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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脫維亞采西斯拉脫維亞采西斯，，歷史愛好者重演歷史愛好者重演19191919年年
采西斯戰役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軍隊與德軍作戰采西斯戰役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軍隊與德軍作戰
的場面的場面。。19191919年年66月月2222日日，，拉脫維亞和愛沙尼拉脫維亞和愛沙尼
亞軍隊在采西斯附近與德軍作戰亞軍隊在采西斯附近與德軍作戰，，並取得決定性並取得決定性
勝利勝利，，將德軍徹底逐出了波羅的海地區將德軍徹底逐出了波羅的海地區。。這次勝這次勝
利是拉脫維亞獨立之路上的重大轉折點利是拉脫維亞獨立之路上的重大轉折點。。

印度高溫持續印度高溫持續
民眾下河泡澡解暑民眾下河泡澡解暑

西班牙民眾慶祝傳統節日西班牙民眾慶祝傳統節日
騎手策馬飛馳騎手策馬飛馳

西班牙梅諾卡島西班牙梅諾卡島，，騎士手持長矛策馬奔騰在歡呼的人群中騎士手持長矛策馬奔騰在歡呼的人群中，，慶祝聖慶祝聖
約翰節約翰節。“。“騎士騎士””是古代梅諾卡島社會的縮影是古代梅諾卡島社會的縮影，，代表著貴族代表著貴族、、牧師牧師、、工工
匠和農民等匠和農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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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降息預期升溫
各國央行買出“黃金牛市”

