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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by Chen
Broker / 企管碩士
德州 /加州地產經紀人

國、台、英語

Grace Wang
工商管理碩士
房地產經紀人

54 Sugar Creek Center Blvd., #300 Sugar Land, TX 77478
買的稱心，賣的放心，售屋高價又快速

值得您依賴的房地產投資專家

專精:房屋 商業 公寓 土地開發 物業管理 

◆西北區75個單位Condos出售，地點佳
，入住率高，現收租金，高報酬近8%，
售$3,990.000。

◆糖城Tang City Plaza 店鋪出
    租，1F&2F請來電洽詢
◆Warehouse 出售，位於
    Rosenberg，近59號高速
    33,885呎，地大5.50AC，售
    $1,800,000。

美南微信天天看美南微信天天看
今日之美國    今日之話題

掃碼速享資訊新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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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者請電! John Woo | 832-876-8678 | Passion Realty | www.KATatUniversity.com

租約
最好 

正對上萬學生校園 上學下班必經路      
雙高速圓環中心點 全時段人潮車流 

商鋪
有限 

（綜合報導）美國總統川普18日晚在佛羅里達州奧蘭多市舉行的一場集會上發表演講
，正式宣佈啟動連任競選活動。

集會在奧蘭多安利中心體育館舉行。川普在演講中延續此前風格，一面攻擊新聞媒體和
民主黨候選人，一面強調自己上任兩年半以來的政績。

他提及持續兩年的“通俄門”調查，堅稱自己“清白”、是民主黨和媒體“獵巫”行動
的受害者。他還表示，如果連任成功，他將繼續在移民
問題持強硬立場並繼續加大對毒品的打擊力度。

《紐約時報》認為，這場演講名義上是啟動連任競
選活動，但川普並沒有拋出任何有新意的政策，只是重
複了之前集會上的一些論調。

川普現年73歲，2016年11月當選美國總統。
川普18日在佛州奧蘭多造勢大會前發表的影片中說

： 「我們將對付失效的政治體制，恢復民有、民治、民
享的政府。」

他也迴歸在2016年選戰的訴求，包括強硬的移民政
策；川普發推文說，下週移民及海關執法局(ICE) 「將開
始驅逐非法進入美國的數百萬非法移民」 。

川普拋出這項承諾，卻沒有給予任何細節，不僅招
來民主黨人譴責，也似乎顯示這場選戰打法大多沿用上
次選戰的路線，看不出他對下個任期提出什麼新政策。

民主黨呼聲最高的總統參選人白登(Joe Biden)在18
日表示，川普的政治 「完全是要分化我們」 ，而且方法
「很危險，真的很危險」 。

拋出承諾 川普啟動連任競選活動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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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中原律師
DANIEL LEE

C.Y. LEE LEGAL GROUP, PLLC

www.leelegalgroup.com

11122 Bellaire Blvd., Suite 103, Houston, TX 77072
(Tues-Thur 9:00am-5:00pm)

1305 Prairie St., Ste. 300, Houston, TX 77002
(Mon-Fri 9:00am-5:00pm)

A02_LEE李中原律師C_16

Of Counsel Mark Thering and Of Counsel Glenn Loethen.

精通國語、英語
粵語、西班牙語

休士頓最佳律師  獲獎無數

歡迎來電預約:
832-632-4639
英語、國語、粵語、西班牙語

資深出庭辯護律師

刑事事故/車禍意外/人身傷害
家庭法/離婚官司/子女扶養
商業/房產糾紛/各類案件

專
精

為服務華人社區已於美南新聞大樓一樓設有辦公室

manager.v@houstondivorcenow.com
E-mail:

法學博士 ATTORNEY AT LAW

A10-JESSICA 葉慈律師B4567_8

Tel: 713-815-5011 / 832-279-7772
10700 Richmond Ave, STE 230, 

Houston, TX 77042

    公民入籍考試輔導班 保證通過
* 由專業入籍考試輔導老師一對一教學輔導

* 提供最新入籍考試基本試題，模擬考題，

   仿真練習，讓您100%通過

* VIP級別輔導，時間靈活，循環輔導，

   依照學員的基礎量身定制

* 面試由專業律師陪同

   歡迎電話咨詢 ： 

   713-815-5011 / 832-279-7772

      

專辦:    移民法 (家庭，特殊人才等)

非移民(簽證延期，身份轉換，學生簽證等)

商業法（合同簽訂，項目投資）

家庭法   ( 協議離婚，離婚糾紛）

委托書，單身證明，生活經濟擔保以及

各類公證 等等

商業過戶 / 房屋過戶

葉慈律師事務所 YATES CONSULTING GROUP, LLC

（綜合報導）俄羅斯總統普丁一年一度的
「與普丁直接連線」 現場直播節目將於本周四

在莫斯科商棧展覽中心舉行，節目同時在電視
、廣播與社群網站上播出。為製作此一節目，
媒體於6月9日起公開向民眾徵求在現場對普丁
提出的問題，目前已收集提問高達百萬則。

據俄羅斯《衛星通訊社》引述《俄羅
斯-24》電視台報導， 「與普丁直接連線」 是
一年一度俄總統回答民眾提問的電視連線節目
，今年是該活動第17次舉辦。俄羅斯各大國家
電視台和廣播電台將即時播出之外，節目視頻
也將發佈在社交網站上。

報導說，在節目開播之前，媒體會先向民
眾徵集向總統提出的問題，徵集時間從6月9日

莫斯科時間8時開始，持續至6月20日節目結
束為止。到目前為止，今年的直播節目已收到
超過100萬則問題。

今年的 「與普丁直接連線」 直播節目將於
本週四在莫斯科商棧展覽中心舉行，直播將於
台北時間6月20日下午17時開始。俄羅斯《衛
星通訊社》將同時以各種語言摘要報導直播的
內容。

普丁直接連線節目於2001年12月首次播
出，連線時長2小時20分。因節目相當受歡迎
，後來每次節目平均時長增加到3至4個小時。
2018年的節目連線持續4小時20分，總共收到
200多萬個來電及消息，普丁總統回答了其中
的73個問題。

俄直播 「與普丁連線」 節目 民眾提問破百萬則

（綜合報導）大陸領導人習近平和美國總
統川普在G20會面，藉熱線電話在最後關鍵時
刻敲定！世界前兩大經濟體復談的消息帶動了
全球股市大漲。但兩強實際的對峙和較量，卻
不會在G20峰會後消散。

美國總統川普在貿易戰中的底線和策略日
益清晰，並且越加堅定的推向他設定的兩種結
局。第一種是大陸做出極大的讓步，簽署讓他
覺得公平的 「不平等條約」 。藉此限制住大陸
在全球產業鏈的位置和固定與美國的差距。第
二種則是全面對大陸產品徵稅，就算是殺敵一
千自損八百也在所不惜，只要能牽制住大陸的
發展，雙方脫鉤造成的犧牲就是值得的！不過
，川普面臨選舉和鐵票區壓力，不排除與北京
達成對其連任有利的 「短期停戰協議」 。

大陸面對美國威脅的升級和極限施壓，反
制也越加堅決。除了和俄羅斯簽署了旨在創造
「國際關係新時代」 的兩項聯合聲明外，在上

合組織和亞信峰會也鞏固了成員國的協作關係

。大陸領導人習近平更將進一步對被由美國帶
頭、聯合國制裁的北韓進行國事訪問，可以說
在全球反制美國的戰略佈局已然成型。不但強
調不允許美國運用稀土來遏制打壓中國的發展
，更出台了不可靠實體清單，積極建立國家技
術安全管理清單制度，對華盛頓運用美國高科
技產業掐住華為等大陸高科技企業脖子的動作
做出針鋒相對的回擊。

習川熱線通話和敲定在G20峰會碰面，實
際上就是雙方都備妥彈藥、糧草的情況下，做
出和談的嘗試。但兩強仍然籠罩在陷入修昔底
德陷阱的陰影之下。從川普上台後持續打台灣
牌，最近刻意參加軍校畢業典禮和中華民國國
旗同框的情況下可知，台灣無可避免將在經濟
和安全層面受到G20峰會雙方談判結果的影響
。前美國在台協會（AIT）理事主席卜睿哲最近
表示，台灣很有可能成為美中賭桌上的籌碼，
在最壞情況下，美中代理人之戰，可能在台灣
發生。這樣的說法值得警惕！

G20習川會 牽動台海經濟安全

（綜合報導）美國總統川普18日在造勢大
會上譴責民主黨人是 「左翼暴民」 ，滿懷偏見
和仇恨，票投民主黨將導致 「極端社會主義高
漲」 ，和美國夢的毀滅。包括前副總統拜登、
聯邦參議員桑德斯在內的民主黨大咖則重炮回
擊，稱他 「一派胡言、廢話連篇」 。

川普在造勢大會上，花了大約15分鐘抨擊
民主黨，他說， 「國會中有120多位民主黨人聯
署支持 『瘋狂的桑德斯』 ，要讓社會主義政府
接管醫療保健。」 他還語帶嘲諷的表示前總統
歐巴馬及其副手拜登是 「哼哈二將」 ，稱他們
搞砸了美國外交政策和經濟發展。

拜登回擊稱，川普繼承了歐巴馬時代的經
濟增長，如今卻在浪費它。川普不斷破壞美國
在世界上的地位， 「言論、新聞自由、多元化

等美國的核心價值都受到衝擊」 。他表示，川
普的政策正以非常危險的方式分裂美國。桑德
斯則表示，他花了1個半鐘頭觀看這場造勢大會
， 「實在是令人不爽的經歷」 ！ 「川普滿嘴謊
言、歪曲事實、全然廢話，彷彿活在另一個時
空」 。 「我們的總統是個種族主義者，是個性
別歧視者，他反同性戀也仇外，是個宗教偏執
狂。他的連任策略是分裂美國人民。我們要做
的是不能讓他得逞。」

川普料將把2016年參選時的核心話題-移
民問題，延續到2020年選戰。他在造勢前夕推
文，揚言將從下周起驅離數百萬非法移民，引
來兩黨痛批。多位民主黨人嚴詞譴責川普是在
迎合保守派支持者，聯邦眾議院議長裴洛西稱
川普 「惡毒、偏執，只是想製造社群恐慌」 。

（綜合報導）馬來西亞航空公司MH17班機，2014年7月
17日在烏克蘭東部上空遇襲，機上298人全數罹難。國際調查
人員19日公布4名涉案嫌犯，並將於明年3月9日在荷蘭開庭審
判。

國際調查人員公布這4人，分別是3俄羅斯人，烏克蘭東部

叛軍首領葛金、杜賓基斯、普
拉托夫，以及1名烏克蘭人卡成科。他們被控運送飛彈進入烏克
蘭東部，謀殺MH17班機上的乘客與機組人員。

國際調查人員表示，他們將對這4名嫌犯發出逮捕令。此外
，他們也將在今天要求俄羅斯聯邦，給予他們前往俄國對這些嫌

犯進行訊問的權利。
受難者家屬也在今天稍早表示，荷蘭檢察官將針對此案，在

明年3月以謀殺罪名起訴這4個人。
由荷蘭帶頭的調查團隊先前已經表示，他們將先通知家屬，

接著再舉行記者會，揭露 「這項刑事調查的進展」 。

拜登指川普破壞核心價值

馬航MH17空難將起訴4名嫌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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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紐西蘭東北方克馬德克
群島(Kermadec Islands)於當地時間 7點
20分發生6.5級地震，所幸當地人煙稀少
，沒有傳出損害，這是當地3天內，第2
次發生6級以上的地震。

震央發生在無人島礁 「艾斯佩朗斯岩
」 (L'Esperance Rock)東北方 140公里的
海底下10公里深處，原本地調中心發布
6.8級，之後下修為6.5級。紐西蘭民防部
（The Ministry of Civil Defence and
Emergency Management）取消海嘯威脅
。

在上週日早上10點55分，克馬德克

群島曾發生規模7.0的強震，然而也幾乎
在同一地點，在今天又發生6.5級的地震
。

克馬德克群島距離紐西蘭北島1000
公里遠，是由6個島嶼和礁石構成，最大
島是最北的拉烏爾島，愈往南就愈小，艾
斯佩朗斯岩就是該群島最南、面積最小的
島，直徑250公尺，面積4.8公頃，上頭
沒有住民，是海鳥的休息地。

紐西蘭位在 「太平洋火環帶」 上，是
太平洋板塊與印澳板塊推擠而形成，地質
相當活躍，因此也是地震最多的國家之一
。

紐西蘭震不停 外海群島6.5級地震

（綜合報導）美國阿拉斯加（Alaska
）本月初發生一起駭人聽聞的謀殺案，一
名18歲少女竟為了900萬美元（約新台幣
2.82億元），聽從網友教唆，殘忍殺害自
己的閨密。

綜合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
美國廣播公司新聞網（ABC News）報導
，住在阿拉斯加首府安克拉治（Anchor-
age） 的 18 歲 少 女 布 瑞 茉 （Denali
Brehmer）在網路上認識了21歲男網友希
爾米勒（Darin Schilmiller），希爾米勒在
網路上化名為泰勒（Tyler），並且自稱是
一名百萬富翁，他教唆布瑞默 「強暴或謀
殺別人」 ，並且將謀殺過程拍成影片及照
片傳送給他，他承諾事成之後會支付至少
900萬美元作為報酬，沒想到這樣的要求
及條件竟然真的打動少女的心。

希爾米勒最終指定布瑞茉殺害她的閨
密、19歲的霍芙曼（Cynthia Hoffman）
。起訴書指出，布瑞茉和希爾米勒花費3
周籌畫他們的謀殺大計，布瑞茉先是找來
另外 2 名友人－ 16 歲少年麥金塔希

（Kayden McIntosh）、19 歲少年李蘭
（Caleb Leyland），以及2名青少年幫忙
執行殺人，並且告訴他們將以巨額費用作
為回報。

布瑞茉隨後邀請霍芙曼一起去山裡健
行。6月2日當天，布瑞茉開著向李蘭借
來的貨車，車上還載有麥金塔希及霍芙曼
，三人一道前往安克拉治東北部的雷鳥瀑
布（Thunderbird Falls），只是到了目的
地，霍芙曼的手腳、頭及嘴巴就被強力膠
帶綑綁起來，麥金塔希拿著布瑞茉的手槍
在霍芙曼背後往她頭上開槍，一槍斃命。

不只殘忍殺害好友，布瑞茉更在希爾
米勒唆使下，分別性侵1名8至9歲及1名
15歲少女，之後更將性愛影片傳給希爾米
勒。

14日阿拉斯加法庭大陪審團依照一級
謀殺、預謀犯下一級謀殺、兩項二級謀殺
等指控起訴6名被告，希爾米勒及布瑞茉
則另外被依聯邦兒童色情罪嫌及剝削兒童
罪嫌遭到起訴，兩人最高恐面臨99年有
期徒刑。

（綜合報導）一款能載運9名乘客，航程達650
英里（近1,050公里）的全電動飛機18日在巴黎航展
（Paris Airshow）中首秀。而製造商以色列新創公司
偏航（Eviation）的目標顧客，就是那些像是要從法
國首都巴黎，到南部城市土魯斯（Toulouse）的通勤
客。

