不錯。”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中國女足主教練中國女足主教練
賈秀全賈秀全。。 新華社新華社

■■杭州市市長徐立毅杭州市市長徐立毅（（右二右二））去年在雅加達接過亞運會會旗去年在雅加達接過亞運會會旗。。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中國球員王珊珊中國球員王珊珊
（（右右））在比賽中攻在比賽中攻
門門。。 新華社新華社

■王霜賽後向
球迷致意。

新華社

■■夫妻倆和女兒的手夫妻倆和女兒的手，，跟新生兒一跟新生兒一
雙小腳交疊着雙小腳交疊着，，一家四口晒溫馨一家四口晒溫馨。。

江宏傑微博圖片江宏傑微博圖片

江宏傑福原愛兩年抱兩
一對乒乓球壇佳偶傳來喜

訊，江宏傑8日透過社交媒體宣
佈，他和福原愛第二胎愛的結晶已
在4月3日下午平安出世，他感謝
太太的辛苦，期許BB健康平安長
大。他們婚後於2017年10月喜得
千金，今次福原愛誕下兒子，四口
之家湊成一個“好”字。

英格蘭足總盃另一場準
決賽北京時間8日凌晨在溫布
萊球場戰罷，屈福特在落後狼
隊兩球下追和，更於加時憑迪
路菲奧入球絕殺 3：2，自
1984年後隊史上第二次晉身
英足盃決賽，5月18日將與曼

城決出冠軍。

連追兩球加時絕殺 35年再闖決賽
狼隊憑馬特杜靴迪和魯爾占美尼斯於36

和62分鐘的入波領先兩球；已無退路的屈福
特先於79分鐘由迪路菲奧破蛋；到補時2分
鐘，迪尼在狼隊禁區內被掃跌，球證經VAR
確認後判12碼，迪尼親自操刀建功助屈軍扳
平。到加時，屈福特氣勢明顯較佳，更由迪路

菲奧於104分鐘射入今場第2球協助球隊過
關。

屈福特領隊查維加西亞賽後十分興奮
說︰“這場比賽真的很艱難，但球員展示了自
己的個性，以及作為一支團隊的精神。”功臣
之一的迪尼道︰“我們不是最有質素的球隊，
但就算落後兩球也不會放棄，加上迪路菲奧後
備入替帶來了魔法。”

屈福特在英足盃晉級過程中一直由料於
今夏退役的36歲老將門神靴里奴高美斯把
關，首席門將賓科士打表示，就算領隊讓他於
決賽擔正也會拒絕落場，“高美斯值得於決賽
把關。”

眼看勝利從手中溜走，狼隊主帥紐奴慨
嘆︰“賽果令人很難接受，但我們要忘記傷
痛，續求進步。”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浩然

不不““屈屈””戰意反殺狼隊戰意反殺狼隊 終極黑馬等搶盃終極黑馬等搶盃
■■狼隊狼隊((白衫白衫))球員球員
對於這樣落敗感到對於這樣落敗感到
難以接受難以接受。。 路透社路透社

四國賽連挫俄羅斯喀麥隆奪冠四國賽連挫俄羅斯喀麥隆奪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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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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408 名山之城 中国 铜仁——意大利 那不勒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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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三 2019年4月10日 Wednesday, April 10,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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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癌癥康復中心國際癌癥康復中心
名中醫王淑霞教授專欄名中醫王淑霞教授專欄44----什麽叫癌症前病變什麽叫癌症前病變？？常見的有哪些常見的有哪些？？

《《周師傅專欄周師傅專欄88》》周師傅告訴周師傅告訴你你：：泊泊車車、、停車或暫停停車或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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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怎麼超車，否則容易出事。
今天我們來說一說泊車要註意的問題。

一，法律禁止在以下地方泊車、停
車和暫停。1，在人行道或人行橫道；2
，在交叉路口；3，在橋梁或隧道；4，
在鐵路交叉口（必須停在15英尺以外）
；5，在有禁止泊車標誌牌的地方；6，
以下泊車或暫停為非法：公共或私人門
前車道、救火栓15英尺以內、人行橫道
20英尺以內、交叉路口30英尺以內、
鐵路交叉路口50英尺以內、消防站20
英尺以內或馬路對面75英尺以內、有禁
止泊車或暫停的標牌的地方。