綜合報導 各國央行大幅增持黃金，

既合時宜，也十分必要。這樣的大環

境，恰恰為“黃金牛市”的到來提供

了契機。

近期，國內外黃金價格大漲。上周

五，COMEX黃金期貨主力合約壹度創下

2013年9月以來新高1415.4美元/盎司，

單周累計上漲4.29%。國內滬金期貨主

力 1912 合約盤中壹舉創下 6年多新高

316.5元/克，單周累計上漲1.9%。

今年以來，全球各國央行尤其是新

興市場國家央行大都在增持黃金儲備。

截至今年4月末，全球官方黃金儲備量

共計34023.87噸，全球各國央行凈購金

量達207噸，是自2010年以來各國央行

凈買入黃金量的最高水平。新興市場國

家央行持續積累黃金儲備，俄羅斯、中

國、哈薩克斯坦、印度今年購買黃金的

數量處於領先地位。

為何各國央行大舉凈買入黃金，以

至於引發全球黃金價格大漲？原因其實

很簡單，美聯儲6月議息會議雖然暫定

為“不加息”，但卻開始為降息預熱，

釋放了明顯的降息信號。同時，美元和

美債收益率齊跌，各國央行在貨幣政策

方面的寬松轉向，均支撐了大宗商品價

格的上漲，疊加全球經濟下滑預期增

強，作為避險資產的黃金因此才出現暴

漲。今年5月以來，受國際貿易局勢趨

於復雜化的影響，疊加地緣局勢沖突的

加劇，以美元為計價工具的資產價格再

次下跌，黃金的避險功能凸顯。尤其是

美聯儲暗示準備進行十多年來首次降息

後，更是為黃金價格的大漲起到催化劑

的作用。

黃金期貨價格大漲，加上各國央行

黃金儲量的激增，或許意味著全球“黃

金牛市”即將來臨。

目前全球已至少有15家央行采取了

降息，釋放了貨幣寬松信號，金融資產

的實際價值無疑會出現壹定程度的縮

水，黃金保值升值的功能凸顯。與美

元相比，新興市場國家的貨幣處於弱

勢地位，在美聯儲降息的預期下，為

防止美元匯率進壹步下跌，影響本國

外匯儲備及其他資產的損失，很多國

家必須想辦法調整自己的外匯儲備，

適當增加黃金儲備，以外匯儲備資產

多元化的形式來提高金融抗風險能

力，這既是對美元走弱做出的應急反

應，也是為了應對美聯儲降息風險采

取的常態化操作。

雖然持有過多黃金會減少央行資產

的流動性，甚至會因此付出更多的貨幣

儲備成本，但目前主要國家的國債收益

率徘徊在超低位，與之相比，黃金不產

生利息的缺點也大都被新興市場經濟體

的央行所忽視，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央行

更多希望持有資產的安全性，增持黃金

可以分散外匯儲備風險，因此成為目前

最可靠的避險工具。

目前全球經濟增長放緩，不少經濟

學家預測2020年進入衰退，促使越來越

多國家的央行實行外匯儲備多樣化，以

降低對美元的過度依賴，兼具安全性和

流動性的資產備受關註，黃金無疑是最

好的抗風險貨幣操作工具。在新興市場

國家遇到突發事件時，黃金可有效發揮

臨時“救護”的功能。例如，委內瑞拉

為償還債務，兩年之內拋售近37噸黃

金，以解債務燃眉之急。如果委內瑞拉

沒有足夠的黃金，經濟可能會陷入萬劫

不復的深淵。

不論是發達經濟體，還是新興市場

國家，黃金都是各國央行外匯儲備中的

重要部分，是壹種天然的貨幣對沖工

具，既可有效應對貨幣突發風險，也可

促使資產配置再平衡，更是壹項戰略性

資產，可滿足短期貨幣需求，為國家金

融營造安全的貨幣環境。因此，目前各

國央行大幅增持黃金，既合時宜，也十

分必要。這樣的大環境，恰恰為“黃金

牛市”的到來提供了契機。

中國沖刺“5G時代”：大市場、迎全球、多應用
在中國正式發放5G牌照20天後，中國的運營

商展開了壹波“5G沖刺”。

繼韓國、美國、瑞士後，中國躋身全球第壹批

5G商用國家。今年6月6日，中國工業和信息化部

正式向中國電信、中國移動、中國聯通、中國廣電

發放5G牌照，這意味著這些中國運營商可以開始

大規模建設5G網絡。

“大市場”：加快建設全球最大規模5G網絡
中國“5G網絡”將有多大？或可從中國移動

董事長楊傑的介紹中略見壹二。他在25日的中國

移動“5G+”發布會上介紹，中國移動擁有全球規

模最大的4G網絡，4G基站數量占到中國全國壹半

以上，也占到全球的30%，有超過240萬，將充分

利用4G站址資源建設5G，實現快速網絡部署。

根據中國移動 “5G+”計劃，中國移動擬加

快建設全球最大規模5G網絡。按照規劃，2019年

，中國移動將在中國全國範圍內建設超過5萬個5G

基站，在超過50個城市實現5G商用服務；2020年

，將進壹步擴大網絡覆蓋範圍，在中國所有地級以

上城市城區提供5G商用服務。

“迎全球”：5G不是壹個國家的奮鬥
在中國移動研究院副院長黃宇紅看來，5G的

發展不是壹個國家自己來做，而應該在全球壹個更

廣闊的平臺共同推進。

她介紹，作為首個中國主導的通信產業國際合

作平臺，GTI的成員有 135家運營商，其中包括