偏航說，在今年試飛，2021年取得認證後，他
們打算在2022年交付飛機，投入商用。

據路透與CNBC新聞網報導，偏航說，名為愛麗
絲（Alice）的原型機是基於區域旅行成本，經驗與環
境影響等因素徹底重新思考下的產物。

長久以來，空中旅行對環境的影響已成為環保人
士關注的焦點，航空公司一直在尋求各種方式，希望
能透過新設計與較乾淨的技術，來解決排放和成本問
題。

偏航執行長巴-亞哈（Omer Bar-Yohay）說，
愛麗絲營運的成本是傳統噴射客機的一小部份，她將
重新定義大家區域通勤的方式，並帶來更安靜、更清
潔，並更符合成本效益的飛行新時代。

偏航說，未來將把目標放在如巴黎到土魯斯，挪
威的奧斯陸到特隆赫母（Trondheim），還有美國聖
荷西到聖地牙哥等通勤交通繁忙的區域。

而它的第一個商業客戶，將是身為美國最大獨立
區域航空公司之一的海角航空（Cape Air）。海角目
前在全美，還有加勒比海35個城市提供服務。偏航
在聲明中說，海角採購的電動飛機數量將達兩位數。

海角創辦人兼執行長伍夫（Dan Wolf）在聲明中
說： 「我們看到減少營運對環境造成影響的大好機會
。」

為900萬！少女受網友指使殘殺閨密

就愛通勤客 以電動飛機巴黎首秀

（綜合報導）美國航空大廠波音先前受兩起致命空難影響，
慘遭各國下令停飛，不僅波音商用飛機訂單掛零、出貨量腰斬，
在今年巴黎航空甚至淪為危機處理說明會，首日一張訂單也沒拿
到，直到第二天才接到英國國際航空集團的200架波音737Max
的採購意向書，價格達240億美元，為3月全球停飛後，波音首

次接到737Max訂單，替該公司增加不少
信心。
據美財經媒體CNBC報導，英國的國際航
空集團（International Consolidated Air-
lines Group，IAG）決定向波音訂購200

架737Max，替先前發生兩起空難、造成346人死亡並面臨多起
官司及調查案纏身的波音打下一針強心劑。不過，波音737Max
目前仍遭各國禁飛，波音與各家航空公司仍在等待各國監管單位
恢復該機飛行許可，但官方稱目前仍未有明確時間表。

報導指出，IAG 此自訂單中還包括了用於短程航班的

737Max8以及正在研發中的Max10，該集團的窄體客機主要以
空巴的A320為主。IAG總裁沃爾什（Willie Walsh）表示， 「我
們對波音公司充滿信心，也希望在今後幾個月內能收到監管單位
的核准，讓飛機可以成功重啟服務」 。

波音表示，此次IAG的訂單約為240億美元，預計於2023
年至2027年陸續交機。

737Max原先是波音熱門機種，但自遭停飛後，737Max產
量放緩，並於停飛後停止交機，波音客戶被迫在夏季國際旅遊熱
季時被迫減少航班。但報導指出，即使737Max復飛後，搭乘的
旅客恐怕也一時之間難改對該機的恐懼心理。

市場信心回來了！波音737Max獲200架大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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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必須接種麻疹疫苗
美紐約州廢除宗教理由豁免
綜合報導 美國紐約州決定不再允許學齡兒童因宗教信仰而豁免疫

苗接種，緣由是美國正遭遇20多年來最嚴重的麻疹疫情和不斷升級的

“反疫苗”運動。

紐約州議會參眾兩院當天表決通過法案，廢除依據宗教理由的疫苗

接種豁免，禁止家長以宗教信仰為由不讓孩子完成入學所必需的疫苗接

種。

州長安德魯· 科莫隨後簽字，法案立即生效。沒有接種疫苗的學生

須在入學後30天內完成所有應接種疫苗的第壹劑接種。因免疫力弱等醫

學原因不能接種的學生依然可以免於接種。

法案支持者說，有關疫苗的宗教觀點不應掩蓋疫苗作用的科學證

據；壹些家長為孩子申請依據宗教理由的疫苗接種豁免，但反對接種的

理由實際是聲稱疫苗構成健康風險的偽科學理論。

“我理解宗教自由……聽過反疫苗者的理論，”科莫告訴媒體記

者，“但我認為兩者都不如公共安全風險要緊。”

美聯社報道，美國今年暴發麻疹疫情加劇廢除這項豁免的爭論。聯

邦官員近日說，今年以來全美麻疹病例已經超過1000個，達27年來

最高。絕大多數病例出自紐約州正統派猶太教徒社區。

加利福尼亞州2015年廢除依據宗教理由的疫苗接種豁免，緣由是這

個州的迪士尼樂園暴發麻疹疫情，出現147個病例並波及全美和加拿

大。緬因州今年早些時候廢除這項豁免。密西西比州和西弗吉尼亞州同

樣取消豁免。

美國仍有45個州施行類似的疫苗接種豁免，但多個州已經提出

法案、準備廢除。

巴西銀行聯合會應用區塊鏈技術
正式建立防欺詐網絡

綜合報導 巴西銀行聯合會和跨行支付清算機構(CIP)合作開發了壹

款防欺詐的數據共享網絡平臺，並於12日正式投入使用。該平臺應用了

區塊鏈技術，目前已有9家銀行加入。

據報道，已加入新網絡平臺的有布拉德斯科銀行、Banrisul銀行、巴

西銀行、聯邦儲蓄銀行、Original銀行、伊塔烏銀行、摩根大通銀行、桑

坦德銀行和布拉德斯科銀行。所發布的平臺在即時支付和開放銀行業務

中的應用仍處於初級階段，目前僅能識別被盜的移動設備。

舉例來說，如果上述銀行客戶丟失手機，可立即通知銀行，其他相

關金融機構將自動得到通知。同樣的，如果客戶手機被尋回，可以同樣

方式通知所有機構。

如果金融機構尚未采用區塊鏈技術，則可通過銀行的區塊鏈節點或

應用程序編程接口(API)將相關信息輸入共享網絡平臺。

開發人員表示，區塊鏈技術可為數據傳輸營造更為安全和快速的網

絡平臺，且具有更低的運營成本。在該平臺運營的第壹年，所有費用均

由CIP承擔，各家銀行機構在使用時無需支付任何費用，但後續開發的

新功能均需付費使用。

巴西銀行聯合會的Leandro Vilain表示，新網絡平臺為銀行系統增加

了新的安全工具，且隨著新工具的應用，國內通過手機實施的金融欺詐

案件數量將會大幅下降。

阿曼灣油輪事件持續發酵
特朗普要求伊朗重回談判桌

霍爾木茲海峽油輪遇襲事件持續引

發紛爭，美國總統特朗普再次指責事件

是伊朗所為，並要求伊朗重回談判桌。

英國亦發表聲明稱伊朗施襲。伊朗外交

部而後召見英國駐德黑蘭大使，抗議英

國“盲目追隨美國做出不符合事實的聲

明”。聯合國則呼籲對此事進行獨立調

查。

特朗普：要求伊朗重回談判桌
據報道，美軍早前發布視頻，指稱

是伊朗軍方從阿曼灣遇襲的油輪上取下

未爆水雷的場景。這段黑白視頻圖像模

糊，畫面上壹艘快艇在某艘油輪旁活

動，舷標和旗幟無法識別。

貝仕船舶管理公司表示，遇襲油輪

正被安全拖至阿聯酋的凱勒巴港口，美

國海軍據報已登船搜證。

繼美軍發布影片後，壹名美國官員

接受訪問時稱，在油輪遇襲數小時前，

美軍壹架MQ-9“死神”無人機監測到伊

朗船只駛近該兩艘油輪，伊朗船只發現

無人機後，發射壹枚地對空導彈，但沒

有命中。

特朗普形容“伊朗的罪證已經

曝 光 ” ， 但未有表明會采取什麼行

動，僅表示華府對伊朗采取極嚴厲

的制裁措施，包括打擊伊朗石油收

益，已收到預期效果，又聲稱已以強

硬措辭向伊朗表明，華府要求伊朗重

返談判桌。

伊朗抗議英國“盲目指控”聲明

日前，英國外相邁克爾•戈夫表

示，英方調查後，已“近乎肯定”伊

朗革命衛隊需為襲擊油輪事件負責，指

有關舉動嚴重威脅地區安全。

而後，伊朗外交部召見英國駐德黑

蘭大使，抗議倫敦關於伊朗涉嫌與阿曼

灣油輪遇襲事件有關的聲明。

伊朗媒體報道，“英國外長盲目

追隨美國做出不符合事實的聲明，指

責伊朗與兩艘油輪在阿曼灣遇襲事件

有關聯……我們向英國大使表達了堅

決的抗議。”

伊朗外長紮裏夫表示，美國指責伊

朗與油輪遇襲事件有關的聲明毫無依

據。伊朗軍方稱，派遣壹艘戰艦和壹架

直升機前往阿曼灣事發現場進行救援和

提供幫助。

俄羅斯外交部則指出，各方不應倉

促做出定論。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認

為，需展開獨立調查以查明真相，才能

確定哪壹方需負上責任，倘若各方同意

，他願意擔當調停角色，但認為目前難

以建立對話機制。

法國總理宣布未來施政綱領
對中產階層減稅是亮點

法國總理菲利普在國民議會發表

就任以來的第二次（上壹次為2017年 7

月4日）施政演講，宣布政府五年任期

“第二階段”的行動，包括減稅、退

休改革、失業保險改革、醫療協助生

育（PMA）等，同時公布了2020年3月

市鎮選舉前未來幾個月的施政行動日

程表和各項措施的實行方式。

總理菲利普開宗明義指出，法國面

臨的“緊急”情況，促成馬克龍當選總

統。在政府就任兩年後，面對經濟、社

會、環保等方面的緊急情況，以及隨著

極右派在最近選舉中獲勝而凸顯的政治

上的緊急情況，政府確定：“為了充分

釋放我們國家的力量和保護我們的公

民，必須堅持既定的方向。”

環保

總理坦承政府“花了壹些時間才認

識到環保的利害關系與就業及安全同樣

重要”。環保將是政府“第二階段行動

的核心”。150名公民將於未來幾周內參

加環保與能源過渡公民代表大會，會議

結果將於2020年初公布，相關決議可能

“提交全民表決”。

現行房屋建築“節能整修工程補助

措施……太復雜，實際上對富戶有利，

將全盤修改”。國民議會9月起審議反

浪費法案，可能規定所有的塑料瓶必須

摻入可回收的塑料。從2020年起行政機

關將停止使用壹次性塑料產品。

減稅
對中產階層五年減稅270億歐元。

明年的財政法案將規定：所得稅第壹檔

次（1200萬納稅戶）的征稅率下調3%，

平均每戶減稅350歐元，平均每戶減稅

三分之壹。第二檔次（500萬戶）平均每

戶減稅180歐元。全體國民的主要住宅

的居住稅將完全取消。80%收入較低的

法國人的居住稅將於2020年取消，其余

20%將在3年內分期取消。

生物倫理法案
國民議會9月底開始審議生物倫理

法案，這包括向所有的女性開放醫療協

助生育(PMA)措施。

退休改革
未來的退休改革維持“62歲退休的

可能性”，但政府將確定“壹個平衡的

年齡”，鼓勵“更長的工作年限”。

“不會更改法定退休年齡（62歲）”。

“這樣每個人可以自由地、負責任地、

自行選擇”。退休改革事務最高專員讓-

保羅· 德勒瓦（Jean-Paul Delevoye）將於

7月時提出建議。

失業保險改革
改革內容將於 6 月 18 日宣布。將

“在 5個至 10 個產業中”對企業濫用

短期合同（CDD）實行“獎懲制”

（Bonus-Malus）；還將“對薪水最高的

高薪族在領取失業補助金額上設立遞

減機制”。

治安
制定緝毒計劃，更有效地打擊毒品

走私。

晚上別開燈睡覺！
研究稱可能擾亂新陳代謝讓妳發胖

綜合報導 美國國立衛生研

究院（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NIH）公布壹項研究

稱，晚上對著開機的電視睡覺

或者在開燈的情況下入睡，有

可能會擾亂妳的新陳代謝，導

致體重增加，甚至會過胖。

報道稱，NIH的研究盡管

並不能完全證明肥胖和這壹

點有關系，但它提供的證據

表明，夜間

過多的光照

可能會帶來

健康風險。

“進化

論上，我們

應該在晚上，

在黑暗的地

方睡覺”，

該項研究報

告的主要作者、國家環境健

康科學研究所的科學家桑德

勒（Dale Sandler）說，“由

於各種各樣的健康原因，這

比人們所意識到的要重要得

多”。

報告還稱，每天在光明

和黑暗中的不同階段有助於

維持我們24小時生物鐘，它

可調節新陳代謝，促進睡眠

的激素，血壓和其他身體機

能。

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

破壞典型的入睡和覺醒的周

期可能會導致健康狀況不佳，

增加高血壓，糖尿病，抑郁

癥和肥胖癥的風險。

研究人員分析了近44000

名美國女性的健康和生活方

式數據，這些女性正在進行

壹項有關探索乳腺癌疾病病

源的研究。該分析側重於

研究期間睡眠，光照和體

重增加的數據。分析研究

結果也發表了在《美國醫

學會雜誌》上。

參與研究的女性參加了

醫學檢查，並在註冊和定期

檢查後填寫了健康和生活方

式問卷。據報道，那些晚上

在壹間有電視或燈光處於開

啟狀態的房間裏睡覺的人比

那些睡在黑暗中的人更有可

能在五年內增加至少11磅的

體重。而讓他們過度肥胖的

可能性也增加了約30%。

桑德勒表示，她相信增

加的體重不是來自夜間吃零

食等因素，因為分析會考慮

其他可能導致體重增加的變

量，如飲食，體力活動和睡

眠時間。

桑德勒表示，男性也可

能會發現類似的結果。

動物和人類研究專家將

長時間的光照與體重增加聯

系起來。盡管該研究還尚未

下定論，但科學家認為這可

能涉及與睡眠和食欲相關的

激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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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總統川普18日晚在佛
羅里達州奧蘭多舉行的一場大型集會上，正式
宣布展開競選連任活動。他在演說中再度誇耀
上任兩年半的政績，稱美國經濟好得令全世界
羨慕，強調要 「讓美國繼續偉大」 。他還炮轟
新聞媒體和民主黨讓在場支持者大喊CNN爛
透了！會場2萬人好像來參加政治明星秀！不
過，另有近千名示威者在附近抗議，呼籲立刻
彈劾川普。

川普在造勢大會上強調2016年的競選活
動是 「偉大的政治運動」 和 「美國歷史上的決
定性時刻」 。他表示，這次會像上次一樣，以
「局外人」 的身份競選連任。他向川粉誇耀
「自己從根本顛覆了華盛頓」 、 「恢復了民有
、民治、民享的政府」 ，並稱美國經濟在他任
內欣欣向榮，令全世界羨慕，是美國有史以來
經濟最好的時刻。

川普說： 「只要你們讓我留在白宮，讓我
的政府留在白宮，我們的未來會變得更好，美
國夢回來了，而且更強勁、更偉大。」 。台下
的川粉立刻給予熱烈的掌聲，高喊USA，USA
，USA。

川普在1小時20分鐘的集會上炮轟 「通俄
門」 調查，堅稱自己是民主黨和媒體 「獵巫」
行動的受害者。他大罵媒體及假新聞，說 「如
果大會有3至 4個位置空了，媒體一定報導