二，停車、停留或泊車。不是只有

開車時才會發生事故。有時車泊在不合
適的位置會造成車禍。當你離開你的車
時，一定要拉起剎車系統，熄滅引擎和
取出鑰匙。開門下車時須轉頭觀察後面
來車。

不要將車輛停留、停或泊在這些地
方：1，不能雙重泊車；2，人行道上；
3，十字路口；4，人行橫道上；5，不
能靠近安全島前後30英尺內泊車；6，
不能停在、泊在或停留在街道出口和障
礙物對面路邊，令你的車輛阻礙交通；
7，在橋上或高速公路的高建築物上或
隧道內；8，任何鐵軌上；9，任何有禁
止停車標誌的地方。切記：不要把車泊
在距離鐵軌50英尺的橫穿路軌的道路上
。

三，不要把車停在或停留在這些地
方：1，在公共車道或私人屋前小徑前
面；2，在消防栓周圍15英尺以內；3，
十字路口的人行橫道附近20英尺以內；
4，距離任何閃亮信號，停車標誌，讓

車路標或任何其他樹立在路邊的交通管
制信號30英尺以內；5，在任何消防局
進出口前後20英尺內或消防站進出口對
面75英尺內。

四，絕不要把你的車停在或泊在鋪
好的高速公路上。盡量泊在未鋪好的路
肩或沙地上。1，留下大量空間讓其他
車通過；2，確認其他車輛可以在200
英尺內清晰看見你的車輛；3，在夜晚
停車，打開停車燈火打開車前燈。

五，如果沒有殘疾人證件，請不要
泊在殘疾人士專用泊車位上。不要停泊
在殘疾人士泊車位旁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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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體正常細胞由增生開始到發展為
惡性腫瘤，都要經過一個從量變到質變
的過程。一般經過單純增生—不典型增
生---原位癌三個階段。在原位癌形成
之前的增生階段為癌前病變階段。
癌前病變，雖然尚不是癌，但其病理變
化易於癌變，且具有癌變的潛在可能性
的良性病變，如長期不治愈，即有可能
轉變為癌。因此，早期發現與及時治愈

癌前病變，對腫瘤的預防具有很重要的
實際意義。常見的癌前病變有以下幾種
：

1，老年性皮膚角化癥：多發生於面
部和手臂。

2，黏膜白斑：多發生於口唇、舌
尖、頰黏膜、陰莖、陰唇、陰道、宮頸
等部位。如白斑漸漸粗糙、突起、繼發
性潰瘍，就有可能是發生癌變。

3，經久不愈的慢性潰瘍、瘺管可
能癌變。

4，易受摩擦的足底、手掌、頸部
等處的色素痣突然增大、顏色加深、發
炎、脫毛、疼痛等現象出現，有惡變的
可能。

5，乳腺囊性增生病：多見於中老
年婦女，如乳腺組織增生，有多個大小
不等的結節，伴有壓痛苦，應予註意。

6，乳腺纖維瘤：乳腺導管內乳頭
狀瘤亦有癌變可能。

7，食管、賁門黏膜上皮增生可能
轉化為癌。增生性病變經適當治療，建
議最好采用國際癌癥康復中心的純天然
蛇精01膠囊，有81.4%可能使其逐漸恢
復。

8，如經久不愈的慢性胃潰瘍，尤
其是胼砥型潰瘍，可能會發生癌變。萎
縮性胃炎、肥大型胃炎有癌變的危險。

9， 如胃、小腸、結腸和直腸息肉
，特別是多發性息肉更容易癌變（約占
50%--60%）。

10，宮頸糜爛與宮頸癌有著密切的
關系，極易發生病變。

11， 如睪丸異位、睪丸下降不全或
隱睪，易發生精原細胞癌。

12，葡萄胎：有惡變為惡性葡萄胎
的，亦有惡變為滋養葉細胞癌。

13，包皮過長或包莖：易發生陰莖
癌。

14，少數慢性遷延性病毒性肝炎及
肝硬化者可轉變為肝癌。

15，某些良性腫瘤，如肺玻璃影結
節，今年亞洲由於空氣汙染，肺玻璃影
結節癌變為肺癌的比例增加，如皮膚乳
頭狀瘤，多發性神經纖維瘤等，有很大
比例可能會癌變。
以上所述為部分癌變前的病癥，也不見
得都會癌變。所以，無需恐懼，但為了
引起註意，應早日就醫，防止癌變。

