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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當日，“，“科學科學””號科考船搭載的號科考船搭載的““發現發現””號遙控無人潛水器繼續對西太平洋號遙控無人潛水器繼續對西太平洋
馬裏亞納海溝南側的系列海山展開精細調查馬裏亞納海溝南側的系列海山展開精細調查，，並采集到豐富生物樣品並采集到豐富生物樣品。。這是這是““發發
現現””號遙控無人潛水器采集到的深海蟹號遙控無人潛水器采集到的深海蟹。。

藝術家打造世界最大沙雕藝術家打造世界最大沙雕 挑戰吉尼斯紀錄挑戰吉尼斯紀錄

德國呂根島的賓茲沙雕藝術節上德國呂根島的賓茲沙雕藝術節上，，壹支藝術家團隊正在創作壹支藝術家團隊正在創作““世界上最大世界上最大
的沙堡的沙堡”。”。據悉據悉，，這座高達這座高達1717..55米的沙雕城堡將挑戰吉尼斯世界紀錄米的沙雕城堡將挑戰吉尼斯世界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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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商用激活10萬億大市場
電信移動聯通廣電四分天下

5G時代真的闊步到來了。昨天，工

信部向中國電信、中國移動、中國聯通

以及中國廣電發放了5G商用牌照，這意

味著中國跨越預商用階段，提前至少半

年直接進入5G正式商用。從原來的三國

爭霸到這次的四分天下，中國廣電獲得

的5G牌照將使得運營商競爭加劇，而消

費者有望獲得更多提速降費的好處。

中國通信產業從跟隨到領跑
經歷了1G空白、2G跟隨、3G突破

、4G 並行之後，5G 時代中國迎來了

“領跑”的歷史機遇期。

“在3G時代的國際專利技術中心，

中國專利只有約7%，到了4G時代已經

升至20%上下，如今步入5G時代，屬於

中國的專利占比已經超過30%。”北京

郵電大學信息經濟與競爭力研究中心主

任曾劍秋介紹。

他表示，僅以華為為例，其5G專利

技術就有2000余項，這個數字已經超過

了美國高通，高居全球各企業之首。

相比4G，5G有更高的帶寬速率，

比4G快20倍；有更大容量的網絡連接

，每平方公裏最大連接數是4G的百倍；

有更低的時延，從4G的十幾毫秒降低至

用戶難以察覺的壹毫秒。

高科技是大國博弈必爭之地，而5G

正是站在金字塔頂端的核心技術之壹。

在曾劍秋看來，中國此前通訊領域

收取的專利費少，向國外企業繳納的專

利費多，屬於“入不敷出”階段。而到

5G時代，中國躍升為專利大戶，真正實

現從跟隨到領跑。“粗略估算來看，未

來華為收取的專利費至少有能力與高通

持平。”曾劍秋說。

從智慧城市、數字健康到自動駕駛

，5G的到來，也將開始驅動眾多行業展

開新壹輪技術創新。5G的市場將有多龐

大？工信部此前發布的《5G經濟社會影

響白皮書》給出權威答案：按照2020年

5G才大規模商用算起，預計2020年至

2025年期間，中國5G發展將直接帶動經

濟總產出10.6萬億元，直接創造經濟增

加值3.3萬億元，造就直接就業崗位達

310萬個。

北京大型5G基站超4400座
從故宮、天安門廣場，再到CBD、

金融街，還有人群密集的回龍觀大型居

民社區……不經意間，5G基站已經如雨

後春筍般悄然布設。

科技的進步也讓5G基站擺脫了傻大

黑粗的形象。相比4G基站，5G基站的

體積下降到原來的1/3，只有裝文件的手

提箱大，約20公斤重，不需要大型鐵塔

，可以隨意地裝在電線桿、路燈桿上，

或者掛在墻上。

5G時代迎面而來，信號好不好成了

市民最關註的問題。作為統壹的5G基站

建設者，鐵塔公司透露，目前北京的大

型5G基站已經建好了4400多座。

昨天，中國移動表示，將加快5G網

絡部署，打造全球規模最大的5G網絡，

今年9月底前會在超過40個城市提供5G

服務，客戶“不換卡”“不換號”就可

開通5G服務。

5G將帶來萬物互聯的新時代。“無

人駕駛也許還遠，但是在非公共道路區

域，比如地庫內，初級的自動駕駛將有

望很快實現，車輛借助5G網絡可自動入

庫停車，大家也不必再在悶熱的地庫埋

頭找車，系統壹鍵呼喚，您的愛車在5

分鐘內就能開到地庫出口。”通信產業

專家項立剛說，在超高清視頻、AR和

VR等領域，壹批5G應用很快將付諸現

實。

事實上，5G已經展現出超強實力。

近日延慶世園會有觀眾突發心梗，北醫

三院的專家很快遠程會診給出治療方案

，正得益於聯通5G+AR遠程術前指導和

遠程急救系統的應用。未來，千裏之外

的專家就能為山村中的病患看急診了。

市民不必著急換5G手機
5G商用後，手機價格和套餐資費會

不會很高？

對此，專家分析，新壹代通信技術

的出現，意味著資費會大幅降低，而絕

非上漲。項立剛介紹，2G時代1GB流量

的價格約為1萬元，3G時代1GB流量大

約是500元，4G時代的1GB流量已經降

到8元上下。他認為，5G時代初期的套

餐流量價格會在1GB10元左右，但很快

會降至1元上下。

曾劍秋也認為，預計到2021年初，5G

套餐的1GB流量均價會降到0.5元左右。

隨著4G時代消費者對手機大同小異

的審美疲勞，全球手機出貨量已連降6

個季度。5G新時代，則有望迎來手機銷

售的井噴式新高潮。

中國聯通終端副總經理陳豐偉預測，

今年我國5G手機的銷量預計將達到1000

萬部，明年則會輕易突破1億部，占到

市場容量的26%。而達成這壹目標的秘

訣就在於降價。

雖然目前5G手機基本在萬元以上，

但價格有望很快回落。項立剛提醒市民，

此前韓國和美國在5G商用後公眾只有壹

兩款5G手機可選，而我國已有華為、中

興、OPPO、vivo、小米、壹加、聯想等

眾多企業備好了十幾款5G手機，如此激

烈的競爭，將使其價格很快大幅降低。

中國移動終端公司副總經理汪恒江