『會場沒坐滿』 」 。
川普對民主黨更是火力全開，稱他們是

「社會主義者」 和 「左翼」 極端分子，試圖摧
毀美國。

川普特別提到了將與大陸領導人習近平在
大阪二十國集團（G20）峰會會面，他形容對
方為 「了不起的人」 。在陸美貿易協議方面，
川普表示： 「我想要有個好的和公平的協議，
就算雙方最終無法磋商成功，也無所謂。」 他
同時批評媒體報導美國為關稅付出代價是假新
聞，強調美國從大陸拿回數十億美元關稅。

造勢大會由副總統彭斯宣布 「第二回合開
始」 揭開序幕。他指出，在保護美墨邊境安全
上，川普政府作出史無前例的努力，支持者立
即大喊： 「蓋圍牆！」 另外，川普還刻意把競
選口號 「讓美國再度偉大」 或 「讓美國繼續偉
大」 交由支持者決定，觀眾以響亮的歡呼聲及
掌聲投給後者。

場內氣氛熱鬧宛如嘉年華，場外則有示威
群眾抗議。反川普活動由當地民主黨人士及當
地社運分子發起。約6公尺高的 「川普巨嬰」
氣球又出場。民眾高舉 「川普是叛徒」 、 「彈
劾川普」 、 「仇恨不會令我們偉大」 等標語，
反對川普競選連任，要求他離開奧蘭多。民主
黨議員史密斯說： 「川普輸掉2020年大選之
時，就是美國勝利的時候。」

川普痛批民主黨要摧毀美國

（綜合報導）美國非法移民問題嚴重，這
也是川普的政見之一，驅趕無證移民，他日前
發推特說，移民及海關執法局(ICE)下周將啟動
大規模遣返計畫。

川普（Donald Trump）在推特發文說：
「移民暨海關執法局（ICE）下周將啟動程序
，驅逐非法入境美國的數百萬移民，他們被逐
出的速度將跟進來時一樣快。」 據估計，
2017年在美居住的1050萬無證客中，墨西哥

裔有490萬，佔47%，墨西哥裔無證客人數減
少時，來自中美洲的無證客則大幅增加，取代
墨西哥移民。先前川普把移民問題2016年競
選的中心議題，最近他宣布競選連任，外界預
估在2020年的連任競選中，川普仍會將移民
問題作為競選主軸。

其 中 新 官 上 任 的 ICE 代 理 局 長 摩 根
（Mark Morgan），4日即對外宣示，ICE將
加強遣返非法移民家庭。

川普衝選票 開始大規模遣返計畫 （綜合報導）不論是你的手機或汽車上的衛星導航，以及飛機、船舶等運輸業，甚至金融業與農
業，現在的社會很難想像一旦全球定位系統(GPS)失去作用會造成何種災情。一份美國知名研究機構
針對這種可能的狀況進行研究指出，GPS一旦嚴重故障或失靈，30天內美國全國將蒙受最高達到
450億美元的損失。涵蓋面幾乎遍及已知的各種工業、農業與服務業，顯然已經達到國家安全級大災
難的標準。

據《C4ISRNET》報導，由美國國家技術標準研究所( 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of Tech-
nology)委託美國三角研究所(RTI International)進行的研究指出，如果GPS系統停擺30天，美國可能
面臨高達350億美元的經濟損失，而如果停擺發生在農業植栽季節，損失將增加到450億美元。

報導說，這份研究報告重點集中在10個行業：電力、金融、定點服務業、採礦、海事、石油與
天然氣、測量、電信、遠程信息處理和農業。美國政府官員已多次警告，如果GPS遭到威脅或攻擊
，將嚴重影響國家安全。這些威脅包括對手干擾或發射假信號，目的在破壞軍事行動。

三角研究所的創新經濟學主管艾倫．奧康納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現在每天都有數億用戶依賴
GPS系統，包括一般人開車到跨國公司協調複雜的物流網絡。而如果GPS停發生在農業植栽季節，
損失可能高達450億美元，在這些季節之外，GPS停運30天電將造成160-350億美元的經濟損失。

報告指出，30天停運的將造成毀滅性災難。該報告估計玉米、大豆、小麥、大米、花生和棉花
等農業損失為17%，誤差幅度為6%。海事部門損失預估超過100億美元。

該報告估計，自2010年以來，每年要花約13億美元用於研究和開發用於國防和民用的GPS技術
。到目前為止，GPS曾發生幾次故障，但全部加起來的時間不到一天。

GPS停擺會如何？ 美研究：30天損失450億美元

（綜合報導）大家都知道，阿波羅11號的阿姆斯壯，是第
一個登陸月球的人類，但是成功非偶然，在阿姆斯壯踏上月球之
前，其他的探月先鋒為他奠定了基礎。其中一個就是阿波羅10
號，這是一場登月行動的總彩排，登月艙甚至已經飛行到月球表
面上空，就差最後臨門一腳。但是這具登月艙沒有降落，而是忠

實的執行性能測試，最終它被送
入太陽周圍的軌道，從此沒人知
道它飛到哪裡。對了，這具登月

艙有個著名的呼號，叫做 「史努比」 。
阿波羅10號任務的指揮/登月艙，應該是最有童趣的一組，

分別叫做 「查理布朗」 與 「史努比」 ，美國航太總署認為，從
家喻戶曉的流行漫畫 「花生家族」 (peanuts)的角色來命名，有
助於激發孩子們的興趣。1968年，航太總署還推出了 「銀史努
比獎」 (Silver Snoopy award)，作為太空工作者的重大貢獻與傑
出表現?，可以說是太空工作者的榮譽勳章。不過， 「史努比號
」 在完成阿波羅10號的任務後，就被大家遺忘了。

終於在2011年，英國一位名叫尼克豪斯(Nick Howes ?)的
業餘天文學家，集合其他的天文愛好者們開始尋找史努比，雖
然他們可以借用福克斯望遠鏡(Faulkes_Telescope_Project，一
具致力於天文推廣和公共教育的望遠鏡計畫，可用網路連線操
作 )，然而這個任務仍然很困難，因為關於阿波羅10號的軌道數
據很少，豪斯與他的團隊只能搜尋1969年5月22日之後的地球
繞日軌道，是否有獨特的物體在照片中，他在2011年接受訪問
時表示，可能的搜索範圍達到1.35億平方公里，這可是超巨大

的空間。
8年後，豪斯認為他們終於找到了史努比。他在自己的推特

上說 「可能找到了它，相當符合預估數據」 ，現在的位置太遙遠
了，實在很難確認，但 「正確率至少98％」 。

據豪斯的計畫，假如物體是史努比，那麼18年後將會接近
地球；他提議，或許像伊隆馬斯克(Elon Musk)這樣的太空行業
人物，可以設計必要的太空計畫來回收它，這一定是極有歷史意
義的太空任務。

雖然聽起來有點扯，但是登月50週年即將到來，這確實一
個很好的紀念活動。阿波羅10號於1969年5月18日發射，22
日接近月球，那一天，史努比釋放，並接近月球表面僅剩15公
里。想像一下，機組成員尤金‧塞爾南(Eugene Cernan)和湯瑪
斯‧史塔福德(Thomas Stafford)是如何感覺如此接近月球，卻不
能降落，那種即將創歷史，卻要自己放棄的感受。(塞爾南事後
表示，航太總署故意不給他們足夠的燃料，以防他們受到誘惑，
違抗命令自行登陸。)

或許，馬斯克這樣的民間太空業者，真的會在史努比下回接
近地球時，派出太空船將它帶回地球，只要有足夠的商機就能這
麼做。

業餘天文學家找到 「史努比」 阿波羅10號登月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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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停藥試驗成功首例
患肝炎27年男子停藥痊愈

綜合報導 近日，壹名男性

患者參加新加坡國立大學醫院

的停藥試驗四個月後，其用藥

長達27年的慢性B型肝炎不治

而愈，成為本地首個停藥而愈

的成功病例。

據報道，印度尼西亞籍商

人阿瓦洛丁1992年被診斷患上B

型肝炎，必須每天服藥，也試

過註射藥物。由於是慢性病

患，他得終身用藥，以抑制病

毒，避免肝衰竭。

2019 年 2 月 ， 他 參 加 新

加坡國大醫院展開的“停止

用藥”臨床試驗，這項測試

僅適用於體內病毒量較少的

病患。

在試驗下，病患停止所

有口服與註射藥物，每四周

做壹次檢查，結果經過四個

月的時間，阿瓦洛丁體內的

B 型肝炎表面抗原（HBsAg）

全消失了。HBsAg 是感染 B

型肝炎的標記，這意味著，

他已經痊愈。

阿瓦洛丁說：“現在我不

用再花錢買藥，也不會怕忘記

吃藥了。”

新加坡國大醫院於 2019

年 1 月 30 日展開停藥臨床試

驗，為期三年，目前共有 23

名 B 型肝炎病患參加。阿瓦

洛丁是第壹個在試驗中痊愈

的病患。

據悉，這項試驗僅適合體

內HBsAg少於每毫升100國際單

位(IU／ml)，而且沒有肝硬化、

肝癌或其他疾病的B型肝炎病患

。院方仍在征召符合條件的病

患，直到填滿150個名額。

國大醫院腸胃與肝臟科高

級顧問醫生林成義教授是負責

試驗的研究員。他12日在記者

說明會上說，停藥是為了啟動

身體的免疫系統去探測並抵抗

病毒，對體內病毒量少的病患

或可成為可行方案。

他說，剛開始停藥時，病

毒會短暫增加，但這是正常

的，在免疫系統起到作用後，

病毒便會消失。

“病患長時間服藥，病毒

被抑制了，身體就認不出病

毒。要是突然停藥，身體就會

發覺病毒是外來物體，便會攻

擊它，自然排毒。”

不過，林成義強調，只有

經過嚴格篩選的病患可試行停

藥，而這類病患屬少數，因此

不建議其他B型肝炎病患擅自停

藥，以免病情復發，若想停藥

，必須先請示醫生。

養育子女太費錢
不少韓國人打消生育念頭改養寵物

綜合報導 現代社會養育子女開

支極大，往往費盡心力，令不少人打

消生育下壹代的念頭，改為飼養寵

物，甚至如家人般看待牠們。以韓國

為例，擁有寵物的家庭比率從2012年

的18%，增至2018年的28%，寵物護

理行業市場總值估計到2027年將再增

加逾壹倍。

韓國壹間寵物殯儀店的39歲負責

人姜升日（譯音）每逢出差時，均會

為愛犬買玩具，並在今年農歷新年假

期時帶它探訪“祖母”，即姜升日的

母親。

姜升日坦言，韓國社會壓力很

大，父母為培育子女，會為子女聘請

私人補習老師、報讀補習班和藝術課

程，他想象到負擔將非常吃力，寧願

每月花10萬韓元飼養愛犬。

韓國人溺愛寵物的潮流也創造商

機，例如初創企業Pet Pick便為逾壹

萬只寵物度身訂做食物，聯合創辦人

樸恩別（譯音）表示，他們的寵物糧

食使用鮭魚和紅莓等高質量食材，價

錢雖較其他食糧貴壹倍，但仍不乏捧

場客，“我們許的多客戶都是千禧世

代，視寵物為他們的‘孩子’，願意

付出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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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印度比哈爾邦衛生當局表示，47

名兒童因使用含有有毒物質的荔枝而患上急性腦

炎綜合癥，不幸喪命。

該部門表示，自今年1月以來，墨沙發坡市

的兩家醫院共登記了179起腦炎病例，但是導致

死亡的案例只發生在過去三周。

據報道，印度衛生部門表示，導致兒童死亡的案

件與低血糖有關。國家衛生高級官員桑傑·庫馬爾說，

該地區廣泛種植荔枝也是導致兒童死亡的原因。

醫學期刊《柳葉刀》2014年發表的壹項研究指

出，三分之二的患病兒童尿檢結果顯示，他們體內

有荔枝籽毒素，其中，這種毒素在未成熟的荔枝籽

內含量更高。據悉，這些毒素會沈積在兒童的肝臟

中，當溫度升高時，毒素就會被釋放出來。

研究稱，受荔枝毒素影響的孩子大部分時間

都在附近的果園中吃荔枝，他們晚上回家時，

“不想吃飯”。而沒有吃晚飯的孩子的患病率是

那些吃晚飯孩子的兩倍。

研究表示，當孩子血糖水平下降時，身體會

開始代謝脂肪酸，從而導致葡萄糖增加。但對於那些受荔枝毒

素影響的孩子而言，荔枝毒素會影響“葡萄糖合成”，從而

導致血糖降低並誘發腦炎。

庫馬爾表示，患病的孩子“來自貧困家庭，他們糖分攝取不

足，且營養不良。”肝臟儲存糖原，當血糖水平下降時，肝臟會

釋放額外的糖進行平衡，當肝臟內糖儲存不足且只有毒素時，那

些毒素就會被釋放出來。

據報道，印度比哈爾邦當局已向該地區發出通知，建議父母

確保兒童水攝入充足，且不要空腹睡覺。

研究:福島核事故放射物質在太平洋循環

對生物無影響
綜合報導 日前，日本海洋研

究開發機構等團隊匯總的研究結

果顯示，因福島核事故流入太平

洋的放射性物質向東進發，抵達

北美大陸後開始向西流動。據

悉，預計今後將受千島寒流的影

響回到日本附近。這些放射性物

質活度極低，是對生物不會產生

影響的水平。

據報道，上述結果是團隊分

析海水後作出的判斷。此次研究

結果或將幫助查明放射性物質長

時間在北太平洋循環的情況。

報道稱，該團隊2017年6至8

月采集了北太平洋共 23處的海

水，檢測出銫134。該物質是核

試驗不會產生的放射性物質，因

此被認為是由福島核事故釋放。

除直接進入海中外，還可能是從

上空落入日本近海的太平洋，跟

著海流流動。

2014年實施的調查顯示，放

射性物質流至西經150度附近。

此次團隊對美國和加拿大西海岸

近海、以及白令海進行了調查。

北半球亞寒帶地區存在逆時針流

動的“亞寒帶循環”海流。曾經

高活度的是該海流流動強烈的沿

岸地區。該團隊認為，放射性物

質沿著亞寒帶循環海流抵達了北

美的西海岸後向西進發。

據悉，銫134溶於水，

以類似塊狀分布在最深至

約200米的海水表層，在比

300米深的海水中並未檢測

到。活度為每立方米海水

最大0.8貝克勒爾，是日本

政府規定的飲用水標準值(

每公升10貝克勒爾)的萬分之壹

以下。考慮到放射性物質半衰期

等因素，事故當時大概為6貝克

勒爾。

據團隊成員之壹的該機構

主任技術研究員熊本雄壹郎表

示：“實現了以放射性物質為

標記，明確看到了北太平洋的

循環。了解海水循環，對氣候

變化的未來預測而言也是不可

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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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 東莞報道）日前，東莞理工學院粵港機器人學院（下稱“機器人學