癌癥能自行消退嗎？

臨床所見有許多疾病未經治療就能
自然痊愈，那麽癌是不是也能自然痊愈
呢？實踐證明，有些腫瘤病人未經醫治
腫瘤就能自然消失。全世界已經有許多
關於不同種類的惡性腫瘤自行消退的報
導。其中最常見的是兒童的神經母細胞
瘤，膀胱及腎細胞癌、乳腺癌、皮膚癌
，早期經治療後也有自行消退的，但據
統計，10萬個病例中，就有一個惡性腫
瘤自行消退者。

無論是人類還是動物的肌體，都具
有抗癌能力，一旦患有癌癥，肌體就會
動員全部力量同癌鬥爭，如果肌體抵抗
力處於優勢，癌癥就可能被消滅，自行
消退。對動物癌病觀察證明，誘發性癌
病不經任何治療並非罕見，但這種情況
主要見於腫瘤很小的早期，晚期自愈者
很少見。國際癌癥康復中心的王淑霞教
授50年來一直從事中醫自然療法治療腫
瘤臨床研究，她說：自然療法並非直接
殺傷或殺死癌細胞，二手增加了身體的
抵抗癌的能力。這種抵抗能力或阻止癌
細胞的生長轉移，逐漸逆轉以正常細胞
取而代之。或者把癌細胞轉化為正常細
胞，多年的研究獲得了成功、使無數臨

近死亡的癌癥又生存了多年，經過她精
心治療的晚期肺癌淋巴轉移的病人最長
存活26年之久。

這充分證明增強自身的抵抗力，在
癌病防治的作用下，決不能等它自行消
退，請積極尋找自然療法專業治療腫瘤
的專家或中西醫結合治療癌癥生存的新
途徑。
自2019年4月1日起每個周六上午10-12
點免費聽取腫瘤糖尿病專家的講座。免
費預約檢測血糖治療前和治療後的結果
。國際癌癥康復中心將組織腫瘤、糖尿
病康復俱樂部，定期開展保健飲食、運
動健康講座。