也分析，預計到今年年底前，主流5G手

機價格就將在5000元上下徘徊。

業界預測，到明年下半年兩三千元

的5G手機有望大量上市，因此，除了

“追新”壹族外，普通消費者可以先別

著急上手5G手機。

美聯儲掀起全球新壹輪降息潮，歐洲央行：“我們不跟”
綜合報導 全球多國掀起的這輪降息大潮仍在持續，

美聯儲釋放寬松貨幣信號，澳洲、印度央行先後宣布降

息，而歐洲央行卻選擇“按兵不動”。北京時間6月6

日晚，歐洲中央銀行在例行貨幣政策會議後發表聲明稱

，繼續維持歐元區主導利率為零的水平不變。

歐洲央行理事會宣布，將維持主要再融資利率

0%，邊際貸款利率0.25%和隔夜存款利率-0.40%不

變。同時，歐洲央行理事會預計，將歐洲央行的主

要利率至少維持到2020年上半年，以確保通貨膨脹

在中期持續收窄至低於或接近2%的水平。

在新定向長期再融資操作(TLTRO)方面，歐洲

央行理事會決定，每壹次TLTRO操作的利率將設

定為比歐元區主要再融資平均利率高出10個基點。

對於那些符合條件的凈貸款超過基準利率的銀行，

TLTRO III適用的利率將更低，可低至在存款便利

利率平均利率上加10個基點。

歐洲央行宣布利率決議後，歐元匯率應聲上漲，

截至發稿時，歐元兌美元短線上漲至日高1.1269，

漲逾40點；股市方面，歐洲Stoxx600指數抹去此前

漲幅，德國DAX指數短線下挫近50點。

實際上，此前大多數經濟學家已有預測，歐洲央

行可能會繼續“按兵不動”同時維持其寬松政策的傾

向，並且要到2021年才會進行首次升息。他們還預

計歐洲央行的下壹個政策舉措是放松而非收緊政策。

“由於普遍存在的不確定性已經削弱貿易，歐

洲央行和美聯儲等大型央行似乎已經放棄了收緊政

策的計劃，市場目前已經為迎接寬松貨幣政策做好

準備。”路透社6日發表文章說。

6月4日，美聯儲主席鮑威爾表示，美聯儲正

密切關註當前貿易局勢發展及其對美國經濟前景的

影響，並會在適當時侯采取行動支持經濟繼續增長

。雖然鮑威爾沒有明言今年可能降息，但聖路易斯

聯儲主席布拉德於6月3日發表的利率可能快將下調的

言論，使更多投資者相信美聯儲會於今年內降息。

近期，市場對於美聯儲的降息預期快速升溫，尤其

在布拉德和鮑威爾的表態後，市場普遍預計年內有2-3

次降息，年內至少降息壹次的概率壹度上升到98%。

6月4日，澳大利亞央行宣布降息25個基點，現金

基準利率下調至1.25%，並創歷史新低。值得註意的是

，這是澳大利亞央行近三年來首次降息，此舉是為了應

對疲弱的通脹和經濟增長，以及不斷上升的失業率。

據每日經濟新聞報道，在澳聯儲今日宣布降息

之前，5月以來已有壹些國家的央行有所動作，其

中包括：5月7日馬來西亞央行宣布將隔夜政策利

率下調25個基點，由3.25%降至3%；5月8日新西

蘭聯儲宣布降息25個基點至1.5%，為新西蘭歷史

上的最低水平；5月9日，菲律賓央行把關鍵利率

下調25個基點至4.25%，為2016年以來首次降息。

此外，市場預計印度央行將在本月的貨幣政策會議

上連續三次降息。

6日，印度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公布利率決議，宣

布將回購利率下調25基點至5.75%，並將貨幣政策立場

由“中性”改為“寬松”，維持存款儲備金率4%不

變。這也是繼2月和4月後，印度央行年內第三次降息。

對於中國是否會迎來“降準”，國盛證券預計

，美聯儲降息通道打開，無疑為我國貨幣政策寬松

進壹步釋放了空間，具體到6月，鑒於短期流動性

沖擊較大，央行可能窗口指導大行買入中小行的同

業存單和二級債，中期借貸便利(MLF)有望加量續

作甚至降價(下調)，6月降準可能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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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 乡 广 东
主办 : 广东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

       5 月 30 日下午，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黄宁生

在广州会见了来粤参访的第九届世界华侨华人社

团联谊大会部分代表访问团。黄宁生向访问团介绍

了新中国成立 70 年特别是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广东

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感谢海外华侨华人作出的积极

贡献。他强调，当前广东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对广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努力开

创新时代改革开放新局面，奋力实现“四个走在全

国前列”、当好“两个重要窗口”。希望海外华侨

华人发挥实力雄厚、融通中外等优势，积极参与和

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广泛

传播开放融通、互利共赢理念，促进中外交流合作；

积极到广东考察交流、创新创业，共享共促广东新

一轮改革发展；讲好中国故事，传承中华优秀文化，

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推动者实践者；发挥表率作用，广泛团结服务侨胞

侨团，做海外和谐侨社建设的模范和带头人。

       第九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于 5 月 29

日在北京召开。大会以“拥抱新时代共圆中国梦”