院”）迎來首批21名畢業生，有畢業團隊用10萬元（人民幣，下同）高校科研資金自主研發健身測

力儀，已為多家當地健身機構採集數據，預計在未來改進產品設計後可直接售予健身房。學院負

責人稱，通過企業考察、項目研發學年迭代等教學方式，成功鍛煉學生立項和動手能力，使其產

品可緊貼市場需求，更具市場競爭力。

莞生創意貼地 產品直入市場
粵港機器人學院行迭代制 允學生跨學年專注一項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若璋 廣州
報道）由粵港澳三地政府共同主辦的首
屆粵港澳大灣區文化藝術節（下稱藝術
節）將於下周一（24日）在廣州開幕。
廣東省委宣傳部常務副部長、首屆粵港
澳大灣區藝術節專項小組執行組長白潔
在昨日的新聞發佈會上表示，此次藝術
節是落實《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
要》中“共建人文灣區”內容的具體舉
措。希望藉以藝術節為平台來統籌三地
藝術資源，共同建設人文灣區。

建三地文化品牌活動
目前，藝術節相關預熱活動已經展

開，內容既包括開幕式及專場晚會，同
時涵蓋藝術精品巡演、港澳優秀舞台藝
術作品展演季、文學周、小學生詩歌季
等11個專項活動在內的100多項活動。

白潔續說，持續半個月的藝術節不
僅可以為三地民眾帶來精彩紛呈的藝術
盛宴，還能建設嶺南文化中心和對外文
化交流門戶，增強大灣區文化軟實力，
共同打造三地文化品牌活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獲悉，粵港澳大灣區
藝術節將從2019年起，每年舉辦一屆，
每屆一個主題，在香港、澳門和珠三角9
市中選取1個城市承辦，以“一地為主、
三地聯動”的方式開展系列活動。

澳門月底辦中葡文化節
作為今年首屆“粵港澳大灣區文化

藝術節”分會場的重點節目，由澳門文
化局主辦的第二屆“相約澳門──中葡
文化藝術節”將於本月底至7月初舉
行。藝術節亮點活動包括澳門國際書展
2019、澳門中樂團“絲竹與FADO”音
樂會、中國與葡語國家電影展、中國與
葡語國家藝術年展、中國與葡語國家傳
統歌舞表演，以及“九九存珍──慶祝
澳門回歸祖國二十周年檔案展”。

■粵港澳大灣區文化藝術節新聞發佈會現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若璋 攝

學科交叉教學 培育“文理全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 東莞報道）機器

人學院首批畢業生獲得的矚目成就，讓外界對該
學院的教學方式和學科構成十分關注。學院負責
人介紹，通過吸收學校四大學科的優秀學生進行
多專業交叉教學，培育出“文理科全才”。此
外，機器人學院已引入了港科大師資力量，下一
步更將與香港多所高校探討共建科學實驗室。

粵港機器人學院院長丁文霞在接受香港文匯報
記者採訪時透露，機器人學院與東莞松山湖國際機

器人產業基地、香港科技大學聯合共建，採用2+2
的培養模式。前兩年在學校校園學習，側重於數學
基礎、科學基礎和專業基礎的學習和工程能力的培
養，新生入學就引入機器人導論項目實踐課程，後
兩年在東莞松山湖國際機器人產業化基地培養，依
託香港科技大學的師資力量，引入機器人學、自動
控制、大疆飛控系統等特色課程。

她還指出，學校新成立的智能製造學院，更與
西門子開展了學科合作，將西門子12門重要課程引

入學院教學中。“機器人學院的學生來自學校不同
專業，如機械、自動化、電子信息、計算機、工業
設計等四大學科，除了與自己專業的同學學習自己
的專業之外，有機會和多專業的學生一起共同學
習。”丁文霞認為，交叉教學消除了文理科學生之
間的界限，也為培養“全才”打下基礎。

下一步，機器人學院將與港科大、港大、浸
會大學等香港知名高校探討共建科研實驗室，為
粵港高校科研團隊創造更多合作機會。

在機器人學院首屆畢業生項目團隊中，來自機
械設計製造及其自動化專業的畢業生鄭爽，

是一款名為電子測力儀的畢業項目牽頭人。這款
歷時近3年，耗費十餘萬元資金的畢業作品，不僅
成為畢業答辯中的典範，更獲得了當地健身機構
的青睞。

學院資助降試錯成本
“項目成品已經為東莞多個健身機構採集數

據，未來兩個月我們還會改進產品功能和外觀設
計，然後直接向健身房出售。”鄭爽介紹，9個人
的項目團隊由不同學科專業的合作夥伴“跨界合
作”，各司其職，將產品功能最大化。在項目研
發過程中，機器人學院提供的10萬元科研資金亦
功不可沒，為學生們大大降低了“試錯”成本。

“充分考慮到產品投入市場後的後續發展潛
力，我們通過計算機科學與技術學院的同學研發
了配套小程序，能夠在手機上顯示各項力學測試
數據。”鄭爽坦言，為了激發使用者的健身熱
情，測力儀在使用期間將產生電子積分，而積分
可在小程序的商城中兌換相應的禮品。這一人性
化的獎勵機制，得到合作健身機構的好評，也為
產品打開了新的市場渠道。

鄭爽表示，接下來如果產品的市場反響穩

定，項目團隊將正式進入創業階段。
首批畢業生的研發能力與創業思維，與機器

人學院獨特的教學方式分不開。電子工程與智能
化學院副院長、粵港機器人學院常務副院長任斌
透露，為培養學生的創業理念，在入學之初，學
院便組織學生考察企業機床製造組裝流程，深入
感受市場需求，再通過學年迭代制的項目研
發，鍛煉學生立項和動手能力。

“在充分了解製造業技術需求後，學生
會提出更符合市場化條件的科研項目，而迭
代制度則允許學生在不同學年中完成一件產品
的不同階段。”任斌表示，在這種緊貼市場需求
的培育方式下，學生的產品設計具備更強的市場
競爭力，真正做到學以致用。

將與華為合辦5G課程
除了畢業作品，一年一度的

機器人大賽也成為學生腦力比拚的
盛事，“首屆畢業生團隊還研發出
了空氣動力投籃機器人，也為新生
提供了參考。”任斌還指出，跨學
科研究一直是學院鼓勵的教學模式，
下一步，機器人學院還將與東莞的華為
研發中心合作，開設5G產業相關學科。

■■畢業生研發的健身測畢業生研發的健身測
力儀力儀，，預計只需稍作改預計只需稍作改
良便可售予健身房良便可售予健身房。。
香港文匯報記者帥誠香港文匯報記者帥誠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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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行政會議非官守
議員昨日發表聲
明，表示得悉行
政長官已就《逃
犯條例》的修訂
作進一步回應，
亦留意到行政長
官表示會更加努
力，平衡社會不
同意見，了解市
民的想法，並會
與市民同心同
行。他們定當以
香港的長遠和整
體利益為依歸，
繼續鼎力協助行
政長官施政，並
希望社會可盡快
回復平靜，放下
紛爭，讓各界和
政府可重新聚焦
重要的經濟和民
生工作。

行
會
聲
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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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鄭月娥在記者會上表示林鄭月娥在記者會上表示，，冀盡快彌補社會裂冀盡快彌補社會裂
痕痕，，重建市民的信心重建市民的信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攝

有信心承擔熱誠 盡快彌補社會裂痕

特首五度真誠道歉
盼續與港同心同行

林鄭月娥在記者會上表示，對特區政府工作上的不足，自己需
要負上很大的責任：“政府在解說修例方面未能讓市民更清

晰接收到修例的確切內涵，亦未能夠在更早的時間接觸關心修例的
法律或是刑事、立法工作的團體。”

她表示：“那麼大的事件，行政長官要負最大的責任，應該親
身、很嚴肅地向市民致歉，今日（指昨日）便是最早的機會，我必
須要在這地方，經過傳媒報道，向對修例持正反意見，以及並未參
加任何活動但生活受到影響的每一位香港市民道歉。”

聽到不滿 認真反思反省
“經過連續兩個周日的大型遊行，市民透過和平理性的方式，

表達對修例的憂慮，表達對政府，特別是對我個人的不滿及失望，
我都一一聽到，亦有認真的反思和反省。”林鄭月娥說。

對參與遊行集會的市民、維持治安的警隊同事及採訪的記者在
衝突中受傷，她感到十分難過，而“6．12事件”讓她更深切地明
白，身為特首，要努力平衡社會不同意見，了解市民的想法和感
受，“我衷心希望，香港經歷過這次事件，受傷的人能夠盡快康
復，社會的裂痕能夠盡快修補。因為香港是我們大家的，只有大家
同心同行，才可以為香港帶來希望。”

對港未來 青年充滿熱誠
林鄭月娥特別提到參與和平集會遊行的年輕人。她明白大家希望

特首是一個懂得聆聽、尊重、關心年輕人的特首，並強調“與青年同
行”是其參選承諾，她明白大家對社會問題會有不同想法，知道大家對
香港的未來都是充滿熱誠，“今次事件令我知道，我要做得更好。”

她直言，政府與市民溝通和互動的工作不可以“一時一刻”，
更不可以到有事要處理的時候才進行，而是要持續地進行。今後，
她希望能夠和立法會各黨派的議員合作，並歡迎建制派對政府在施
政方面提供“民意推敲”。

盼各界給機會 繼續服務
林鄭月娥形容，相信自己未來3年的工作將會非常困難，又形

容這是信心問題，“我和我的團隊都有信心，我們會加倍努力，希
望可以重建市民對於特區政府、對我本人的信心，可以讓我們更加
有效、務實地展開大量拓展經濟、改善民生、為青年人提供更多學
業和事業機會的政策措施。”

她續說，過去兩年，特區政府許多涉及社會民生、經濟的政策
和措施都受到市民的歡迎，亦希望社會各界可以給予自己繼續以務
實、誠懇的態度為香港社會服務的機會。“復修或復原的工作將會
馬上展開，事實上我昨日已經與三組的朋友見面，包括宗教界、高
教界、教育界，……我會再見更多的組織，日後亦希望有不同機會
可以直接與青年人對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思文）自香港特區政府建議

修訂《逃犯條例》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後，反

對派一再與外部勢力煽動市民情緒，引發大型遊行及暴

力衝擊，撕裂社會。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舉

行記者會，向全港市民五度致歉，承認政府推動修例的

工作做得不夠，引起了社會的矛盾、紛爭和焦慮，自己

要為這件事負上很大責任。她會認真反思事件，自己和

政府仍有信心、承擔和熱誠，會加倍努力，冀盡快彌補

社會裂痕，重建市民的信心，與全港市民同心同行，改

善民生、開拓經濟、為青年提供機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思文）香港警
務處處長盧偉聰17日澄清，6月12日使用的
“暴動”字眼只是針對部分人衝擊警方防線
的情況進行通報。林鄭月娥在昨日記者會上
亦強調，有人當日企圖使用暴力衝入立法會
大樓，前線警員的職責是要即時反應，並重
申只要當日是和平地參與公眾集會，並未使
用任何暴力，完全不需要擔憂自己會承擔參
與暴動的法律責任，又強調警務人員對行為
過激示威者進行執法是他們的職責，自己不
會凌駕監察機構作出判斷。

在昨日記者會上，有記者問到如何回應民
陣“撤回暴動定性”的訴求。林鄭月娥強調：

“我們從來都沒有認為、亦沒有說過參與6月
12日在金鐘一帶的公眾集會的大量人士──特
別是學生──是暴徒。盧偉聰已澄清，只要當
日是和平地參與這個公眾集會，並沒有用過任
何暴力的話，完全不需要擔憂。並不是說，無
論在6月12日的任何一段時間、只要到金鐘一
帶，就是參與暴動的人。”

“有人攻擊警員 反應職責所在”
她續說，關於對暴動的定義以及在執行

上如何處理的事宜，必須要交予警務處處
理，警務處如有需要，亦可以向律政司司長
尋求法律意見。林鄭月娥重申，警方對使用

暴力的示威者採取執法行動是他們的職責，
“當有人用暴力、用一些自製武器衝擊警
方，亦嘗試用暴力衝入立法會大樓，警察同
事有需要作出這種反應，他們的職責就是要
做這些事。我們不期望警察面對這些衝擊的
時候是不去處理。”

有記者問到如何“追究”警察“濫用暴
力”。林鄭月娥表示：“如果認為警隊同事
在處理事件方面有用過分武力或在其他方面
有投訴，香港有行之有效、穩妥的投訴機制
予以處理，而這個投訴機制以獨立的監警會
為重要組成部分，我覺得可以給予社會信
心，它會很公平、公正地處理相關投訴。”

認同警方澄清：若無暴力莫擔心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
鄭月娥在記者會上向全鄭月娥在記者會上向全
港市民真誠致歉港市民真誠致歉。。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國權劉國權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思文）反對派在特首林鄭月娥宣佈停止
修例後，仍然極力散播“陰謀論”，聲稱特區政府可“隨時重
啟”。林鄭月娥在昨日的記者會上強調，在宣佈暫緩修例後，已經
即時停止了有關工作，更沒有再為這項工作設定任何時間表，並重
申在未有足夠時間處理爭議或疑慮前，不會貿然重啟工作，而本屆
立法會會期將於明年7月結束，如果屆時草案還未獲通過就會失效。

被問到暫緩是否等於其實還有“重啟”的空間，林鄭月娥在記者
會上回應說︰“條例草案的工作已經即時停止下來，條例草案要重新做
是有一個過程的，而且草案的討論引起很多焦慮、不安和紛爭，作為一
個負責任的政府，當我還未做足夠的工作或未有足夠時間處理這些紛
爭、爭議或疑慮時，我不會貿然重新做這事。現在看來，要處理這些紛
爭和矛盾，不是一段短時間可以做到的事。”

她續說︰“這數日都有很多立法會議員和其他了解立法會運作
的朋友說，其實本屆立法會直至明年7月便會結束，如果有些條例
（草案）到當天還未能夠完成審議通過，該條條例（草案）便失
效，特區政府亦會接受這事實。”

草案一年內未通過即失效

七 成 市 民 接 受 道 歉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18日真誠道歉，根據“經濟通X
晴報”最新網上投票顯示，截至昨晚11時，在2,653名投票者
中，有70%表示接受林鄭月娥的道歉，不接受者僅25%，餘下
5%無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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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 東莞報道）日前，東莞理工學院粵港機器人學院（下稱“機器人學

院”）迎來首批21名畢業生，有畢業團隊用10萬元（人民幣，下同）高校科研資金自主研發健身測

力儀，已為多家當地健身機構採集數據，預計在未來改進產品設計後可直接售予健身房。學院負

責人稱，通過企業考察、項目研發學年迭代等教學方式，成功鍛煉學生立項和動手能力，使其產

品可緊貼市場需求，更具市場競爭力。

莞生創意貼地 產品直入市場
粵港機器人學院行迭代制 允學生跨學年專注一項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若璋 廣州
報道）由粵港澳三地政府共同主辦的首
屆粵港澳大灣區文化藝術節（下稱藝術
節）將於下周一（24日）在廣州開幕。
廣東省委宣傳部常務副部長、首屆粵港
澳大灣區藝術節專項小組執行組長白潔
在昨日的新聞發佈會上表示，此次藝術
節是落實《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
要》中“共建人文灣區”內容的具體舉
措。希望藉以藝術節為平台來統籌三地
藝術資源，共同建設人文灣區。

建三地文化品牌活動
目前，藝術節相關預熱活動已經展

開，內容既包括開幕式及專場晚會，同
時涵蓋藝術精品巡演、港澳優秀舞台藝
術作品展演季、文學周、小學生詩歌季
等11個專項活動在內的100多項活動。

白潔續說，持續半個月的藝術節不
僅可以為三地民眾帶來精彩紛呈的藝術
盛宴，還能建設嶺南文化中心和對外文
化交流門戶，增強大灣區文化軟實力，
共同打造三地文化品牌活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獲悉，粵港澳大灣區
藝術節將從2019年起，每年舉辦一屆，
每屆一個主題，在香港、澳門和珠三角9
市中選取1個城市承辦，以“一地為主、
三地聯動”的方式開展系列活動。