（本文由國際癌癥康復中心主任、
名中醫、著名資深中醫腫瘤權威王淑霞
醫學博士提供。此專欄未經作者本人同
意，不得轉載。）

國際癌癥康復中心
預約報名電話：702-526-6288；聯系

電話：281-818-7928.
地址：7505 Fannin St, ste 120,

Houston, TX77054（德州醫療中心）
網址：www.icrc-houston.com

周師傅周師傅

在深圳，最好的工作不是腾讯或华为

工程师，也不是创业项目的创始人，而是

房东，哪怕是个二手房东。

2018年，深圳GDP突破2.4万亿元，

经济总量居亚洲城市前五，仅次于东京、

上海、北京、新加坡。但是，房价也在节

节攀升，均价已经在6万左右，一个越来

越突出的事实是：住在深圳，也越来越不

容易了。

老周是江西人，来深圳20年，前10

年都在打工。自己曾经也创过业，和别人

一起做电子元器件，开工厂，但是2008

年金融危机的影响，投资的100多万打了

水漂。最后一无所获，还欠了一屁股债。

刚好有老乡是做房地产的，于是他成为了

二手房东。据他说还有三手甚至四手的房

东，但那样利润很薄。

二手房东分很多种：有专门做正规小

区和公寓的，比如自如；有专门做农民房

的，比如老周。有的是专门做旧厂房改造

的，有的是专门做办公室出租的。办公室

和厂房的出租利润会比住房要高很多。但

是做厂房和办公室的人太多了，开公司的

只有那么多，所以竞争会比较激烈。

深圳是中国最特殊的一个城市，面积

小，外来人口多，几乎没有本地人。深圳

的土地面积只有1997平方公里，而上海

6300多平方公里，北京16800多平方公里

，广州7300多平方公里。深圳大概是北

京的八分之一，上海、广州的三分之一。

在目前常住的2500多万人口里面，真正

土生土长的深圳本地人，据说不超过80

万，绝大部分都是外来人口。在深圳开放

建设的过程中，很多本土农民趁机在自己

土地上修建了农民房，一般没有规划，

3-10层，装修简单粗糙，几乎没有管理，

但价格便宜，比正规小区便宜至少50%以

上。深受欢迎。

发展到现在，房东的来源主要以本地

人为主，也有在其他行业里面赚了钱，然

后自己修楼或者是买楼的，也有在外地赚

了很多不能说的钱，跑到深圳这边来买楼

的。而拥有这些房子产权的房东，很多自

己已经移民到国外，即使留在深圳的，每

一天要做的事就是打牌，吃喝玩乐或者是

做其他投资。所以大部分人都不会自己来

管这些楼。据老周预估，整个深圳有50

万栋这样的楼。于是二手房东这个职业就

诞生了。

老周拒绝融资，也不需要股东和合伙

人，他觉得这些事情太麻烦了，现在唯一

要做的就是找到新的房子，改装改造。他

的房子不担心甲醛的问题，因为没有那么

多的家具，只是简单的做一些贴瓷砖或者

是刮墙这样的工作，再配一些电器。然后

张贴小广告，或者是交给身边的人去出租

。请一个水电工1万块钱一个月，负责所

有楼层所有房间的水电的维修。

在他看来，像自如那样的公司，之所

以会惹那么多麻烦，是因为他们的房子装

修搞得太复杂，链条太长，想赚太多钱，

心太大。“他们已经不是租房的公司了。

”