“壹帶壹路”沿線28個國家的40多家運營商，希

望下壹步繼續助力構建全球化的5G產業生態。

中國的另壹家運營商中國聯通也在搭建壹個包

括ICT、5G國際合作聯盟和運營商合作夥伴計劃在

內的業務聯盟平臺。中國聯通總經理李國華表示，

5G牌照的正式頒發標誌著中國已進入5G商用元年

，預示著中國通信市場將進入另壹高速發展時期。

中國聯通最新發布了全球合作夥伴計劃UP

Program，並邀請來自全球各地的12家電信運營商

加入5G國際合作聯盟，組成全新5G合作陣容。

“多應用”：融入各行各業帶來高速引擎
中國移動副總裁李慧鏑介紹，從2017年第3季

度開始，中國國內4G手機市場連續7個季度銷量同

比下滑，同比平均降幅10%以上，主要原因是產品

創新放緩。而在需求側，用戶壹直在追求更流暢、

更豐富的業務體驗。而5G恰好在這樣壹個時間點

出現，5G的高速率、低時延、廣連接等關鍵特性

，與各領域的跨界融合，將為消費者提供更加創新

的產品。比如VR/AR幾十兆到百兆的帶寬需求在

5G時代有望得到滿足，這將推動AR、VR的快速普

及。

業界已經開始勾勒5G與教育、醫療、交通、

娛樂等多領域融合的未來圖景。在 26日啟幕的

2019年世界移動大會· 上海上，也可以看到壹些相

關應用亮相。比如：

中國電信展示了壹款“智能垃圾回收站”，集

監控、稱重、兌幣、身份識別等功能為壹體，可以

將壹疊回收到的舊報紙稱重、計算價格並自動積分

，壹旦垃圾超過限定量，即觸發告警，及時通知管

理人員，節省了人工巡檢成本。工作人員介紹，這

個垃圾回收站目前還是展示品，有了5G後，這個

智能垃圾回收站將增加人臉識別和物品識別功能。

在中國移動展區，“5G養豬”十分吸睛。工

作人員介紹，已開始試點利用5G網絡特性，提升

生豬養殖智能化管理水平。5G的大連接特性有效

保障了豬舍傳感器互聯，提升母豬懷孕率，提升仔

豬產量。

業界預計5G可以融入各行各業，服務大眾，

更好地滿足未來數字化生活的需求。

5G已成為全球競“速”的壹個焦點，與3G、

4G相比，中國在5G商用上“走在前面”。中國信

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長王誌勤此前表示，2008年，中

國發放3G牌照，比全球商用3G的時間晚了很多。

2013年發放4G牌照，跟全球比大概晚了三年。

而加入全球第壹批5G商用國家後，中國將何

以利用大市場，與海內外共建“5G未來”，值得

外界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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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運會波爾男單奪冠歐運會波爾男單奪冠 斯諾克世界杯斯諾克世界杯：：
中國中國BB隊隊55--00瑞士瑞士

混雙冰壺公開賽混雙冰壺公開賽
中國中國BB隊隊55--88愛沙尼亞愛沙尼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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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2日（星期二）神州大地2 ■責任編輯：劉佳星

該公司研發的氣象系統通過整合
氣象、遙感、地理地貌數據及

防汛辦的共享數據來預警洪水。該系
統將全球地理空間以網格劃分，以
5×5公里為基本單元，利用其自主
開發的EC水文分析算法模型，可得
出每個網格未來72小時有可能達到
的降雨量，進而分析出洪水過程。

在廣東省茂名近日的一場暴雨前
一小時，遠在貴州的“東方祥雲”便
準確“偵測”到了這場雨，並標示出
了“極危”預警等級。每隔 15分
鐘，洪水預警就會在“東方祥雲”大
屏上自動刷新一次，實現大區域分鐘
級洪水預報。其“偵測”範圍已覆蓋
全球陸地面積80%以上。

幾年前，位於貴州省黔西南州興
仁縣的打魚氹水庫仍在建設期間，
“東方祥雲”系統預警該處可能發生
大洪水，工作人員迅速作出轉移安
排。預警發出的兩小時後，洪水“如
約而至”，工地頓成澤國。

據該公司董事長李勝稱，該項目
歷經20餘年研發，公司追求的核心
價值點正是“讓祥雲‘跑’過烏
雲”。

“你看，目前海南省出現了7個
預警點，說明海南正處於暴雨狀
態”。李勝點開暴雨預警系統，馬上
就看到幾個紅色標記，係洪澇預警直
觀顯示。他說，“系統在12點就發
出了預警，當時預計在下午3點海南
文昌市竹仔山節點降雨達到峰值，會
出現洪澇災害。”當天下午3點30
分，點開“東方祥雲”，一個紅色標
記顯示海南省文昌市竹仔山洪水剛剛
過去。這與3個多小時前的預警信息
完全吻合，驗證了系統的可靠性。