澳門月底辦中葡文化節
作為今年首屆“粵港澳大灣區文化

藝術節”分會場的重點節目，由澳門文
化局主辦的第二屆“相約澳門──中葡
文化藝術節”將於本月底至7月初舉
行。藝術節亮點活動包括澳門國際書展
2019、澳門中樂團“絲竹與FADO”音
樂會、中國與葡語國家電影展、中國與
葡語國家藝術年展、中國與葡語國家傳
統歌舞表演，以及“九九存珍──慶祝
澳門回歸祖國二十周年檔案展”。

■粵港澳大灣區文化藝術節新聞發佈會現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若璋 攝

學科交叉教學 培育“文理全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 東莞報道）機器

人學院首批畢業生獲得的矚目成就，讓外界對該
學院的教學方式和學科構成十分關注。學院負責
人介紹，通過吸收學校四大學科的優秀學生進行
多專業交叉教學，培育出“文理科全才”。此
外，機器人學院已引入了港科大師資力量，下一
步更將與香港多所高校探討共建科學實驗室。

粵港機器人學院院長丁文霞在接受香港文匯報
記者採訪時透露，機器人學院與東莞松山湖國際機

器人產業基地、香港科技大學聯合共建，採用2+2
的培養模式。前兩年在學校校園學習，側重於數學
基礎、科學基礎和專業基礎的學習和工程能力的培
養，新生入學就引入機器人導論項目實踐課程，後
兩年在東莞松山湖國際機器人產業化基地培養，依
託香港科技大學的師資力量，引入機器人學、自動
控制、大疆飛控系統等特色課程。

她還指出，學校新成立的智能製造學院，更與
西門子開展了學科合作，將西門子12門重要課程引

入學院教學中。“機器人學院的學生來自學校不同
專業，如機械、自動化、電子信息、計算機、工業
設計等四大學科，除了與自己專業的同學學習自己
的專業之外，有機會和多專業的學生一起共同學
習。”丁文霞認為，交叉教學消除了文理科學生之
間的界限，也為培養“全才”打下基礎。

下一步，機器人學院將與港科大、港大、浸
會大學等香港知名高校探討共建科研實驗室，為
粵港高校科研團隊創造更多合作機會。

在機器人學院首屆畢業生項目團隊中，來自機
械設計製造及其自動化專業的畢業生鄭爽，

是一款名為電子測力儀的畢業項目牽頭人。這款
歷時近3年，耗費十餘萬元資金的畢業作品，不僅
成為畢業答辯中的典範，更獲得了當地健身機構
的青睞。

學院資助降試錯成本
“項目成品已經為東莞多個健身機構採集數

據，未來兩個月我們還會改進產品功能和外觀設
計，然後直接向健身房出售。”鄭爽介紹，9個人
的項目團隊由不同學科專業的合作夥伴“跨界合
作”，各司其職，將產品功能最大化。在項目研
發過程中，機器人學院提供的10萬元科研資金亦
功不可沒，為學生們大大降低了“試錯”成本。

“充分考慮到產品投入市場後的後續發展潛
力，我們通過計算機科學與技術學院的同學研發
了配套小程序，能夠在手機上顯示各項力學測試
數據。”鄭爽坦言，為了激發使用者的健身熱
情，測力儀在使用期間將產生電子積分，而積分
可在小程序的商城中兌換相應的禮品。這一人性
化的獎勵機制，得到合作健身機構的好評，也為
產品打開了新的市場渠道。

鄭爽表示，接下來如果產品的市場反響穩

定，項目團隊將正式進入創業階段。
首批畢業生的研發能力與創業思維，與機器

人學院獨特的教學方式分不開。電子工程與智能
化學院副院長、粵港機器人學院常務副院長任斌
透露，為培養學生的創業理念，在入學之初，學
院便組織學生考察企業機床製造組裝流程，深入
感受市場需求，再通過學年迭代制的項目研
發，鍛煉學生立項和動手能力。

“在充分了解製造業技術需求後，學生
會提出更符合市場化條件的科研項目，而迭
代制度則允許學生在不同學年中完成一件產品
的不同階段。”任斌表示，在這種緊貼市場需求
的培育方式下，學生的產品設計具備更強的市場
競爭力，真正做到學以致用。

將與華為合辦5G課程
除了畢業作品，一年一度的

機器人大賽也成為學生腦力比拚的
盛事，“首屆畢業生團隊還研發出
了空氣動力投籃機器人，也為新生
提供了參考。”任斌還指出，跨學
科研究一直是學院鼓勵的教學模式，
下一步，機器人學院還將與東莞的華為
研發中心合作，開設5G產業相關學科。

■■畢業生研發的健身測畢業生研發的健身測
力儀力儀，，預計只需稍作改預計只需稍作改
良便可售予健身房良便可售予健身房。。
香港文匯報記者帥誠香港文匯報記者帥誠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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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全力組織抗震救災 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四川宜賓市

長寧縣於6月17日晚10時55分發生6.0級地震，
震源深度16公里。截至18日下午3時，地震已造
成13人死亡、199人受傷、14萬餘人受災，部分
水電、交通、通信等基礎設施受損。
地震發生後，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

央軍委主席習近平高度重視並作出重要指示，要
求全力組織抗震救災，把搜救人員、

搶救傷員放在首位，最大限度減少傷亡。解放
軍、武警部隊要支持配合地方開展搶險救災工
作。注意科學施救，加強震情監測，防範發生次生
災害，盡快恢復水電供應、交通運輸、通信聯絡，
妥善做好受災群眾避險安置等工作。當前正值汛
期，全國部分地區出現強降雨，引發洪澇、滑坡
等災害，造成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相關地區黨
委和政府要牢固樹立以人民為中心的思想，積極
組織開展防汛搶險救災工作，切實保障人民群眾

生命財產安全。

李克強：切實做好汛期防範應對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作

出批示，要求抓緊核實地震災情，全力組織搶險
救援和救治傷員，盡快搶修受損的交通、通信等
基礎設施。及時發佈災情和救災工作信息，維護
災區社會秩序。水利部、應急管理部、自然資源
部要指導協助相關地方切實做好汛期強降雨引發

各類災害的防範和應對。
根據習近平指示和李克強要求，應急管理部、

國家衛生健康委等部門已派出工作組趕赴災區指導
救援救災。自然資源部、水利部等有關部門正指導
地方排查震區周邊風險隱患點。四川省、宜賓市正
組織橋樑、地質專家以及救援隊等力量開展救災工
作，並緊急調撥帳篷、棉被、摺疊床等救災物資運
抵災區。抗震救災各項工作正在緊
張有序進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兵 成都報道）許多四川民眾不
是第一次經歷地震，但不同以往的是，此次震感來臨前，電
視上出現了地震預警彈幕。成都、德陽、樂山、廣元、涼
山……震中周圍各地都收到了提醒。不少居民小區的喇叭也
播報了倒計時的聲音。安裝了預警APP的用戶，手機上也出
現了倒計時提醒。香港文匯報記者從成都高新減災研究所獲
悉，利用電波比地震波傳播速度快的原理，內地地震預警網
成功預警此次地震，在地震前的10秒向宜賓市預警，並提前
61秒向成都預警。

該研究所所長王暾是美國康涅狄格大學理論物理學博
士，2008年汶川地震後決定回國研發地震預警系統。2010
年底，王暾團隊的地震預警系統實現了通過手機短信接收
地震預警信號；2012年，地震預警系統接入了電視台。目
前，預警網覆蓋面積達220萬平方公里，覆蓋了地震區
90％的人口，已成功預警國內外總計52次破壞性地
震。王暾介紹，該所與應急管理部門聯合建成了全

球最大的地震預警網，使中國成為繼日本、

墨西哥之後第三個具有地震預警能力的國家。
“利用電波比地震波傳播速度快的原理，在地震造成破

壞前，提前幾秒到幾十秒為用戶發出全自動秒級響應的地震預
警警報……”王暾說，如果在地震波到達時提前3秒收到預
警，傷亡人數可降低14%；提前10秒，傷亡人數可降低
39%；如果汶川地震有預警，死亡人數可能會減少2萬至3
萬。

倖存村民：無數雙手在救我

地震突如其來，但雙河鎮的萬練
兵與梅硐鎮的王媛媛的婚禮如期舉
行。18日早晨6時30分，新娘王媛媛
家樓下已經排開了9輛婚車。迎親和
送親隊伍正在聊天和一來一往的嬉鬧

時，餘震來了，大家便一溜煙地跑到馬路中央。
萬練兵說：“昨（17日）晚我和親朋好友正

在家中安排接親和婚禮的事，突然就震起來了，
幸好大家都沒事。”他說，在和王媛媛商量後，
還是決定如期舉行婚禮。

酒家老闆趙剛說，婚禮共擺了七八桌酒席，
基本沒有受地震影響。“這是我開飯店這麼多年
以來，承接的最為特殊的一次婚禮酒席。”

在發生6級地震兩小時後，宜賓市珙縣巡場鎮
宜賓市礦山急救醫院迎來了震後第一個新生兒。

7“地震寶寶”呱呱落地
該孕婦於震前2個小時入院待產。地震發生

時，該孕婦和家人被轉移到醫院空曠地方，準備
在救護車上生產，但救護車空間太小無法接生。
18日上午11時30分左右，該孕婦被轉移到產房，
醫生冒着餘震為其成功接生。

四川省宜賓市礦山急救醫院院長易思章介
紹，從地震發生至今，該院已成功接生了7名“地
震寶寶”。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向芸、李兵 成都報道

18日凌晨，夜雨已停，青山環繞的
小鎮籠罩在淡淡的煙霧中。剛

剛經歷了驚魂一刻的人們大多集聚在雙河鎮
文化廣場上，或幫忙搭建救災帳篷，或排隊
領取礦泉水、方便麵等生活物資，還有不少
人站在電力部門提供的移動充電車旁為手機
充電。

村民：劫後餘生
回憶起17日夜第一次地震，村民羅叢

兵說：“地震時我正在家看電視，突然搖
了起來，然後房間一片漆黑，停電了。”
羅叢兵從家中跑出，拿上喇叭，挨家挨戶
通知村民們起床外出避險。

王姓村民拿着剛剛排隊領到的泡麵，她
說，地震發生後，便匆匆套了一件黑色衣服
就和家人跑到戶外，隨後跟隨其他村民們到
了文化廣場。“我有一種劫後餘生的感覺，
但是只要家人都在一起，平安就好。”

17日晚10時55分，大地突然搖晃起
來，長寧縣梅硐鎮“鴻苑賓館”的老闆娘
李代鳳被垮塌的平房壓在了下面。幸而賓
館的前台設在臨街的平房裡，李代鳳的呼
救聲被鄰居和街上的行人聽見了。“我都
記不得房子垮的那一瞬間了。被壓着的時
候還是比較清醒的，我就喊‘救命’，一
下就有人答應我了，叫我不要着急，都在
救我。”

隨後，李代鳳看到頭上有很
多光亮晃過，事後回憶起來，那
應該是大家用手機和電筒在照着
她。“周圍都是人，我只曉得有
無數雙手在救我，還在喊快點送
到醫院去。”

在長寧縣雙河鎮衛生院，22
歲的護士楊珊在值班時感到了突
如其來的強烈搖晃。等反應過
來，她已被變形的門困在了值班
室裡。“還好有同事幫忙，我才
出來，有驚無險。”更讓她們擔

心的是院裡三
名精神疾病病人的
安危。楊珊和同事幾乎沒
有猶豫，迅速趕到病房，
將三名病人帶到安全地
帶。

“病人救出來了，設備怎
麼辦？地震發生後，傷員一定會
越來越多的。”楊珊和同事冒着餘
震的危險，再次進入衛生院，取出
了紗布、碘酒等必備醫療用品。“一
直都在發生餘震，我們也害怕，但都
顧不了這麼多了。”

雙河鎮衛生院的醫生、護士等
第一時間到崗，為受傷群眾初步診
治。這時，楊珊才有時間處理自己
在轉移病人過程中擦傷的右腳
踝。

受災人口逾14萬
截至18日下午，災區已搶通長

寧、珙縣通往震中的主通道7條，保障
各類救援力量順利通行。3,065名各界救
援力量參與了此次地震救援。此次地震受災
人口達14萬餘人，造成倒塌房屋73間，嚴
重損壞房屋19間，一般損壞房屋12,723
間。目前已緊急轉移安置8,447人。 地震突如其來 婚禮如期舉行

四川宜賓6級地震致13死199傷

 &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記者向芸、李兵及中新社報道）

6月17日晚上10時55分，四川宜賓市長寧縣發生6級地

震，震源深度16公里。截至18日下午3時

30分，此次地震因災死亡13人，受

傷199人，在震中的雙河鎮，營救在

繼續。

■地震網此次成功提前向宜賓發出
預警。圖為震前電視上的地震預
警。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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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寧縣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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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月月1717日日，，四四
川宜賓市長寧縣發生川宜賓市長寧縣發生66
級地震級地震。。圖為雙河鎮金圖為雙河鎮金
魚村的救援人員抬被魚村的救援人員抬被
救出的一名兒童前往救出的一名兒童前往
救護車救護車。。 中新社中新社

地震網成功提前10秒預警

■大疆無人機對此次救援助益良多。圖為由無人機拍攝的
雙河鎮的一處坍塌民房。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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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 東莞報道）日前，東莞理工學院粵港機器人學院（下稱“機器人學

院”）迎來首批21名畢業生，有畢業團隊用10萬元（人民幣，下同）高校科研資金自主研發健身測

力儀，已為多家當地健身機構採集數據，預計在未來改進產品設計後可直接售予健身房。學院負

責人稱，通過企業考察、項目研發學年迭代等教學方式，成功鍛煉學生立項和動手能力，使其產

品可緊貼市場需求，更具市場競爭力。

莞生創意貼地 產品直入市場
粵港機器人學院行迭代制 允學生跨學年專注一項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若璋 廣州
報道）由粵港澳三地政府共同主辦的首
屆粵港澳大灣區文化藝術節（下稱藝術
節）將於下周一（24日）在廣州開幕。
廣東省委宣傳部常務副部長、首屆粵港
澳大灣區藝術節專項小組執行組長白潔
在昨日的新聞發佈會上表示，此次藝術
節是落實《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
要》中“共建人文灣區”內容的具體舉
措。希望藉以藝術節為平台來統籌三地
藝術資源，共同建設人文灣區。

建三地文化品牌活動
目前，藝術節相關預熱活動已經展

開，內容既包括開幕式及專場晚會，同
時涵蓋藝術精品巡演、港澳優秀舞台藝
術作品展演季、文學周、小學生詩歌季
等11個專項活動在內的100多項活動。

白潔續說，持續半個月的藝術節不
僅可以為三地民眾帶來精彩紛呈的藝術
盛宴，還能建設嶺南文化中心和對外文
化交流門戶，增強大灣區文化軟實力，
共同打造三地文化品牌活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獲悉，粵港澳大灣區
藝術節將從2019年起，每年舉辦一屆，
每屆一個主題，在香港、澳門和珠三角9
市中選取1個城市承辦，以“一地為主、
三地聯動”的方式開展系列活動。