为主题，来自世界各地的 450 多位华侨华人社团

负责人出席。会后与会代表分赴有关省市参观交

流，其中来自 31 个国家的 70 位代表到广州、深

圳参访，实地考察了解改革开放成就和粤港澳大

湾区建设等情况。（南方日报记者 王聪）

      端午节是中国的传统佳节，全国各

地在端午节这天都有着丰富多彩的节庆

活动。端午节习俗甚多，因地域不同

而又存在着习俗内容或习俗细节上的

差异，各地过法虽不尽相同，但划龙船、

食粽子是普遍习俗。 端午节通过传统

民俗活动展演，既能丰富群众精神文

化生活，又能很好的传承和弘扬传统

文化 。

      端午节，为每年农历五月初五，又

称端阳节、午日节、天中节、龙舟节等

等。端午节是古已有之的民俗大节，起

源于中国，最初是古代百越地区崇拜龙

图腾的部族举行图腾祭祀的节日，亦有

起源于恶月恶日、夏季时令、蓄兰沐浴

以及纪念屈原、伍子胥、曹娥等说法。 

总的来说，端午起源于南方百越，把农

历五月五日视为“恶月恶日”起于北方，

注入夏季时令“祛病防疫”风尚，附会

纪念屈原跳江自尽等历史人物纪念内容，

最后形成端午节文化相沿迄今。

     端午节与春节、清明节、中秋节并称

为中国民间的四大传统节日。2006年5 月，

国务院将其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 ;2009 年 9 月，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正式审议并批准中国端午节列入世

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端午节成为中国首

个入选世界非遗的节日。

5月12日第四届九江双蒸龙舟联赛龙舟锦标赛。 

佛山日报 吕润致 摄

       龙舟赛在广州至少有上千年的历史。每年端

午节 , 都要举办端午赛龙舟的活动。早期赛龙舟

只是一种宫庭活动。到了明、清两代 , 广州是龙

舟竞渡的鼎盛期。而古时广州龙舟竞渡与今天不

同 , 是“舟大人多”, 一种艺术性很强的群众艺术

活动。正如屈大均当年所形容的 :“舟龙长十余

丈 , 高六七尺 , 龙须去水二尺 , 龙额与项坐六七人 ,

中有锦亭 , 坐倍之。旗者、盖者、钲鼓者、挥桡

击楫者 , 不下七八十人。”有的龙舟 ,“上建五丈

樯 , 樯上有台阁二重 , 中有五轮阁一重 , 下有平台

一重。每重有杂剧五十余种 , 童子凡八十余人。”

而现在则是舟小人少。龙舟竞渡变成了一种体育

竞技比赛活动。

       赛龙舟在中国南方沿海一带十分盛行，传出国

外后深受各国人民喜爱并形成了国际比赛。广东各

地素有划龙舟习俗，每年端午节前后，广东全省

城乡均开展这一活动，尤以东莞、顺德等地为最。

广州郊区珠江河面上也举办赛事，在美丽的珠江

河面上，1995 年起 , 每年都举办了广州国际龙舟

邀请赛。来自广州市和全国各地 , 乃至美国、澳大

利亚、新加坡、加拿大等国家地区的几十条龙舟 ,

在珠江上荡舟参赛，时间长达几个小时之久。

端午赛龙舟

共享共促广东新一轮改革发展
黄宁生会见第九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代表访粤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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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閻鐵魯萌生了製作一
幅巨型剪紙，創造中國殘疾人剪紙
之最的想法。經過層層篩選，他最
後確定把《洛神賦圖》這一歷史題
材作為自己的創作目標。

《洛神賦圖》長卷人物眾多，
變化各異，栩栩如生，而且線條流
暢，表現細膩。想要通過剪紙藝術
將它剪製呈現出來，難度極高，需
要有頑強的毅力和精湛的技藝才能
做到，這對閻鐵魯的身體和精力都
是極大的考驗。

為此，閻鐵魯不分晝夜地查閱

資料、繪製草案。為使《洛神賦
圖》符合當時的歷史和文化背景，
他還花幾千元人民幣買了《中國文
化遺產》等書來細細鑽研。

歷時15個月完成
為完美呈現山巒輪廓，閻鐵魯

還到威海，在朋友的幫助下爬到山
頂觀看山勢起伏。功夫不負有心
人，歷經15個月，2001年，閻鐵
魯終於把長11.5米、寬54厘米的
《洛神賦圖》巨幅聯體剪紙創作出
來了。

閻鐵魯 2歲便被父母送到膠東姥姥
家，他表示：“當年膠東農村藝術

氛圍很濃，家家戶戶都有一門手藝。小時
候，小姨拿起剪子幾下就能剪出小花或小
動物給我玩，別提多高興了，那時候就在
心裡種下了剪紙的種子。”

和別的小朋友不同，出生僅八個月就
患先天性小兒麻痹的閻鐵魯的活動範圍只
能在家裡，慢慢地他開始跟着姥姥和村裡
的老人學習剪紙打發時間，五六歲時就能
剪出精美的剪紙作品了。17歲被接回濟
南後，他也一直沒有放下剪紙。有時，一
些單位還帶着紙來到他家定製作品，然後
拿回去做展覽。

義買作品助血癌患者
為維持生計，閻鐵魯做過很多種工

作。上世紀90年代，他在街邊支起一個
小攤，幹起了家電維修。艱辛的生活，殘
疾的身體，給予他超乎常人的磨練，也給
予他取之不盡的創作素材。

有一天，閻鐵魯在報紙上看到，知名
畫家馬海方為救一位患白血病的姑娘在濟
南做義賣，於是就帶着自己的兩幅作品來
到現場，想要為善行義舉出一分力。當馬
海方看到閻鐵魯的剪紙作品《姜太公》和
《李清照》時大為驚歎，知名畫家孔維克

等也表示他的作品形式新穎，藝術價值很
高。

馬海方還勉勵閻鐵魯：“這麼好的手
藝別搞家電維修了，好好發展為國家留下
點東西。”