老周一般是把整栋楼都包下来，然后

开始装修改造。一般房东会和二手房东签

六年或者八年的合同。或者是6+4的合同

。前面六年每一年会涨5%。后面的房租

就要再约定，或者也直接约定好。如果房

东提前毁约，就需要赔相应的资金给到二

手房东。这个投资盈利周期比较长，一般

前三年是成本，后三年是利润。时间长的

话，可能前面四年是成本，后面四年是利

润，成本利润基本上都是五五开。

在他看来，做出租房的思想要超前一

些，比如8年前，老周就给他承租的农民

房装了视频监控和门禁。这样每一间房会

比周边的贵50-100块钱。现在的年轻人越

来越注重享受，更看重租房的设施，所以

很多老旧农民房拿过来之后，都要进行装

修改造，包括加装电梯等各种的方案。一

部便宜的电梯只要15到20万。以六年来

算的话，一年大概的成本在2到3万左右

。每一个月的成本大概在2000多块钱。

平摊到每一个住户的头上，每一个月成本

只需要多出100块钱。但这样的房子，会

比没有电梯的受欢迎很多，多租150-200

块，又多一笔利润。

他不用任何的软件管理系统。全部靠

计算器和账本来记载，收房租靠是支付宝

或者微信。他是最忙的就是刚收房的前三

个月，其实后面的事儿都很清闲。老周刚

刚生了一场病，因为刚刚收了一栋8层的

楼房，预计在三个月之内改装完毕，他要

抢在明年春节开工之前把楼全部整好，然

后出租出去，如果是这个时间不能完成的

话，每一个月损失的都是白花花的银子。

几乎一天 24小

时都在工地了

。

老周不担

心房子难出租

，90-95后的年

轻人越来越注

重享受，市区

房价越来越高

，公司越搬越

远。现在的 90

后尤其是 95后

后的流水线工

人，即使没钱

都会特别注重

享受的。在郊

区的工厂，都是有宿舍的，但是大多数年

轻人都不住工厂，自己租房。他们并不会

选择比较便宜的房子，一定要住设施完备

的公寓。相当就是工厂的中层和高层管理

住的房间。

深圳市区的房租会越来越贵，不断的

把人和公司往郊区赶，有很多小公司就会

集体迁移到坪山等地。这样他们的员工就

需要重新租房子。也有的公司会把总部设

在观内，这样体面一些，但是分布或者是

大部分人会放在郊区，这样就拉动了郊区

房子的出租。

在比较偏僻的深圳郊区坪山等地，一

般一个房间15-20个平方，有空调彩电等

一切家电设施，有卫生间，有厨房，大概

每个月只需要500到600块;如果是六约等

地铁口的，可能会到700-800块左右。但

同样的面积，如果是在市区的福田或者南

山的话，大概需要2000-2500块钱左右。

如果是一室一厅，已经在5000块往上了

。

老周夫妻两个人管理着八栋楼。有三

四百户。但他不愿意详细说自己的收益，

只是说每一个季度的利润30-50万区间。

“关键是不用交税。”以他在深圳布吉盘

下很旧的一栋小楼为例，一共3层，每层

3间房。以前二三层大概出租3000，一楼

光线差，要便宜些，整个合起来就8000

块。老周把进行改造装修，加装电器，挂

墙。现在每一层可以多收1500。一个月这

栋楼就会有3000-4000块钱的利润。一栋

小楼一年就有40000块左右的利润。这还

只是他承包的最小的一栋楼。

老周尽量让自己的物业分散在各个村

和各个片区，而不是集中在某一个村或某

一个片区，这样目标太大，很容易引起别

人的关注。甚至引来相关管理人员的勒索

和敲诈。他不愿意惹这个麻烦。

但是到了2018年，他感觉拖欠房租

的人，比之前多多了，有一个房客开着一

辆奔驰，但是会因为1000块钱的房租和

他墨迹很久，后来他实在受不了了，开口

骂他，但是别人根本不在乎。不过，一般

如果押金和房客欠的房租差不多快要相抵

的时候，他就会让对方强行离开。

他也遇到过各种扯皮的事，很多都是

因为房东的家庭纠纷引起的，比如说他认

识一个广东的潮汕人，他有两个女儿，说

好每一个女儿分一栋房子来收租，但这个

潮汕人，后来包了一个四川的二奶，给他

生了一个儿子。于是平衡被打破了，这个

潮汕人就想把房子收回来，重新分配，然

后这就引发了家庭的矛盾，直接导致了他

和老周的合同不能正常履行，潮汕人给老

周赔了一笔钱。让他拿钱走人。最后把最

好的一栋楼，分给了自己的儿子。

许多房二代唯一的事情就是消费。他

认识的一个布吉的房东，一儿一女，有3

栋房子，儿子负责收两栋房子的房租，女

儿收一栋房子的房租。女儿开着一辆跑车

。高中毕业后，在本地村里企业里面做文

员，一个7000块，买化妆品都不够，就

是为了打发时间，然后全球各地旅游，买

各种的包和鞋子衣服等奢侈品。

那个儿子高中都没考上，读了私立学

校，没考上大学，弄到英国勉强读完一个

野鸡大学回来，一天班都没上过，回来之

后自己注册了家金融公司，挂着CEO的

头衔，其实啥生意也没做，每天就是泡妞

喝酒玩车。前几天看他朋友圈，说是一瓶

洋酒，叫什么康地的，花了他20万。

（注：应该是罗曼尼康帝）每年几乎都会

换车，玛莎拉蒂法拉利等玩腻了，就开始

玩改装车，半夜布吉街头扰民的改装车，

基本都是他们圈子里的。因为年轻又有钱

，无数的女人自动上门，他说自己玩得肾

亏，“谁不想找个多金有钱的。这些房二

代只要不赌博吸毒，几代人都够吃了。谁

还奋斗啊。”

他觉得最惨的就是所谓白领阶层，受

了各种高等教育，每个月拿着几千到几万

的工资，每天六七点钟就得起来挤地铁或

公交，来回奔波，然后晚上披星戴月的赶

回去，还要自己做饭。还看不上其他行业

，觉得别人生活没有品位，没有品质。最

后都是交了房租和房贷。忙到30-40岁，

也就是个打工仔。这就是人生的差距，这

种鸿沟永远没有办法逾越。

老周心疼他们不容易，自己也经历过

这些，但是他不会和租客做朋友，“对于

那些单身的女性经常带不同的异性回来，

他们会重点的监控。在合适的时候会请他

们走人，因为每一个房东都有相应的治安

的职责和义务。他要的是赚钱，不想无事

生非。

“永远不要和你的房客做朋友。我就

是个商人，在商言商，到月到时间就交房

租，交不上房租你就走人，仅此而已。”

“我今年赚了200万”
一个深圳二手房东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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