澳門月底辦中葡文化節
作為今年首屆“粵港澳大灣區文化

藝術節”分會場的重點節目，由澳門文
化局主辦的第二屆“相約澳門──中葡
文化藝術節”將於本月底至7月初舉
行。藝術節亮點活動包括澳門國際書展
2019、澳門中樂團“絲竹與FADO”音
樂會、中國與葡語國家電影展、中國與
葡語國家藝術年展、中國與葡語國家傳
統歌舞表演，以及“九九存珍──慶祝
澳門回歸祖國二十周年檔案展”。

■粵港澳大灣區文化藝術節新聞發佈會現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若璋 攝

學科交叉教學 培育“文理全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 東莞報道）機器

人學院首批畢業生獲得的矚目成就，讓外界對該
學院的教學方式和學科構成十分關注。學院負責
人介紹，通過吸收學校四大學科的優秀學生進行
多專業交叉教學，培育出“文理科全才”。此
外，機器人學院已引入了港科大師資力量，下一
步更將與香港多所高校探討共建科學實驗室。

粵港機器人學院院長丁文霞在接受香港文匯報
記者採訪時透露，機器人學院與東莞松山湖國際機

器人產業基地、香港科技大學聯合共建，採用2+2
的培養模式。前兩年在學校校園學習，側重於數學
基礎、科學基礎和專業基礎的學習和工程能力的培
養，新生入學就引入機器人導論項目實踐課程，後
兩年在東莞松山湖國際機器人產業化基地培養，依
託香港科技大學的師資力量，引入機器人學、自動
控制、大疆飛控系統等特色課程。

她還指出，學校新成立的智能製造學院，更與
西門子開展了學科合作，將西門子12門重要課程引

入學院教學中。“機器人學院的學生來自學校不同
專業，如機械、自動化、電子信息、計算機、工業
設計等四大學科，除了與自己專業的同學學習自己
的專業之外，有機會和多專業的學生一起共同學
習。”丁文霞認為，交叉教學消除了文理科學生之
間的界限，也為培養“全才”打下基礎。

下一步，機器人學院將與港科大、港大、浸
會大學等香港知名高校探討共建科研實驗室，為
粵港高校科研團隊創造更多合作機會。

在機器人學院首屆畢業生項目團隊中，來自機
械設計製造及其自動化專業的畢業生鄭爽，

是一款名為電子測力儀的畢業項目牽頭人。這款
歷時近3年，耗費十餘萬元資金的畢業作品，不僅
成為畢業答辯中的典範，更獲得了當地健身機構
的青睞。

學院資助降試錯成本
“項目成品已經為東莞多個健身機構採集數

據，未來兩個月我們還會改進產品功能和外觀設
計，然後直接向健身房出售。”鄭爽介紹，9個人
的項目團隊由不同學科專業的合作夥伴“跨界合
作”，各司其職，將產品功能最大化。在項目研
發過程中，機器人學院提供的10萬元科研資金亦
功不可沒，為學生們大大降低了“試錯”成本。

“充分考慮到產品投入市場後的後續發展潛
力，我們通過計算機科學與技術學院的同學研發
了配套小程序，能夠在手機上顯示各項力學測試
數據。”鄭爽坦言，為了激發使用者的健身熱
情，測力儀在使用期間將產生電子積分，而積分
可在小程序的商城中兌換相應的禮品。這一人性
化的獎勵機制，得到合作健身機構的好評，也為
產品打開了新的市場渠道。

鄭爽表示，接下來如果產品的市場反響穩

定，項目團隊將正式進入創業階段。
首批畢業生的研發能力與創業思維，與機器

人學院獨特的教學方式分不開。電子工程與智能
化學院副院長、粵港機器人學院常務副院長任斌
透露，為培養學生的創業理念，在入學之初，學
院便組織學生考察企業機床製造組裝流程，深入
感受市場需求，再通過學年迭代制的項目研
發，鍛煉學生立項和動手能力。

“在充分了解製造業技術需求後，學生
會提出更符合市場化條件的科研項目，而迭
代制度則允許學生在不同學年中完成一件產品
的不同階段。”任斌表示，在這種緊貼市場需求
的培育方式下，學生的產品設計具備更強的市場
競爭力，真正做到學以致用。

將與華為合辦5G課程
除了畢業作品，一年一度的

機器人大賽也成為學生腦力比拚的
盛事，“首屆畢業生團隊還研發出
了空氣動力投籃機器人，也為新生
提供了參考。”任斌還指出，跨學
科研究一直是學院鼓勵的教學模式，
下一步，機器人學院還將與東莞的華為
研發中心合作，開設5G產業相關學科。

■■畢業生研發的健身測畢業生研發的健身測
力儀力儀，，預計只需稍作改預計只需稍作改
良便可售予健身房良便可售予健身房。。
香港文匯報記者帥誠香港文匯報記者帥誠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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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 東莞報道）日前，東莞理工學院粵港機器人學院（下稱“機器人學

院”）迎來首批21名畢業生，有畢業團隊用10萬元（人民幣，下同）高校科研資金自主研發健身測

力儀，已為多家當地健身機構採集數據，預計在未來改進產品設計後可直接售予健身房。學院負

責人稱，通過企業考察、項目研發學年迭代等教學方式，成功鍛煉學生立項和動手能力，使其產

品可緊貼市場需求，更具市場競爭力。

莞生創意貼地 產品直入市場
粵港機器人學院行迭代制 允學生跨學年專注一項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若璋 廣州
報道）由粵港澳三地政府共同主辦的首
屆粵港澳大灣區文化藝術節（下稱藝術
節）將於下周一（24日）在廣州開幕。
廣東省委宣傳部常務副部長、首屆粵港
澳大灣區藝術節專項小組執行組長白潔
在昨日的新聞發佈會上表示，此次藝術
節是落實《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
要》中“共建人文灣區”內容的具體舉
措。希望藉以藝術節為平台來統籌三地
藝術資源，共同建設人文灣區。

建三地文化品牌活動
目前，藝術節相關預熱活動已經展

開，內容既包括開幕式及專場晚會，同
時涵蓋藝術精品巡演、港澳優秀舞台藝
術作品展演季、文學周、小學生詩歌季
等11個專項活動在內的100多項活動。

白潔續說，持續半個月的藝術節不
僅可以為三地民眾帶來精彩紛呈的藝術
盛宴，還能建設嶺南文化中心和對外文
化交流門戶，增強大灣區文化軟實力，
共同打造三地文化品牌活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獲悉，粵港澳大灣區
藝術節將從2019年起，每年舉辦一屆，
每屆一個主題，在香港、澳門和珠三角9
市中選取1個城市承辦，以“一地為主、
三地聯動”的方式開展系列活動。

澳門月底辦中葡文化節
作為今年首屆“粵港澳大灣區文化

藝術節”分會場的重點節目，由澳門文
化局主辦的第二屆“相約澳門──中葡
文化藝術節”將於本月底至7月初舉
行。藝術節亮點活動包括澳門國際書展
2019、澳門中樂團“絲竹與FADO”音
樂會、中國與葡語國家電影展、中國與
葡語國家藝術年展、中國與葡語國家傳
統歌舞表演，以及“九九存珍──慶祝
澳門回歸祖國二十周年檔案展”。

■粵港澳大灣區文化藝術節新聞發佈會現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若璋 攝

學科交叉教學 培育“文理全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 東莞報道）機器

人學院首批畢業生獲得的矚目成就，讓外界對該
學院的教學方式和學科構成十分關注。學院負責
人介紹，通過吸收學校四大學科的優秀學生進行
多專業交叉教學，培育出“文理科全才”。此
外，機器人學院已引入了港科大師資力量，下一
步更將與香港多所高校探討共建科學實驗室。

粵港機器人學院院長丁文霞在接受香港文匯報
記者採訪時透露，機器人學院與東莞松山湖國際機

器人產業基地、香港科技大學聯合共建，採用2+2
的培養模式。前兩年在學校校園學習，側重於數學
基礎、科學基礎和專業基礎的學習和工程能力的培
養，新生入學就引入機器人導論項目實踐課程，後
兩年在東莞松山湖國際機器人產業化基地培養，依
託香港科技大學的師資力量，引入機器人學、自動
控制、大疆飛控系統等特色課程。

她還指出，學校新成立的智能製造學院，更與
西門子開展了學科合作，將西門子12門重要課程引

入學院教學中。“機器人學院的學生來自學校不同
專業，如機械、自動化、電子信息、計算機、工業
設計等四大學科，除了與自己專業的同學學習自己
的專業之外，有機會和多專業的學生一起共同學
習。”丁文霞認為，交叉教學消除了文理科學生之
間的界限，也為培養“全才”打下基礎。

下一步，機器人學院將與港科大、港大、浸
會大學等香港知名高校探討共建科研實驗室，為
粵港高校科研團隊創造更多合作機會。

在機器人學院首屆畢業生項目團隊中，來自機
械設計製造及其自動化專業的畢業生鄭爽，

是一款名為電子測力儀的畢業項目牽頭人。這款
歷時近3年，耗費十餘萬元資金的畢業作品，不僅
成為畢業答辯中的典範，更獲得了當地健身機構
的青睞。

學院資助降試錯成本
“項目成品已經為東莞多個健身機構採集數

據，未來兩個月我們還會改進產品功能和外觀設
計，然後直接向健身房出售。”鄭爽介紹，9個人
的項目團隊由不同學科專業的合作夥伴“跨界合
作”，各司其職，將產品功能最大化。在項目研
發過程中，機器人學院提供的10萬元科研資金亦
功不可沒，為學生們大大降低了“試錯”成本。

“充分考慮到產品投入市場後的後續發展潛
力，我們通過計算機科學與技術學院的同學研發
了配套小程序，能夠在手機上顯示各項力學測試
數據。”鄭爽坦言，為了激發使用者的健身熱
情，測力儀在使用期間將產生電子積分，而積分
可在小程序的商城中兌換相應的禮品。這一人性
化的獎勵機制，得到合作健身機構的好評，也為
產品打開了新的市場渠道。

鄭爽表示，接下來如果產品的市場反響穩

定，項目團隊將正式進入創業階段。
首批畢業生的研發能力與創業思維，與機器

人學院獨特的教學方式分不開。電子工程與智能
化學院副院長、粵港機器人學院常務副院長任斌
透露，為培養學生的創業理念，在入學之初，學
院便組織學生考察企業機床製造組裝流程，深入
感受市場需求，再通過學年迭代制的項目研
發，鍛煉學生立項和動手能力。

“在充分了解製造業技術需求後，學生
會提出更符合市場化條件的科研項目，而迭
代制度則允許學生在不同學年中完成一件產品
的不同階段。”任斌表示，在這種緊貼市場需求
的培育方式下，學生的產品設計具備更強的市場
競爭力，真正做到學以致用。

將與華為合辦5G課程
除了畢業作品，一年一度的

機器人大賽也成為學生腦力比拚的
盛事，“首屆畢業生團隊還研發出
了空氣動力投籃機器人，也為新生
提供了參考。”任斌還指出，跨學
科研究一直是學院鼓勵的教學模式，
下一步，機器人學院還將與東莞的華為
研發中心合作，開設5G產業相關學科。

■■畢業生研發的健身測畢業生研發的健身測
力儀力儀，，預計只需稍作改預計只需稍作改
良便可售予健身房良便可售予健身房。。
香港文匯報記者帥誠香港文匯報記者帥誠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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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樓市“小陽春”後或無“夏至”
上月67城樓價續漲 監管再釋從嚴信號

路透社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測算，5月70個
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價格指數同比升

10.7%，升幅與前月持平，連漲44個月；環比上
漲0.7%，連漲49個月，漲幅比前月的0.6%有所
擴大。

穗一手樓價同比飆升12.2%
統計局數據顯示，重點城市中，北京與上海

5月新建商品住宅銷售價格指數同比分別升3.9%
和 1.7%，廣州和深圳同比分別升 12.2%和
1.2%；京、滬、廣、深新建商品住宅價格指數環
比分別為上升0.6%，下降0.1%，上升0.8%和上
升0.4%。

二手房方面，呼和浩特、杭州、南寧等55
個城市環比上漲，廣州、青島、武漢、長沙等15
城下跌或持平。總體看，一二線房價指數環比漲

幅收窄，三線持平於前月。

政策影響 二手或現“退燒”
國家統計局城市司高級統計師劉建偉稱，5

月份，各地繼續落實好一城一策、因城施策、城
市政府主體責任的長效調控機制，房地產市場繼
續保持穩定。

中原地產首席分析師張大偉表示，從不受限
價政策影響的二手房市場看，5月70個城市二手
住宅價格漲幅收窄，表明今年初以來因資金寬鬆
導致的樓市小陽春，在政策影響下退燒，6月至8
月市場可能會進入新一輪的調整期。

“市場可以小陽春，不准入夏。”張大偉
預計，今年樓市依然平穩為主，市場過熱肯定
會加碼調控，但政策力度沒有超過市場預期。
易居研究中心研究總監嚴躍進則認為，隨着後

續金融貸款政策的收緊，後續上漲城市數量會
有所減少。

首5月土地購置面積降33.2%
今年中國經濟面臨內外壓力，但房地產調控

未現鬆動跡象。5月以來，住建部再發房價預
警，佛山、蘇州、大連、南寧被點名；銀保監會
發文嚴查房地產信託和其他非標融資，亦有傳言
稱部分房企債券融資受限，房地產融資環境收
緊。銀保監會主席郭樹清亦警告，房地產業過度
融資，泡沫化問題嚴重。凡是過度依賴房地產發
展的，最終都會面臨問題。

國家統計局早前公佈房地產投資和銷售數據
釋放市場降溫信號，前5月商品房銷售面積同比
下降1.6%，土地購置面積同比下降33.2%，新開
工面積增速亦出現回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北京報道）5月房地產投資、銷

售增速小幅回落，不過中國國家統計局18日發佈70個大中城

市房價數據顯示房價延續漲勢。67個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價格環

比上漲，數量與前月持平，西安漲幅2%領跑，重慶、大理、

洛陽、金華、大連、無錫等13個二三線城市漲幅超1%，下跌

城市僅上海和岳陽。近期中國住建部、銀保監會等監管層再發

聲，釋放監管從嚴信號，業內料各地樓市調控仍將持續。

香港文匯報訊 包商銀行被接管引發的風波
未止。近日市場傳流一則“財務公司接到銀監會
風險提示，對恒豐銀行等四家擬託管銀行不予貼
現”的“緊急通知”。對此包商銀行接管組回應
稱，“近期銀保監會未向企業集團財務公司進行
不予貼現商業銀行承兌匯票的風險提示。”

包商銀行接管組表示，一直以來，銀保監會
始終指導企業集團財務公司在風險可控、依法合
規的前提下，穩妥與其他銀行業金融機構開展同
業業務，積極支持實體經濟發展。接管組強調，
“包商銀行被接管，完全是一個個案。”當前中
國金融市場流動性總體充裕，金融風險總體可
控。接管組提醒，關於包商銀行的相關信息以人
民銀行、銀保監會官方發佈為準。