預警系統多省試運行
這家註冊成立於 2000 年的公

司，多年來專注於水利行業信息化服
務。 “有挑戰、有機遇，2014年是
關鍵的一年。”李勝介紹，2014
年，貴州把大數據上升為全省發展戰
略，這一年，東方科技成為貴州首批
在“新三板”掛牌的公司。

同年9月，“雲上貴州”大數據
商業模式大賽正式啟動，經過7個月
的激烈比拚，“東方祥雲”從全球
8,615個參賽項目中脫穎而出獲得了
那次大賽的最高獎——“雲端大

獎”，吸引了眾多天使基金、投資人
與“東方祥雲”牽手合作。

緊接着，“東方祥雲”在國家及
貴州發展大數據政策的支持下，憑借
一批十幾年培養起來的水利、氣象及
大數據等複合型人才，結合公司專業
的洪水預報、降水預報模型和大數
據、雲計算應用能力和擁有精細化氣
象數據、全球GIS數據、多年累積的
水利數據等內容，逐漸成長為專業從
事水利信息化建設，專業從事防洪減
災服務的大數據公司，並取得行業領
先地位，為全國乃至全球水庫、水電
站提供預警預報服務。

今年3月31日，該公司為國家應
急管理部量身打造的防汛抗旱監測預
警系統上線試運行。截至目前，基於
“東方祥雲”的各種應用已在貴州、
廣西、甘肅等地落地。

報出率逾80％
目前，“東方祥雲”將全國劃分

為19個區域，有670萬個計算節點。
如有需要，可以對全球大部分區域的
流域進行“偵測”。其聚焦的範圍甚
至可以精準到2平方公里。

據國家減災網消息，“東方祥
雲”可大幅減少災害損失。國家減災
網將過去兩年全國的“洪水場次”、
“死亡人數”和“經濟損失”三項主
要指標列為簡明表格，顯示“東方祥
雲”兩年合計報出率分別為81.5%、
88.7%和96.9%，可見其報出率已在
較高區間。這意味着，只要根據“東
方祥雲”的預警提前作好應對，未來
可大幅減少洪水中的人員傷亡及損
失。

預警範圍逾世界八成陸地預警範圍逾世界八成陸地 精準度至精準度至22平方公里平方公里
在貴州省的東方世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其“東方祥雲”平台

的實時監測能對全國任意一處給出未來72小時內的降水量、山洪預警及

河流來水量。這樣的洪水預報調度通用化在全球範圍內尚屬唯一，精準度可達2平方

公里。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亞明 貴州報道

““祥雲祥雲””
防防汛汛大數據

大數據小巨人大數據小巨人貴州貴州
系列二之一

日前，貴州省黔南州三都自治縣
良寨突發大雨，“東方祥雲”提前發
出預警。預報顯示降雨量達到90毫
米，系統提醒當地將出現23年一遇的
洪水。

該場大雨預警的特別之處在於，
其是在當地無任何水文資料的情況下
預測出的，這正是剛剛新鮮出爐的
“東方祥雲”2.0版的“獨門絕技”。

據了解，該版本根據國家應急管
理部和貴州省應急廳的要求，集氣
象、洪水及旱情態勢分析和監測預警
為一體，於5月1日上線運行。

可模擬三維實景
“東方祥雲”一名負責人介紹，

“東方祥雲”2.0版還可根據數據智能
化模擬三維場景，將不同洪水重現期
的淹沒範圍、水深、淹沒時間及災害
影響統計進行實景化呈現。

和二十年前山洪預警需要大量人
力物力現場監測不同，如今，只需輕
輕一點“東方祥雲”的大屏，即可顯
示全國52萬條中小流域、任意河道斷
面的預警情況、洪水等級甚至是洪水
過程。該負責人表示，“東方祥雲”
未來還將踏足為雨雪冰凍、滑坡、泥
石流、森林火災等災害預測，逐步實
現全災種檢測預警服務。