對此，他說，1980年左右，他看到
身邊的人不再關注傳統剪紙藝術，心裡很
苦悶，就想改變下創作題材和表現形式。
於是他就開始剪長60厘米、寬40厘米左
右的作品，然後鑲起來做成裝飾品。“一
次偶然的機會，我從連環畫上看到王冕求
學的故事，心裡覺得跟我的成長很貼切，
就想用剪紙的形式把這個故事講出來。”

閻鐵魯表示，有了想法，他每天兩耳
不聞窗外事，一心撲在構圖設計上，經過
不斷研究改進，終於剪出了《王冕賞
梅》。此後，閻鐵魯剪出的人物和故事越
來越多。

喜為人物作品配詩詞
閻鐵魯喜歡在人物作品中附上他們的

詩詞名句，比如李清照的“生當作人傑，
死亦為鬼雄”、岳飛的“三十功名塵與
土，八千里路雲和月”以及文天祥的“人
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他說：“我從小就仰慕這些古人的風
骨和氣節，他們的言行一直激勵着我。”

巧剪巧剪重塑經典重塑經典
紙間紙間深藏風骨深藏風骨
山東老藝人深挖傳統文化 創新題材獨闢蹊徑

69歲的山東濟南剪紙傳承人閻鐵魯，從小在姥姥的熏陶下開始學習剪

紙。雖然因患小兒麻痹導致雙下肢嚴重殘疾，一生只能與輪椅為伴，但他從未

放棄對剪紙藝術的追求。幾十年來，閻鐵魯不斷深挖傳統文化，從書畫名作中

汲取營養，勇於創新，獨闢蹊徑，以剪紙重新表達經典畫作、古代人物及故事，創作了

《王冕賞梅》、《李清照》、《洛神賦圖》等優秀作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臥龍 山東報道

力求藝術極致 作巨幅《洛神賦圖》

■■閻鐵魯展閻鐵魯展示示《《洛神賦圖洛神賦圖》》等等巨巨
幅聯體剪紙作品影印圖幅聯體剪紙作品影印圖。。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臥龍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臥龍攝攝

■■ 閻鐵魯和妻子展示閻鐵魯和妻子展示《《八仙過海八仙過海》》剪紙剪紙
作品作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臥龍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臥龍攝攝

■兩版兩版《《李清照李清照》》作品影印圖作品影印圖。。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臥龍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臥龍攝攝

■十二生肖剪紙作品十二生肖剪紙作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臥龍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臥龍攝攝

近年來，閻鐵魯經常到社區、
學校講剪紙知識教剪紙技藝。他希
望剪紙藝術能夠再次回到大家的視
線中來，成為生活的一部分。

“從事剪紙的朋友們也都在搞
創新，想把這門手藝傳承下去，這
是好的。但是我希望包括剪紙藝人
在內的所有人都能夠真正做到尊重
傳統藝術，守護好底線。傳承在於

尊重藝術、尊重創新。”閻鐵魯
說。據閻鐵魯介紹，很多文創企業
盜用他的設計和創意，他一直在進
行維權活動。

他說：“每次有新的設計，我
都會申請版權保護。非遺不是商
品，更不能成為黑心企業牟利的工
具，希望有關部門能夠重視這一
點，保護我們的創新成果。”

盼尊重傳統藝術 保護創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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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名廠Konami 為慶
祝成立50周年，推出三款收
錄經典名作的懷舊合輯，第
一作是以街機動作及射擊遊
戲為主，而第二作《惡魔城
周年合輯》亦已於 PS4、
Xbox One及Switch上發售，
它包含了紅白機、超任、
Mega Drive以至Gameboy的
八款《惡魔城》遊戲，幾乎
每集都是講述貝蒙一族惡鬥
吸血鬼；最吸引自然是MD
版《Vampire Killer》和紅白
機的《Q版惡魔城》。第三
作《魂斗羅周年合輯》則預
定稍後應市。Switch最近亦
推出了Ubisoft的《刺客教條

3重製版》，Capcom也宣佈
今夏會在 Switch 重出初代
《惡魔獵人》。

另外，被微軟收歸旗下
的Mojang近日發放全新手機
遊戲《Minecraft Earth》的
宣傳片，簡言之這遊戲是類
似《Pokemon Go》玩法的
《Minecraft》，在AR（擴張
實境）支援下於現實世界找
尋敵人來攻擊，或拾取材料
築起自己陣地給其他玩家欣
賞；此App預定今夏舉行Be-
ta Test。早前微軟亦聯同So-
ny宣佈雲端遊戲合作計劃，
外界預期今日開鑼的E3遊戲
展會有進一步續報。

識玩識食的Kidult爸爸，總會想和子女一起拿手
掣玩遊戲機，但太暴力或血腥的作品並不適合親子樂時
使用，幸好日前世嘉推出跨平台競速遊戲《超音鼠賽
車》（Team Sonic Racing），男女老幼都可樂在其
中。過往《超音鼠》系列都曾經推出賽車遊戲，甚至玩
到上天下海，技術要求一點也不低。如今還原基本步，
在PS4等平台炮製畫面討好的全新一集，特點是需要組
隊出賽及自由配備汽車零件，玩家可DIY設計最適合自
己駕駛風格的賽車來玩。代理商日前亦在馬鞍山一個屋
苑設置遊戲試玩及拍照區，讓機迷拍照留念。另外，同
樣適合一家大細一齊玩的《王國之心3》中文版亦已於
日前正式發售。