包商銀行5月24日被接管後至今三周，監
管部門在三周內以多種方式維穩市場，市場上
的同業傳單(NCD)近日出現明顯上升。據彭博
匯總的中國銀行間同業拆借中心數據，上周共
發行了4,586.8億元(人民幣，下同)NCD，為前
周1351.3億元的三倍多，並開始向包商事件前
的發行水位回歸。本周發行還在進一步提速，
前兩日合計發行已超3,000億元，超過上周全
周發行量的六成。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周琳 北京報
道) 經中國鐵路總公司改制成立中國國
家鐵路集團有限公司，18日在北京掛
牌。這距離2013年組建中國鐵路總公
司整整6年3個月。原中國鐵路總公司
的債權、債務、品牌、資質證照、知識
產權等均由改制後的中國國家鐵路集團
有限公司承繼，實現從傳統運輸生產型
企業向現代運輸經營型企業轉變。

據國家鐵路集團官網，新成立的
集團共有27個內設機構，其中包括川
藏鐵路建設工程建設總指揮部辦公
室。此外，集團所屬企業還包括18個
鐵路局集團公司、3個專業運輸公司
等34家企業、3個事業單位。

據國家鐵路集團公司有關部門負
責人介紹，經國務院批准，公司為國
家授權投資機構和國家控股公司。中
文簡稱為“中國鐵路”，以鐵路客貨
運輸為主業，實行多元化經營。負責
人強調，依照國家有關法律法規，公
司不設股東會，由財政部代表國務院
履行出資人職責。公司設董事會、經
理層，建立法人治理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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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商銀行接管組：
一切信息以官方發佈為準

■分析指今年初以來因資金寬鬆導致的樓市小陽春，在政策影響下退燒，6
月至8月市場可能會進入新一輪的調整期。 資料圖片

中國一手房價環比走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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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台中市議會第三屆市議員當
選人尤碧鈴被指控透過蔡姓樁腳買票，市議
員落選人王立任提起當選無效訴訟。法官認
為，尤碧鈴顯有共同參與買票行為，今天判
尤當選無效，可上訴。

台灣台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書指出，尤
碧鈴為民國107年11月24日台中市議會第
三屆第二選區市議員當選人，尤碧鈴的蔡姓
樁腳因涉嫌賄選而遭台中地檢署起訴，目前
由台中地院審理中，案件經市議員落選人王
立任提起當選無效訴訟。

尤碧鈴的蔡姓樁腳涉嫌在107年9月中
旬，以每票新台幣500元的代價，向台中市
沙鹿區清泉里附近選民買票，經台中地檢署
檢察官起訴並聲押禁見獲准，多名選民到案
說明時，都坦承有拿到買票款項。

法官審理時，蔡男否認交付現金給選民

涉及賄選，且非尤碧鈴的樁腳，並辯稱不認
識尤碧鈴，與對方沒有往來。

但法官認為，現今選舉戰況常情，僅由
候選人單獨拼搏選戰者甚為少見，多設立競
選總部，並動員親朋好友組成競選團隊，若
蔡男與尤碧鈴不熟識且未謀議行賄，無理由
自掏腰包幫忙行賄且涉及刑責風險，且有證
人證述蔡男的賄選資金由尤碧鈴的丈夫所交
付。

合議庭參酌蔡男賄選對象都是附近鄰居
，且賄選時間接近，賄選對價都是500元，
且資金源自尤碧鈴的丈夫，足證明蔡男的賄
選行為屬有組織系統的賄選行為，尤碧鈴對
蔡男的買票行為，顯有共同參與、授意、同
意或容許，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判決尤碧
玲當選無效，全案可上訴。

中市議員尤碧鈴樁腳涉賄 一審判當選無效

（中央社）台東檢警偵辦警官涉入近
900公斤安毒走私案，檢方今以證人身分傳
訊台東縣議員林參天。林參天說，尚有重量
級身分的人及警方涉案，已提供給檢察官。
台東地檢署表示，此案尚未偵結。

台東地檢署5月9日深夜指揮海巡署台
東查緝隊、台東縣警察局人員，在蘭嶼外海
攔截 「藍悅號」 海釣船，在船上取出899公
斤安非他命，目前已有包括鄭姓船長，以及
涉案的台東縣警局2線2星李姓警官等5人
遭到收押。

台東地檢署今天以證人身分傳訊當初爆

料李姓警官涉案的縣議員林參天。林參天出
庭前受訪表示，據他掌握的消息，尚有 「重
量級」 身分的人以及警方人員涉案，他已將
資料提供給檢察官。

台東地檢署主任檢察官連思藩表示，目
前案件尚在偵辦中，繼續追查相關人員，日
前收押的李姓警官供出的訊息都是已經在掌
握中的事，沒有突破性供詞。

今天傳訊林參天縣議員是希望他能提供
更多訊息，供專案小組參考，至於內容如何
不便透露。

蘭嶼900公斤安毒走私 縣議員揭還有警方涉案

（中央社）前立委何智輝涉貪判刑定讞逃亡中
，媒體報導北檢將何智輝貪污案證據全燒光。北檢
今天澄清，遭誤銷燬的證物是何智輝行賄法官案，
何智輝判刑13年定讞案件卷證俱在，不影響執行。

何智輝被控於民國88年擔任立委期間，涉及關
說銅鑼徵地發放農林公司獎勵金案，台灣高等法院
更三審依貪污治罪條例藉勢藉端勒索財物罪，判處
有期徒刑13年，褫奪公權8年，最高法院105年駁
回上訴定讞。

何智輝為了在藉勢藉端勒索財物等案脫罪，另
涉嫌行賄高院更一審承審法官陳榮和等人。檢調99
年間為此發動拘提搜索，何智輝趁隙逃亡，台北地
檢署發布通緝，期限至民國124年，另先行起訴收
賄法官。

鏡週刊報導， 「用以將何智輝夫婦定罪的所有
證據，因台北地檢署搞烏龍，證物全不見了」 ，並
指 「雖然全案已三審有罪定讞，但還是可以透過非
常上訴或再審等程序尋求翻案」 ，質疑北檢是否有

裡應外合的內鬼。
北檢表示，確有證物遭誤銷燬，但遭銷燬的是

何智輝行賄高院法官案證物，起因於102年間，高
院法官收賄案判刑確定，法院將證物送交北檢贓物
庫，受委託的廠商誤認待清點的贓證物為待銷燬贓
證物才載運銷燬，並無報導所指 「有裡應外合的內
鬼」 情事。

北檢指出，證物銷燬案發生在102年，103年
調查完畢後已懲處相關人員，並重新檢討扣押物銷
燬流程，避免類似情形再次發生。

北檢也澄清，何智輝涉及2案，一是判刑13年
定讞的藉勢藉端勒索財物案，此案證物、卷宗都在
，不會影響日後發監執行。二是行賄高院法官案，
雖證物遭銷燬，但卷宗、重要證物影本仍在。

法界人士分析，何智輝涉嫌行賄法官案的證物
遭誤銷燬，但收賄的法官都已經歷經審判而判刑定
讞入監，未來北檢要起訴何智輝行賄罪，證據上不
會有太大問題。

何智輝案證物遭銷燬 北檢：非判刑定讞案證物

（中央社）嘉義縣環保局人員日前赴
大林鎮稽查時，遭屋主持鐵棍追打攻擊，
造成稽查人員受傷，嘉義地檢署今天表示
，公權力絕不容許挑戰，檢方已分案進行
偵辦。

嘉義縣環保局報案中心14日受理民眾
陳情，指大林鎮上林里有一處排水溝遭人
隨意棄置垃圾，發出惡臭；環保局人員前
往稽查時，欲詢問排水溝旁的民宅屋主，
卻遭屋主持鐵棍追打攻擊，造成稽查人員
受傷。

事後，嘉義縣環保局長張根穆17日偕
同警方、大林鎮公所、雲林農田水利會、
里長等相關單位人員前往會勘，除了為遭
受暴力攻擊的稽查人員完成任務外，也宣
示公務員代表國家執行公權力，不容許暴

力行為挑戰。
嘉義地檢署今天發布新聞指出，環保

局長張根穆昨天前往嘉義地檢署拜會檢察
長繆卓然及國土專組主任檢察官郭志明；
繆卓然表示環保人員依法執行稽查，卻遭
受暴力攻擊事件，檢方已分案偵辦中。

繆卓然指出，公權力絕不容許挑戰，
對於民眾暴力妨害公務事件，執勤的公務
員除可立即撥打110報警外，檢方也已請嘉
義縣政府警察局刑警大隊一旦獲報，應迅
速前往逮捕現行犯，絕不容許暴力攻擊、
挑戰公權力。

檢方表示，若有聚眾、大規模廢棄物
棄置需要報請檢察官指揮偵辦部分，嘉義
地檢署會指派專責檢察官立即查辦，並對
此類犯罪建請法院從重量刑，以懲不法。

環保人員稽查遭攻擊嘉義地檢署分案偵辦

郭台銘受訪郭台銘受訪 談如何挑選行政院長談如何挑選行政院長
投入國民黨總統初選的鴻海集團董事長郭台銘投入國民黨總統初選的鴻海集團董事長郭台銘（（圖圖））1919日參訪孫運璿科技日參訪孫運璿科技．．人文紀念館後人文紀念館後，，受訪時受訪時

回應如果將來當選總統回應如果將來當選總統，，要如何挑選行政院長等問題要如何挑選行政院長等問題。。

經濟學人估選情 柯文哲經濟學人估選情 柯文哲：：我一向讓大家意外我一向讓大家意外
台北市長柯文哲台北市長柯文哲（（中中））1919日說日說，，智庫智庫 「「經濟學人資訊社經濟學人資訊社」」 （（EIUEIU））預測預測20202020總統總統

大選的結果只是依當時資料進行大選的結果只是依當時資料進行，，而他一向都是讓大家出乎意料之外而他一向都是讓大家出乎意料之外。。

台北國際食品五展規模創新高台北國際食品五展規模創新高 貿易戰開拓新商機貿易戰開拓新商機
台北國際食品五展台北國際食品五展1919日在台北世貿一館舉辦聯合開幕典禮日在台北世貿一館舉辦聯合開幕典禮，，今年展場結合南港展覽館今年展場結合南港展覽館11館館、、22館館，，參參

展攤位首次突破展攤位首次突破50005000個個，，較去年成長較去年成長2525%%，，並有並有3838國組團設立國家館國組團設立國家館，，規模創新高規模創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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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中国

6月上旬，境外经贸合作区与长三角企业对接会上，由泰中罗勇工业园、越南龙江工业园和杭
州硅谷协同创新中心共同发起成立的浙江省境外经贸合作区发展联盟正式启动，为境外经贸合作
区发展注入新的内容。

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载体，境外经贸合作区在中外经贸合作中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
的角色。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建设，不仅带动了一大批中国企业走出国门，也促进了东道国税收、
就业和经济增长，成为观察中国对外开放与中外互利共赢的一扇重要窗口。

中国企业在40多个国家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区110多家——

境外经贸合作区为啥“立得住”
本报记者 王俊岭

位于白俄罗斯的中白工业园园区入口。 赵维鑫摄 （人民视觉）

113 家境外经贸合作区累计投资 366

亿多美元，上缴东道国税费30亿美元

整合“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在白俄罗斯明斯克州斯莫列维奇区，总规划
面积 112.5 平方公里的中白工业园已经初具规
模，园区明斯克大道入口处的巨石雕塑与身后的
各国国旗交相辉映，展示着合作共赢的理念。几
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原始树林；如今，这里已成
为中白两国政府间最大的投资合作项目，也是目
前中国在海外开发面积最大、合作层次最高的经
贸合作区之一。

“境外经贸合作区”通常是指在中国大陆注
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资控股企业，通过在
境外设立的中资控股的独立法人机构，投资建设
的基础设施完备、主导产业明确、公共服务功能
健全、具有集聚和辐射效应的产业园区。

在实践中，境外经贸合作区内涵更为丰
富、运作机制灵活。除了中白工业园之外，还
有泰中罗勇工业园、中国印尼综合产业园区青
山园区、中柬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中埃泰达
苏伊士经贸合作区、中国埃塞俄比亚东方工
业园等一大批成功范例。其中，马来西亚—
中国关丹产业园及入园项目积极聘用当地建
筑公司参与项目建设，在咨询顾问、土方工
程、变电站工程等多个项目中均聘请当地公
司，预计共将实现 600 亿马来西亚林吉特产
值，可创造近 60 亿马来西亚林吉特的税收。
中国—比利时科技园 （CBTC） 项目拉动当地
经济增长、解决了部分就业，获得当地政府
的肯定。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和联合国
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联合发布的 《中国“一
带一路”境外经贸合作区助力可持续发展报
告》 显示，截至 2018 年 9 月，中国企业在 46 个
国家共建设初具规模的境外经贸合作区 113
家，累计投资 366.3 亿美元，入区企业 4663 家，
总产值 1117.1 亿美元，上缴东道国税费 30.8 亿

美元。报告还显示，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严格

遵守当地的劳动法和安全标准，88%的中国境外

经贸合作区要求其公司为当地雇员提供社会和

健康保险并确保工作安全，93%通过入区企业雇

佣当地员工的方式加强与社区的联系，79%向当

地社区的发展项目捐资。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副研究员
刘向东对本报记者表示，在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的
过程中，境外经贸合作区可以有效地整合国内国
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境外经贸合作区
将相关项目、企业聚集在一个集中的区域内，
既有利于享受东道国土地、税收等优惠政策，
又有利于发展集约型经济，在摊薄基础设施成
本的同时提高抗风险能力，是让双边乃至多边
深度经贸合作尽快打开局面的绝佳选择。”刘向
东说。

中白工业园汇聚了来自德、美、奥、

以等国企业，国际化特色越来越浓

中国企业建设，多国企业分享

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中，跃动着中国企业
的身影。

被称作“丝路明珠”的中白工业园，开发
主体是中白工业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中方
占股 68%、外方占股 32%。其中，中方股权主
要以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占 45.7%）、
招商局集团 （20%） 为主。

中白工业园区开发公司中国部总经理宋哲
对本报记者表示，截至2018年底，园区一期8.5
平方公里基础设施主体工程已完成，建成32公
里道路以及供电、供水、雨水、燃气、污水、
通信管网等。1.4万平方米的办公楼已建成并投
入使用。2019年，工业园还将新建3.2万平方米
标准厂房。截至 2019年 5月，入园企业总数已
达44家，协议投资总额近11亿美元。其中，中
方 27 家，白方 9 家，其余 8 家为德国、美国、
奥地利、立陶宛、以色列等国企业，园区的国
际化特色初步显现。

“境外经贸合作区在促进包容性、可持续的
基础设施发展和工业化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也
创造可观的就业和收入。白俄罗斯是中欧班列
通向欧洲的必经之国，通过园区多年持续不断的
宣传和招商，中国企业把更多的白俄罗斯当地优
质产品销往中国。在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中，中国
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与 GE、西门子、ABB 这
些大型跨国公司共同合作开发，实现多赢。”宋
哲说。

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发展，在密切中外经贸关
系的同时，也为企业带来全球配置资源要素的良
机。

雪松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张劲表示，生产
要素通过“一带一路”在更广范围内更高效地
流动、配置，既可以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和地区的发展，又为企业自身带来更多发展
机遇。张劲说，依托不断扩展的境外经贸合作

区，雪松大宗商品产业集团在全球范围内提供

资源开采及采购、全品类大宗商品交易、供应
链金融服务、仓储与物流运输、产品分销等综
合解决方案，实现了有色、黑色、化工、能
源、农产品等大宗商品品种的全覆盖，为上下
游数千家企业提供“一揽子”供应链服务。目
前，该集团业务节点沿着“一带一路”遍布全球。