擬
實
現
全
災
種
預
測

■■““東方祥雲東方祥雲””能對全國任意一能對全國任意一
處給出未來處給出未來 7272 小時內的降水小時內的降水
量量、、山洪預警及河流來水量山洪預警及河流來水量。。圖圖
為一名工作人員展示大屏上的為一名工作人員展示大屏上的
““東方祥雲東方祥雲””系統系統。。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貴州天柱縣高釀鎮的稻田與房屋於
日前被洪水沖毀。 資料圖片

測全球測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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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陳經理來找我，他面色
萎黃，神情憔悴，臉上總感覺像蒙
一層薄薄的黃氣一樣；而且在說
話的時候，聲音中還帶嘶啞。

現代人的生活壓力大，雖然陳
經理平時非常注重保養，但仍然氣
色不好，心理壓力大的緣故。

“自己也知道要把心放開，可
是每天都感覺沒什麼讓人高興的
事，所以心情無法好。”陳經理一
臉無奈。

這明顯是肝經淤堵，肝血不
足。我開了疏肝解鬱的藥，教他每
天在自己腿部內側正中用力按揉，
按摩肝經。半個月之後，陳經理的
情緒好多了，臉上也有光了，整個
人都精神了。

每天按揉大腿內側，效果意想
不到。我們大腿的內側，是肝經循
行路線。每天揉大腿內側，就是在
按摩肝經。肝經絡於膽，直接與
肺、腎、胃、腦相聯繫，其意義重
大。

肝經起於大腳趾的大敦穴，也
就是膽經結束的穴位，然後沿腳背
向上，然後由小腿內側一直進入人
體會陰部，環生殖器一周，進入小
腹，然後從胃旁向上，通過鼻咽，
到達頭頂百會穴，直接與督脈相
交。

陳經理的問題，唯有調理肝
經，這才是治病之本。每天對肝經
進行按壓，就能很好地疏通肝經，
成功為肝臟進行血液的疏通。

每天揉大腿內側，就是激活肝
經。《黃帝內經》稱肝為“人體的
將軍”，這位將軍的任務就是率領
“軍隊”，抵御體內累積以及體外
不斷入侵的毒素。

如果肝經出現了異常，身體即
會呈現各種不適的症狀，如臉色不
佳、喉乾、惡心、下痢、陰痛、腰
痛、腳的第三指痛、焦躁、缺乏決
斷力等。解決這一系列的問題，其
實只需要舉手之勞。

拍打肝經，能夠疏肝理氣，有
助預防心腦血管疾病，平時可多由
下而上拍打大腿內側。

中醫認為“肝開竅於目”， 養
肝就是養眼。每天按揉肝經，不僅
養肝，還能養眼。

肝火旺會讓人出現口渴欲飲、
小便黃、發熱、舌紅苔黃、脈弦數
等症狀，有些人還會伴隨易怒、
眼乾和失眠。而按揉肝經可以消除
肝臟內的火氣。

按揉肝經除了可以瀉肝火之
外，還可以打通肝經，讓這條經絡
的氣血暢通。肝經的氣血暢通，
“肝主藏血”的疏洩功能就會強大
起來，體內的筋也會更富有彈性。

準備一根 40厘米左右的擀麵
杖，然後自然地仰躺於床上，兩條
腿稍稍蜷起，使兩腳腳心相對，這
時大腿的內側自然擺於正面。手握
擀麵杖，從大腿根部開始敲打，一
直敲打到膝蓋處的關節前。力量要
由小變大，逐步增加力度。但是力
量一定要控制在自己能夠承受的範
圍內。

每天晚上進行1次敲打、擀壓就
可以了。在擀壓大腿之後，可以對
小腹兩側部位也進行適度的擀壓，
同樣會起到疏通肝經的作用。只是
這個部位的用力不可過大，腹部不
能採用敲打法，但是可以用擀麵杖
的兩端進行點按。

香港註冊中醫師香港註冊中醫師 楊沃林楊沃林

養生
攻略

按揉肝經效果好

■■肝經肝經（（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材料︰
醋鯖魚柳 1塊
珍珠米 1杯
芝麻 2湯匙
紅薑絲 50克
水 1杯