智能禮物孝敬父親智能禮物孝敬父親
男與女總不會平等——所說是大部分人都只會慶祝母親節，令肩負養家責任的爸

爸往往被忽視。每年6月第3個星期日是父親節，無論是愛玩電子潮物的年輕老爸抑

或步入花甲之齡的成熟父親，也應該獲家人重視，如想趁這機會展示對爸爸的愛，不

妨揀選一份適合的禮物，讓這名一家之主喜上眉梢。文：電能小子、FUKUDA、雨文

消閒潮玩任君選消閒潮玩任君選

遊樂場遊樂場

玩家玩家““操控之王操控之王””
黑鯊遊戲手機黑鯊遊戲手機22

文文、、圖︰圖︰ManMan

文：FUKUDA

惡鬥吸血鬼永無休止

健康生活類

黑鯊遊戲手機繼在北京
發佈後，早前於香港旺角電
競館亦發佈最新型號的6.39
吋遊戲手機－黑鯊遊戲手
機2。全新手機進化了其專
屬“X”設計概念，塑造出
具速度感及科技感的競速曲
線，給玩家以直觀的視覺衝
擊，背部整體採用金屬及異
形摺面玻璃雙材質，在機身
整體強度的同時帶來舒適的
手握感，還可進一步提升散
熱與天線性能。

手機正面採用6.39吋對
稱全面屏，屏佔比進一步提
高，沉浸視野與遊戲操控結
合，還能夠有效防止誤觸。
此外，品牌依舊保留了LO-
GO呼吸燈及兩側 LED燈
帶，同時品牌自主研發的
Magic Press技術，使黑鯊遊
戲手機 2實現熒幕壓感操
作，在吃雞類型遊戲中可以

做到跑動、開鏡、射擊、壓
槍同時進行，使兩指操作取
代四指聯動，操控性急劇提
升 。 另 外 ， 與 蘋 果 3D
Touch不同的是，黑鯊遊戲
手機2實現了手機左右兩塊
可調節面積的壓感區域同時
運作，且都支援獨立映射，
可將壓感操作對應到遊戲中
的任何功能鍵，為用戶操作
體驗帶來極大的優化。黑鯊
遊戲手機2已於香港發售，
售價為 HK$4,398（8GB +
128GB） 及 HK $5,298
（12GB+256GB）。

新視界新視界

音響品牌Bose屢次推出音質與外形皆優的有線或無
線耳機，以及隨時隨地都可“炸機”的便攜式揚聲器，
但原來該公司連安眠器材都有得賣。Bose遮噪睡眠耳塞
跟同品牌的熱門產品不同，非要讓使用者在消噪環境下
邊聽歌邊準備入睡，而是預先載入紓緩聲音遮蓋耳外的
擾人噪音，製造更舒適的安眠環境。
品牌提供包括柔和流水聲、微風沙沙作響等多種自然

聲音，當佩戴遮噪睡眠耳塞並設定好鬧鐘後，兩隻耳朵
便只會聽到充滿大自然感覺的音效，可在“與世隔絕”
下專心安睡至翌晨。香港人工作壓力大，居住環境的隔
音情況欠佳，此耳塞可謂是失眠人恩物。

當多家公司都朝向
智能感應器和Mesh Wifi的
市場進發，如今連Samsung
也成為其中一分子，推出一
系列智能家居產品。
Samsung日前在港發
表 SmartThings 智
能家居設備系列，
透過該公司的
SmartThings Wifi
裝置在家中築起
Mesh網絡，一方
面把Wifi訊號傳遍整
間屋（當然要妥善選擇
各接收器位置），一方面藉
不同類型傳感器把水浸、疑有人走近家

居範圍或擅自打開門窗等
的通知傳送至手機App，
讓戶主即使外出上班都能
洞悉家中狀況。此外，透
過 Samsung 的語音助手

Bixby可做到遙距聲控智能裝
置，和 Amazon Alexa、Google

Assistant相似。

專業按摩槍幫你鬆肌專業按摩槍幫你鬆肌

多用途感應器保家居多用途感應器保家居

聆聽紓緩聲音助入眠聆聽紓緩聲音助入眠

潮流玩物類

對質素有要求的影音熱愛者，於
顯示屏範疇總會聽過“Sony只有買
貴，不會買錯”這句名話，皆因由
Trinitron年代起，無論是CRT、LCD
以至OLED電視，這家公司的旗艦級
產品總會贏盡業界口碑；儘管有時價
錢非常驚人。繼全高清和 4K電視
後，Sony首部民用8K電視、85吋的
Z9G LCD 電視最近終揭開神秘面
紗，它備有Bravia系列所有最頂尖技
術規格，用上現時Sony最高階的影像

處理器X1 Ultimate，加上全列陣局部
調光LED背光驅動器和聲音從畫面輸
出技術，任何方面都是Top Class之
選。若要找它缺點，就是使用者是否
已準備好找尋8K片源來觀賞（目前
包括 Netflix 等都是最高 4K 解像
度）。如想暫時停留在4K畫質、但
有意選購OLED新電視，規格和Z9G
幾乎一樣的A9G便是心水推介，它備
有55吋、65吋和77吋三個尺寸，比
起A9G較容易融入港人家居。

88KK大電視巨細無遺大電視巨細無遺

超音鼠飆車享親子樂超音鼠飆車享親子樂

中年男士為
保 持 身 體 更 健
壯，餘時做Gym游泳
踢波非常普遍，但運
動時間一久便難免肌肉
疼痛，要隨時找個按摩師鬆肌拉
筋又不容易。因此，來自美國的
深 層 肌 肉 按 摩 槍 Theragun
G3PRO便派上用場。

不久前，Theragun推出較為
輕便的廉價版“鬆肌槍”Liv，針
對女性客戶而設，然而槍嘴打擊
力度較低，滿身肌肉的男士可能
會嫌“未夠喉”。G3PRO就不
同，它設有兩種不同按摩速度，