在境外经贸合作区较为集中的东南亚地区，
京东在泰国建设了东南亚最先进、最完整的智能
仓储物流中心，集成了仓储、分拣、运输、配送
在内的一整套供应链服务体系。京东物流自主研
发的WMS5.0系统融入人工智能、物联网、图像
识别等智能技术，其物流能力不仅服务于境外经
贸合作区的发展，更将让泰国消费者直接享受优
质的“最后一公里”物流服务。“我们的目标是

在全球构建双 48小时通路，实现中国 48小时通
达全球，并提升世界其它国家本地物流时效，实
现当地 48 小时送达，帮助中国制造通向全球，
全球商品进入中国。”京东物流首席执行官王振
辉说。

“在经贸合作园区上班的人，工资待
遇高于当地平均水平”

搭上中国经济的快车

“我们带去中国的技术、设备、资本和服
务，让更多国家能搭上中国经济发展的快车、便
车，谋得共同发展的机遇。”宋哲的话，代表了
很多中国企业的心声。

实际上，境外经贸合作区打开了世界各国互
学互鉴的窗口，促进了发展中地区由依赖外部投
资“输血”向自我“造血”转型，获得广泛赞誉。

埃及苏伊士运河经济区副主席马赫福兹·塔
哈说，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是中埃两国经
贸关系的成功例证，它使两国签署的各项合作协
议得以落实。塔哈举例，在经贸区的中国巨石埃
及公司是杰出的玻璃纤维制造商，这一中国在埃
最大的生产项目落户经贸区后，一举将埃及提升
为世界主要的玻璃纤维生产国和出口国。

在白俄罗斯中白工业园管委会主任亚罗申科
看来，发展中白工业园这一以苏州工业园区为样
板建设的未来高科技园区，有助于白俄罗斯吸引
中国及其它国家的高科技企业前来投资兴业，带

动本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进而促进本国经济的
整体发展。“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为白俄罗斯
创造了 20 万个就业岗位，其中包括在中白工业
园发展先进制造业。白俄罗斯的民众也能够参与
这一项目建设，以提高自己的福利水平。在我们
园区上班的人，工资待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亚罗申科说。

商务部副部长钱克明在谈及中非经贸合作时
指出，境外经贸合作区已经成为中国对非投资重
要依托，推动中国对非产业链整合投资加快增
长，产业集聚效应逐步显现，形成了制造装备、
轻工纺织、家用电器等多个产业群，大大提升了
当地工业化水平、产业配套和出口创汇能力。

“非洲国家迫切想借鉴中国的发展经验。而工业
园区、经济开发区在中国改革开放发展过程中起
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汇集了资源、集中了政
策、提供了投资的公共平台，吸引了一大批国内
外企业、资金、技术的入驻。我们已经在非洲建
了大概 25 个经贸合作区，它们为非洲工业化、
创造就业、增加出口，做出了积极贡献。”钱克
明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境外经贸合作区涵盖工
业、商贸、加工等多个领域。建设境外经贸合作
区既符合中国企业拓展海外市场、优化外部需求
结构的现实需要，也契合着东道国提升当地开放
型经济发展水平的内在诉求，是互利共赢的重要
实现形式。从本质上看，境外经贸合作区将有效
盘活当地要素，提升所在地工业化水平及其在全
球产业分工体系中的参与度，从而进一步完善全
球产业链。”刘向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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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開心曲藝社開心曲藝社66月月66日與知音好友共慶一週年晚宴日與知音好友共慶一週年晚宴
社長胡黃玉顏生曰快樂福如東海壽比南山社長胡黃玉顏生曰快樂福如東海壽比南山

胡黃玉顏社長胡黃玉顏社長66月月66日下午日下午66時時3030分在海港餐廳分在海港餐廳
溫馨舉行溫馨舉行 「「開心曲藝社與知音好友共慶一週年晚開心曲藝社與知音好友共慶一週年晚
宴宴」」 上首先精彩獨唱上首先精彩獨唱 「「織女思凡織女思凡」」 ，，廣受歡迎廣受歡迎。。
與王妍霞與王妍霞、、LisaLisa、、主持人王煒蘭等粉絲歡聚主持人王煒蘭等粉絲歡聚。。

胡黃玉顏社長向與會胡黃玉顏社長向與會120120位知音好友致歡迎詞位知音好友致歡迎詞。。

休士頓僑領胡錫霖於休士頓僑領胡錫霖於66月月66日下午日下午66時在海港餐時在海港餐
廳設宴款待開心曲藝社廳設宴款待開心曲藝社120120位知音好友共慶一位知音好友共慶一
週年及慶祝社長胡黃玉顏生曰快樂週年及慶祝社長胡黃玉顏生曰快樂。。與梁肖玲與梁肖玲

、、LisaLisa、、王妍霞等合影王妍霞等合影。。

社長胡黃玉顏獨唱社長胡黃玉顏獨唱 「「織女思凡織女思凡」」 後後，，接受粉絲接受粉絲
夫婿胡錫霖的獻花夫婿胡錫霖的獻花。。

馬黛華馬黛華、、許詠詞合唱許詠詞合唱 「「夢會太湖夢會太湖」」 ，，獲得與獲得與
會人士熱烈掌聲會人士熱烈掌聲。。

同源會陳慶輝前會長夫婦同源會陳慶輝前會長夫婦（（一左一一左一、、一左二一左二））
、、陳醫師夫婦陳醫師夫婦（（一右二一右二、、一右一一右一），），主持人海港主持人海港
餐廳東主王煒蘭餐廳東主王煒蘭（（二左一二左一），），僑界名人王妍霞僑界名人王妍霞

（（二右二二右二）、）、朱江朱江（（二右一二右一））合影合影。。

馬美麗馬美麗、、陸錦棠合唱陸錦棠合唱 「「七月七日長生殿七月七日長生殿」」 。。 開心曲藝社社長黃玉顏開心曲藝社社長黃玉顏、、曾清秀精彩合唱曾清秀精彩合唱 「「遊園驚夢遊園驚夢」」 接受接受
粉絲陳慶輝夫人的獻花粉絲陳慶輝夫人的獻花，，主持人王煒蘭見證主持人王煒蘭見證。。

世界廣東同鄉會休士頓分會江麗君會長世界廣東同鄉會休士頓分會江麗君會長（（左三左三）、）、王煒蘭前會長王煒蘭前會長（（右二右二）、）、陳慶輝副會長陳慶輝副會長（（左四左四）、）、BettyBetty、、黃廷標理黃廷標理
事事（（左二左二）、）、王妍霞理事王妍霞理事（（右一右一））等參加等參加 「「開心曲藝社與知音好友共慶一週年晚宴及慶祝社長胡黃玉顏生曰快樂開心曲藝社與知音好友共慶一週年晚宴及慶祝社長胡黃玉顏生曰快樂」」 。。

開心曲藝社社長胡黃玉顏與夫婿胡錫霖在海港開心曲藝社社長胡黃玉顏與夫婿胡錫霖在海港
餐廳設宴款待知音好友共慶一週年及慶祝社長餐廳設宴款待知音好友共慶一週年及慶祝社長

胡黃玉顏生日快樂胡黃玉顏生日快樂。。

活動快報活動快報 66 月月
2020日至日至66月月2323
日日
國立清華大學國立清華大學
校長賀陳弘博校長賀陳弘博
士士

與休士頓區域校友晚餐聚會與休士頓區域校友晚餐聚會
66--2020--20192019（（Thur)Thur)下午下午77時時
姚餐廳姚餐廳
97559755 Westheimer Road.,HousWestheimer Road.,Hous--
ton,TX.ton,TX.7704277042

8585。。 C Bakery Cafe Katy TX.C Bakery Cafe Katy TX.
Grand OpeningGrand Opening
66--2121--20192019（（Fri)Fri)上午上午88時時5050分分
2333023330 Grand Circle Blvd.,#Grand Circle Blvd.,#100100,,
Katy,TX.Katy,TX.7744977449

文心雙語幼兒園戶外操場剪綵開文心雙語幼兒園戶外操場剪綵開
幕典禮幕典禮
66--2121--20192019（（Fri)Fri)上午上午1010時時
中華文化服務中心中華文化服務中心

文化中心新建年長中心茶館盛大文化中心新建年長中心茶館盛大
開幕典禮開幕典禮
66--2121--20192019（（Fri)Fri)上午上午 1111 時至下時至下
午午22時時
中華文化服務中心中華文化服務中心

天津同鄉會天津同鄉會20192019聯歡年會聯歡年會
66--2222--20192019（（Sat)Sat)下午下午55時至下午時至下午
88時時
China Bear BuffetChina Bear Buffet

1275512755 Southwest Fwy, Stafford,Southwest Fwy, Stafford,
TX.TX.7747777477

20192019美南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美南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
年會暨獎學金之夜年會暨獎學金之夜
66--2222--20192019（（Sat)Sat)下午下午66時時
僑教中心大禮堂僑教中心大禮堂

美南華文寫作協會舉辦美南華文寫作協會舉辦
著名作家著名作家、、學者朱琦博士學者朱琦博士
主講主講 「「蘇東坡在歷史現場蘇東坡在歷史現場」」

66--2323--20192019（（SunSun））下午下午22時時
客來安號角連鎖酒店大廳客來安號角連鎖酒店大廳
29302930 W Sam Houston Pkwy S.W Sam Houston Pkwy S.
Houston,TX.Houston,TX.7704277042

中國教會中國教會PearlandPearland 教堂動土典禮教堂動土典禮
66--2323--20192019（（Sun)Sun)下午下午22時時
25152515 Miller Ranch Rd.,Pearland,Miller Ranch Rd.,Pearland,
TX.TX.7758477584

108108年雙十國慶籌備會第二次會年雙十國慶籌備會第二次會

議議
66--2323--20192019（（Sun)Sun)下午下午 33時至下時至下
午午55時時
僑教中心僑教中心203203室室
1030310303 Westoffice Dr., Houston,Westoffice Dr., Houston,
TX.TX.7704277042

活動活動
快報快報

 








（作者Nancy Bo.）第一次見杜婷記得剛
上初中，早自習時老師領著一位新轉來的女生
向大家介紹說她叫“杜婷”。

杜婷站在講台前害羞的微低著頭，我坐在
後面看不太清她的五官，卻記得她身材修長，
頭髮光滑柔順，髮型有點兒像現在的波波頭，
但稍短且髮梢是自然向內彎曲著，顯得非常服
帖自然。我一下就喜歡上了她的頭髮，因為那
時我就是個黃毛丫頭，被媽媽剪了個四六分的
短髮，個頭清瘦高挑，穿上運動服從後面簡直
都分不清男女。

我正流著口水盯著她的秀發看，沒想到老
師就安排杜婷坐在了我的斜後桌。於是，我不
動聲色趁她走過來時仔細地打量了她一番：呀
，是個小美女呢。大眼睛長睫毛，高挺的鼻樑
，白皙的皮膚，鼻樑兩翼和我一樣有幾粒小雀
斑，顯得俏皮活潑。那時十幾歲的女孩情竇未
開（現在的女生可能比我們那時早熟些），對
那些粗糙頑皮的男生看著就覺得煩，反而是漂
亮的女孩子之間更容易相互吸引（思想複雜的
同學們不要想太多哈），所以，我和杜婷很快
成為了好朋友。

後來我才知道杜婷是從南方江浙地區轉來
北京上學的，住在離我家不遠的林業部大院裡
。記得我家老房子那里大院特別多，什麼林業
部、武裝部、核工業部。 。 。都有自己的大院
，可大院的高牆鐵門從來都擋不住我們這些小
孩子，我們經常一起溜進大院裡蹭電影看，而
且大院裡放映的電影經常是普通電影院裡看不
到的內部片。記憶中我和杜婷放學後真沒少去
他們大院看電影，瓊瑤的愛情片，金庸的武打
片都是那時我們必蹭影片。

三年初中時光浸滿了小女生無憂無慮的嘰
嘰喳喳與嘻嘻哈哈。轉眼我們考入了不同高中
，而命運就暫時把我們的友誼定格在青春的花
季。分手時，杜婷送給了我一張巴掌大的仕女

圖說“是我自己畫的，送給
你留作紀念吧。”那時的我
並不知道杜婷的爸爸是位著
名的書畫家，而且杜婷自幼
一直在和父親學畫。

轉眼白駒過隙日月如梭
，我們都已經人到中年，而
我和杜婷青春的友誼因為她
回老家我又出國，就此斷了
聯繫。直到前年發小兒穎給
我得瑟初中同學聚會的照片
和錄像時，我才赫然又發現
了杜婷的身影。她還是那麼
白皙清秀，頭髮依然光澤柔
順甚至髮型都基本沒變，只是更短了些，鼻樑
上多了一副眼鏡，有一種干練的知性美。而此
時的她已經女承父業，是國內當代著名的畫家
和教授了。

杜婷的書畫創作主攻花鳥題材，尤其擅畫
牡丹。她筆下的牡丹嬌豔欲滴，栩栩如生，自
成一派。遠看如仙子起舞，裙裾飄然；近看若
貴婦靜思，雍容華貴。目前，杜婷還積極參加
書畫義賣慈善事業和書畫現場創作。她臨場作
畫，一氣呵成，動作帥氣優雅。真是胸中自有
牡丹，下筆如有神助。不僅如此，杜婷還在自
己所任教的南方醫科大學中醫藥學院推廣“國
畫中醫結合養生法”，讓書畫家和中醫院教授
互相切磋授藝，用中醫治療調理身體用練習書
畫達到修身養性的目的，兩者結合互補來同時
提高自我生活品質和藝術修養。

我們自從取得了聯繫，就不時的在微信裡
互相傳送照片，邊分享現在邊回憶從前，彼此
內心深處那個十幾歲的小姑娘又跑了出來嘻嘻
哈哈聊個不停了。我問她：“哎，你那時怎麼
那麼低調啊？都不知道你會畫畫，早知道我就
拜你為師了。你從小就喜歡畫牡丹嗎？”杜婷

說“沒有，那時候我從小學到初中七年時間都
在練習畫仕女白描勾線，為了以後的國畫創作
打基礎。”“仕女圖？”我忽然想起了什麼，
說“等一下，你是不是送過我一張仕女小畫兒
呀？”“是呀”杜婷開心的說，不等她說完，
我就在微信裡失縱並開始在家裡翻箱倒櫃起來
。終於，一位粉衣紫帶，笑眼如彎月，粉面若
桃花的小侍女，跨過千山萬水，穿過廿年光陰
映入我們的眼簾，“是不是這一張”我按捺住
砰砰狂跳的心問電話那邊，“哇，你保存的真
好！”此時雖然看不到杜婷的表情，但我彷佛
又看到她初中時瞪大著眼睛半張著嘴吃驚的樣
子。

其實，我自己都幾乎不記得這張畫了，冥
冥中她竟然跟了我20多年，從中國來到美國，
一直沉睡在我青春記憶的深處，直到這一天被
她的主人喚醒。

我把這張仕女圖又小心的包好放回原處，
在我看來，杜婷當年這張仕女圖雖然筆調稚嫩
卻比如今那婀娜多姿的牡丹圖更加珍貴，因為
她是我們青春的見證。

此時此刻，曾經含苞待放的我們，卻是牡
丹盛開好時節。

青春牡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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