休漁期可選

醋醃魚肉酵素高醋醃魚肉酵素高
鯖魚鯖魚

現在，休漁期期間，大家都為吃什麼魚而費心，香港

的超市長年都可以買到醋鯖魚柳，鯖魚是一款常吃的海

魚，古人更運用了智慧使用醋、鹽巴醃漬肥美的鯖魚，延

長保鮮，達到防腐的效果，也讓魚肉吃起來鮮甜可

口。因此，直到保鮮技術發達的現代，醃鯖魚仍是相

當受歡迎的食材，在許多超市都有販售，加上鯖魚中

含有的脂肪酸在魚類中含量較高，在魚類中算是頂級

的，今天就以醋鯖魚柳，為大家炮製三款養生菜。

■文、圖︰小松本太太

鯖魚含豐富的營養硒 ，硒是一種礦
物質 ，是鯖魚中大量含有的營養

素之一。硒是一種與蛋白質結合的營養
素，具有易被人體吸收的特性。其特徵
在於它具有較高的抗氧化作用，並且具
有抗衰老的效果。

加上，鯖魚富含脂肪酸，含有大量
的DHA，DHA是一種不飽和脂肪酸。
在減少壞膽固醇的同時，它具有增加好
膽固醇及有抑制挫折和焦慮的作用，甚
至在壓力的放鬆和抑鬱的預防等的精神
保健中也有效果。DHA是現代人非常重
要的營養素，可起到對壓力的緩解、痴
呆的預防等。

鯖魚亦含有豐富的EPA，它是一種
不飽和脂肪酸，與DHA一樣，EPA是
一種有助於預防生活方式疾病的營養
品。EPA具有降低中性脂肪和擴張血管
的作用，有降低動脈硬化、高血壓、中

風等風險。
鯖魚還含有維生素D，它是一

種脂溶性維生素，維生素D具有
改善鈣和磷吸收，促進骨形成和
強化骨骼的作用。它還具有保
持血鈣濃度恒定，平滑神經傳
遞和肌肉收縮的作用 。順便
說一句， 維生素D是一種即
使在陽光下也能產生略微神秘
的營養，因為在人體皮膚上有
一種叫做維生素D前體的物質
的。

隨新鮮度下降，未經處理的
原條鯖魚有可能有寄生蟲，所以選用
已經去掉內臟及醋醃的相對安全衛生，
而且醋醃魚肉所產生的酵素是有養生功
效的。經醋醃漬過的鯖魚微酸的味道，
魚骨大致去掉，烹調時非常方便，可說
是忙碌主婦的好朋友。