能製造高達60lbs壓力，有效紓緩
運動後肌肉痛楚之餘亦能促進血
液及淋巴循環，再者它附送2枚可
換式電池，電量也比Liv強，適合
進行長時間高運動量的人使用。

■■若若LivLiv是供女性使是供女性使
用用，，那那GG33PROPRO就肯就肯
定是為男子漢而設定是為男子漢而設。。

■■透過透過
SmartThingsSmartThings
WifiWifi 把全屋配把全屋配
件連接起來件連接起來 ■■水浸傳感器可偵水浸傳感器可偵

測雪櫃底會否溢水測雪櫃底會否溢水

■■SonySony也進入也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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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深/圖文】葡萄牙
波爾圖（Porto) 是一座美
麗而充滿浪漫色彩的城市
，已被國際公認為探索目
的地，是來自世界各地的
遊客在葡萄牙最喜歡游覽
的景點之一。 2017 年被選
為歐洲最佳旅遊目的地。
波爾圖擁有悠久的歷史和
燦爛的文化，擁有熱鬧的
旅遊景點和浪漫的夜生活
。本文對波爾圖主要景點
作簡單介紹。

波 爾 圖 市 政 廳
（Câmara Municipal do
Porto）：波爾圖市政廳是
一座獨特的歐洲北部大型
宮殿建築，這一雄偉壯麗的建築項目
是由建築師安東尼奧希爾設計，於
1920年開始建造並於1955建成。在建
築物位於市中心地帶，矗立高70米的
大高塔，鑲嵌了鐘錶，此建築象徵著
波爾圖公民團結一致的精神。詩人阿
爾梅達加勒特（1799-1854）雕像坐
落在高塔前方，此雕像由巴拉特費尤
於1954年完成的。

利貝拉區 (Ribeira District) 和利貝
拉廣場（Praça da Ribeira）：利貝拉
區(Ribeira District) 是這座城市最古老
的城區，有著迷宮般的狹窄鵝卵石街
道和古老的房屋建築。利貝拉廣場是
位於波爾圖市中心的一個廣場，歷史

悠久，是世界遺產項目的一部分。
1491年，廣場周圍的建築物毀於大火
，重建的房屋在底樓帶有拱廊，同時
，廣場也鋪設了石板路面。在18世紀
中葉，該市需要提升人貨流動的速度
，於是開闢了一條新的街道，聖若望
街（São João），連接利貝拉和上城
，也促進了廣場本身的開發。

利貝拉碼頭：利貝拉碼頭瀕臨杜
羅河（Douro River），從碼頭到廣場
皆為世界文化遺產。該區域是波爾圖
人和遊客的最愛，碼頭有無數的酒吧
、咖啡廳和餐館，無論白天還是黑夜
，這裡都人滿為患，非常熱鬧。

杜羅河美景：杜羅河在城市腹部
蜿蜒流過，有青山綠水和古建築群以

及 文 化
遺 址 ，
兩 岸 自
然 是 波
爾 圖 的
中 心 ，
展 示 出
波 爾 圖
城 市 的
熱 情 浪
漫 情 調
。 一 座
唐 路 易
斯 一 世
鐵 橋
（Pon-
te Dom

Luis I）橫跨杜羅河兩岸，鐵橋分上下
兩層，上層為有軌電車的通道，下層
為普通車輛通道，兩層行人都可穿行
。鐵橋上下均可作為觀光台，這是埃
菲爾徒弟的傑作。

萊洛書店(Livraria Lello)——哈利·
波特的魔法書屋：英國是大多數哈
利·波特迷的朝聖地，殊不知，波爾
圖老城區那古色古香的中世紀建築及
觸手可及的歷史文化也是《哈利·波
特》的靈感來源之一。萊洛書店雕刻
復古圖案的紅色旋轉大階梯、彩色玻
璃天窗、雕花裝飾拼接的天花板、層
層疊疊擺滿了書籍的梯邊書架，走進
去就像走進了一間魔法書屋。 《哈
利·波特》的作者J.K.羅琳由於母親去
世等一系列打擊，在1990年獨自一人
來到了波爾圖療傷，並以英語老師作
為職業謀生。她在這裡與一位名叫喬
治·阿蘭蒂斯的記者相識，興趣相投
，沒過2年便結為連理。可沒想到的
是，喬治·阿蘭蒂斯是一個虐待狂，
在 J.K.羅琳生下女兒沒多久後她便攜
女兒逃回了愛丁堡。但這段時光，這
家書店為J.K.羅琳帶來了《哈利·波特
》的寫作靈感，其中霍格沃茨學校的
魔法樓梯原型就是萊洛書店內的紅色
階梯。電影版中也有幾個鏡頭是在這
家書店取景的。

波爾圖主教座堂（Sé do Porto）
是天主教波爾圖教區的主教座堂，是
該市最古老的古蹟之一，也是葡萄牙
最重要的羅馬式建築之一。目前的主

教座堂建於 1110 年前後，完
成於 13 世紀，但有證據顯示
在5-6世紀該市已經是主教駐
地。波爾圖主教座堂兩側各
有一座方形鐘樓，立面缺少
裝飾，在建築上算是相當另
類。它有一個巴洛克門廊和
美麗的玫瑰窗。頂部的鋸齒
，使之看來像個堡壘。通廊
很狹長，覆蓋著桶形穹窿。
石砌屋頂由飛扶壁支撐，是
葡萄牙最早使用此建築功能
的建築之一。

波爾圖牧師塔：波爾圖
牧師塔是市中心的絕對地標
式建築，塔高 76 米，共有 6
層。 1763 年建成時，曾是整
個國家的最高建築，由於它
的突出，當年來到波爾圖的
船隻總是把它當做燈塔和波
爾圖的符號。這座塔是同名
教堂的一部分，是當年的慈
善組織 Irmandade dos Clérigos
Pobres委託意大利設計師尼古
拉斯那索尼（Nicolau Nasoni
）興建的一座典型的 18 世紀
巴洛克式教堂，門面十分精
美。這裡也曾經設有病房，傳播上帝
的博愛。

波爾圖酒窖之旅：波爾圖新城的
河邊有多家葡萄酒廠，以Graham's酒
窖 最 聞 名 ， 該 酒 窖 位 於 加 亞 河 濱
（Cais de Gaia），由英國人於1890年

興建，現為葡萄牙頂級葡萄酒公司，
每年專為英國皇家提供葡萄美酒。
Graham's 酒窖每天也提供品酒服務，
你可以品嚐到三種陳釀。此外，在酒
莊的Vinum餐廳露台可以欣賞無與倫
比的波爾圖美景。

歐洲最佳浪漫旅遊城市葡萄牙波爾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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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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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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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示風貌建築，特色美食，傳統文化，探尋人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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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1對1》 海絲重鎮 中國 石獅——土耳其 伊茲密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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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2日 Wednesday, June 12,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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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中醫王淑霞醫學博士，出生於醫學世家，12歲開始隨祖父
學習中醫，80年代初畢業於中國黑龍江中醫學院，她是中國著名

針灸專家孫申田的得意門生，她也是自1978年至今中國衛生部註
冊中醫針灸執業醫師。

王淑霞現任美國中醫腫瘤研究院院長，加州中醫藥大學博士
生導師。休斯頓國際腫瘤癌癥康復中心主任。50年來，她一直從
事中醫治療癌癥及疑難病的臨床研究工作。1969年至今她先後研
制發明了馳名中外的蛇精®抗癌註射液，蛇精®01口服膠囊、蛇
精@抗癌幹擾素、“克糖平”等重大項目。她的發明對治療癌癥、
糖尿病所做出了重大貢獻，使無數臨近死亡的晚期癌癥病人絕處
逢生。她對治療癌癥、糖尿病所做出的重大發明多次在日內瓦、
巴黎、美國、新加坡國際發明大會上榮獲發明“金銀大獎”。多
年來她曾為多個國家的首腦、政要診治過疾病。在國際醫學界她
享有很高的知名度。

首家也是唯一中醫自然療法主攻癌癥的醫療機構，進駐休斯
頓醫學中心，本中心以中醫自然療法治療中晚期來自世界各國的
癌癥患者。

主攻：蛇精®自然療法，宮頸卵巢癌、鼻咽癌、甲狀腺癌、
肝膽癌等惡性腫瘤。腰間盤突出、膝關節疼痛、神經元引起的癱
瘓、傷後疼痛的康復。
祖傳專治：小兒多動癥。

（本文由國際癌癥康復中心提供，國際癌癥康復中心由著名
資深中醫腫瘤權威王淑霞醫學博士主診。此專欄未經國際康復中
心同意，不得轉載。）

國際癌癥康復中心招聘助理，有醫療經驗者優先，綠卡和公

民待遇優，有意者面談。
國際癌癥康復中心

預約電話：702-526-6288；咨詢電話：281-818-7928.
地址：7505 Fannin St, ste 120,

Houston, TX77054（德州醫療中心）
門診時間：周一至周五9am—6pm
網址：www.icrc-houston.com

國際癌症康復中心國際癌症康復中心
國際癌症康復中心專欄國際癌症康復中心專欄1313----名中醫療效就是口碑名中醫療效就是口碑!!

美國國會議員代表給王淑霞醫生頒獎美國國會議員代表給王淑霞醫生頒獎

《《周師傅專欄周師傅專欄2020》》周師傅告訴周師傅告訴你你：：考駕照筆試試題考駕照筆試試題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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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駕照首先是考筆試，筆試可
以用中文考，直接在王朝駕校考試就行，不用去交
通局排隊考試。筆試試題都是從題庫裏選出來的，
上一兩期我們列出了20道筆試題，今天我們接著
再列10道試題。

21，問：當兩輛車在一條雙線道與四線道口會
車時，哪輛車應禮讓先行權？
答：在雙線道行駛的車輛應禮讓在四線道行駛的車
輛先行。

22，問：行車時耳聞警鈴聲，應如何處置？
答：將車輛駛至右手路邊停車。

23，問：車輛打滑時，第一件事你應該怎麽做
？
答：松開油門，不要大力剎車。

24，問：一天中何時應打開車前燈？
答：日出前半小時或在一千尺內看不清人車時。

25，問：哪些情況下，駕照將被扣留？
答：1，吸食藥物或酒後駕駛；2，拒絕接受作測定

是否酒精中毒的測驗；3，酒後殺人；4，駕車肇車
禍致人於死或受傷；5，違反足以讓你使你坐牢的
交通規則；6，違法超一輛校車；7，持無效駕照駕
車；8，肇事逃跑；9，酒後開車。

26，問：一氧化碳是什麽？會對駕駛人員造成
怎樣的傷害？
答：一氧化碳是一種毒瓦斯，可致人於死。

27，問：行車時發生爆胎應如何處理？
答：不可大力剎車，腳尖離開油門，輕輕地剎車，
靠右行駛，慢慢在路邊停車。

28，問：駕駛手動汽車下坡時，應如何操作？
答：換抵擋使車速減緩，切勿放空擋或踩離合器。

29，問：如果你對駕駛員不在的停泊的汽車造
成損壞時應如何處理？
答：必須找到被損車輛的車主或留下你的姓名、地
址或你所駕駛車車主的姓名及車輛損壞的位置。

30，問：發生哪些交通事故後必須報告有關部
門？
答：當交通事故造成死亡、受傷或造成二百五十元
以上損失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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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師傅周師傅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美國德州中華總
商會於十日（本周一）晚間假 「北京烤鴨」舉
行該會年中晚宴,當天共有領館劉紅梅副總領事
、吳領事及中華總商會成員及媒體代表40餘人
與會。

美國德州中華總商會會長孫鐵漢首先在晚
宴上致詞，他感謝該會當晚即將上任的榮譽會
長及常務執行長張玲女士，她贊助了當晚的全
部晚宴，以及 James Lo 贊助了當晚各桌上的紅
酒。孫會長說：中華總商會有 100 多年的歷史
，成立於辛亥革命前，從舊金山擴至世界各地

。如今美國的紐約、舊金山、洛杉磯、及休士
頓都有中華總商會，1991年世界中華總商會在
新加坡召開，大家還前往參加。

孫會長說: 中華總商會的功能在於給予美國
當局商家提供一個服務平台。我們會裡有個個
行業的精英，在一起交流共享信息。現在這個
社會早已經不再是單打獨鬥的時代，我們會裡
大家互助合作，創立了互惠共贏的非營利組織
。我們的目標是在不久的未來建立成個商業孵
化平台基也，能幫助將來美入住的初創小微企
業和個體創業者提供生產經營場地以及有效的

創業指導服務和政策扶持等等。
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副總領事劉紅梅也在

晚宴上致詞,她認為 「中華總商會」代表沈澱澱
的歷史感，沈澱澱的責任感。代表 「傳承」，
代表 「德高望重」。她也提到最近的中美磨擦
，11輪談判，不歡而散。而她相信中美之間，
是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曾經德國的外交
官向她表示：中美兩國交惡，將世界受害。希
望兩國儘早走出貿易戰的陰霾，大家才有更多
的安全感，更多機會。

當晚，孫鐵漢會長也頒發榮譽聘書給榮譽

會長、常務執行長張玲女士；及頒發榮譽獎牌
給服務於斯頓警界 35 年的 Jimmy Chau ; 以及
「熱心服務」的榮譽獎牌給顧克申律師，郭苖

女士及 「僑界之光」獎牌給中國人活動中心執
行長范玉新，以感謝他們對社區的貢獻。

當天出席的貴賓還有美國德州廣東總會會
長商粵生、美南山東同鄉會前會長李東亮、李
守棟夫婦，瀋陽同鄉會劉濤、高緒春夫婦等多
人。

中華總商會十日舉行年中晚宴
會長孫鐵漢頒發聘書及榮譽獎牌

（本報訊）本周華裔社區代表，包括德州議員和美國華人聯合會
United Chinese Americans （UCA）會長將參加與 MD Anderson 癌症
中心院長的會面，討論美國華裔科技界面臨的問題。本週四6月13日
晚，將有一場在醫學中心附近舉辦的華裔代表與社區的溝通會，介紹
此方面最近發展的近況和對話問答，希望大家關注和參加。地點：
Silver Palace Restaurant, 4005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25 時間：
06/13， 週四晚，6:30-8:30PM。

（本報訊）“金鷹獎”盛
典音樂會將於2019年6月15日
5：30pm——9：00pm 在休斯
頓HBU隆重舉行。此次晚會特
色是貫穿整晚的大型音樂會，
節目精彩紛呈，許多專業水平
的演出尚屬首次亮相，特邀原
央視主持人王曉穎高水準主持
、國際金獎女歌唱家 Maria 傾
情演出、中西合璧弦樂四重奏

表現的全新中外曲目，中提琴
獨奏“天鵝”也將再度精彩呈
現；特別是專為此次盛會編排
的魔幻“化碟”，由美女小提
琴家現場演繹中國經典名曲
“梁祝”片段，另外魔術大師
無與倫比的表演都會讓觀眾為
之震撼！不容錯過！首次亮相
的美聲男女組合演唱的詠嘆調
和為大會精心準備的歌曲串燒

以及舞蹈，以及特別邀請艾瑪
豪格國際音樂協奏曲比賽唯一
鋼琴入選青年鋼琴家 LuLuLiu
激情演奏，一定會為這場盛會
錦上添花。音樂會會場內外做
了精心的佈置，近百米紅毯，
12米的超長照片IP牆，知名音
樂家金發 Alaina 現場豎琴演奏
，精美茶點自助……另外58寸
4k高清電視、Moody Garden遊

樂場套票等現場抽獎將會
給您帶來，不斷地驚喜。
本次大會囯內知名企業，
泛海美國、鴻坤美國、北
京建工、万科、綠地、中
建集團等悉數到場，商機
無限！誠摯邀請閣下參加
金鷹大會

購 票 熱 線 ：
713-876-6666, 281-922-8247

地址：11122 Bellaire Blvd,
Unit 203 Houston, TX 77072

大會地址：Dunham The-

ater, Houston Baptist University,
7502 Fondren Rd. Houston, TX
77074

"金鷹獎"盛典音樂會，本周六晚在HBU 隆重登場 華裔社區代表、州議員、（UCA)會長
本周四將會面討論美國華裔科技界面臨的問題

「「中華總商會中華總商會」」 會長孫鐵漢會長孫鐵漢（（右四右四）、）、新任榮譽會長張玲新任榮譽會長張玲（（右右
三三 ））與出席晚宴貴賓總領館副總領事劉紅梅與出席晚宴貴賓總領館副總領事劉紅梅（（中中 ））等人在晚宴等人在晚宴
前合影前合影。。 （（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劉紅梅副總領事劉紅梅副總領事（（左左 ）、）、孫鐵漢會長孫鐵漢會長（（右右 ））頒發獎牌給頒發獎牌給 「「中中
華總商會華總商會」」 新任榮譽會長張玲新任榮譽會長張玲（（中中 ）。）。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劉紅梅副總領事劉紅梅副總領事((左左 ）、）、孫鐵漢會長孫鐵漢會長（（右右））頒發頒發 「「功績磊磊功績磊磊」」 榮榮
譽獎牌給服務休士頓警界譽獎牌給服務休士頓警界3535年的警官年的警官Jimmy Chau (Jimmy Chau (中中）。）。 （（ 記記
者秦鴻鈞攝者秦鴻鈞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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