鯖魚的營養和作用
鯖魚的營養和作用

一一．．豐富豐富的營養硒的營養硒，，抗衰老抗衰老，，具有較強的抗氧化作用
具有較強的抗氧化作用。。

二二．．流行的流行的DHADHA豐滿豐滿，，有預防血脂異常的功效
有預防血脂異常的功效。。

三三．．高含量的高含量的EPAEPA，，對動脈硬化和高血壓可預防

對動脈硬化和高血壓可預防。。

四四．．含有維生素
含有維生素BB1212，，有預防惡性貧血的效果

有預防惡性貧血的效果。。

五五．．大量維生素
大量維生素DD，，保持骨骼健康

保持骨骼健康。。

六六．．味道鮮美味道鮮美，，提提防鯖魚的新鮮度
防鯖魚的新鮮度。。

製法︰
1. 醋鯖魚柳切件、沾上薄力小麥粉備
用；

2. 檸檬用磨蓉板磨出黃色外皮備用；
3. 薄荷葉切碎備用；
4. 燒熱炸油至170℃；
5. 將沾妥薄力小麥粉醋鯖魚柳放入炸至金黃後取出
放入大碗內；

6. 趁熱灑上檸檬外皮及薄荷葉碎；
7. 淋上甘酒浸約1分鐘後取出即成。

材料︰
醋鯖魚柳 1塊
秋葵 10隻
片栗粉 2湯匙
油 1湯匙
豆瓣醬 1茶匙
味醂 1湯匙
鹽（處理秋葵用）2茶匙

製法︰
1. 珍珠米洗淨放入電飯煲內，注水、蓋
好，按煮飯鍵；

2. 飯熟、取出放入大碗內；
3. 將壽司醋材料調勻後與白飯拌勻成壽
司飯；

4. 灑上芝麻與壽司飯拌勻成芝麻壽司飯
備用；

5. 取一個10 X 15厘米盛器，鋪墊上保
鮮紙；

6. 將醋鯖魚柳置入已鋪墊上保鮮紙的盛
器內；

7. 將紅薑絲均勻鋪在醋鯖魚柳上；
8. 均勻勺入芝麻壽司飯在紅薑絲及醋鯖
魚柳上；

9. 用飯勺按壓然後將保鮮紙覆蓋妥；
10. 將容器放入冰箱、置上重物靜置2小
時後取出切件，即成。

壽司醋︰
醋 2湯匙
糖 1湯匙
鹽 適量

製法︰
1. 將秋葵放在砧板上撒上鹽，用手按揉搓，再以清水
沖洗；

2. 用刀削去硬蒂；
3. 將秋葵斜切成約3厘米段備用；
4. 醋鯖魚柳切件、沾上片栗粉備用；
5. 燒熱鑊、下油，將沾妥片栗粉醋鯖魚柳放入煎至兩面
微黃；

6. 將秋葵放入鑊內與醋鯖魚柳翻炒；
7. 加入豆瓣醬及味醂爆炒至均勻即成。

材料︰
醋鯖魚柳 2塊 薄力小麥粉 3湯匙
炸油 適量 檸檬 1個
薄荷葉 4小片 甘酒 250毫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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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葵炒鯖魚秋葵炒鯖魚

薄荷檸檬甘酒薰鯖魚薄荷檸檬甘酒薰鯖魚

箱押鯖魚壽司箱押鯖魚壽司

■總食材

■以醋鯖魚柳為主食
材烹調的養生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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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着娃出门，和同龄的孩子比个

子，差了几厘米，家长的心就凉了

几截。为什么给孩子吃得很好，孩

子就是不长个呢？是不是得了“矮

小症”？这个时候千万别乱猜。

矮小症是指孩子目前身高低于同

种族、同年龄、同性别人群平均身

高的 2 个标准差，或低于第 3 百分位

。家长们可以参考世界卫生组织发

布的身高曲线图。

如果孩子身高不在显示“-3”那

条曲线下面，那就不是矮小症，快

对比一下吧。

如果发现孩子身高在“-3”那条

曲线下面，也不要轻易断定孩子一

定是矮小症，应去医院由医生诊断

。

为什么孩子会得矮小症？

导致孩子矮小的主要原因包括生

理、心理以及遗传因素：

生理因素

造成孩子矮小的生理因素包括生

长激素缺乏症、特发性矮小、早产

儿、家族性矮小、性早熟、体质性

青春期延迟、甲状腺功能低下、染

色体病如特纳综合征、慢性肝肾疾

病等疾病，以及一些遗传性、代谢

性疾病。

心理因素

心理因素的作用影响身高，比如

单亲家属孩子长期焦虑不安，和同

学关系处理不好，也会出现生长缓

慢。

遗传因素

孩子身高和父母的遗传因素有着

密切相关，儿科内分泌门诊曾遇到

很多矮小症患儿的父母身材也不高

。

从遗传学上讲，父母双方的遗传

因素对孩子未来身高产生的影响可

达 70%。

根据父母的身高预测孩子未来身

高的方法有一个计算公式：

男孩遗传未来身高（cm）=[（父

亲身高+母亲身高+13）÷2]±6

女孩遗传未来身高（cm）=[（父

亲身高+母亲身高-13）÷2]±6

上面的公式明确了人的基本的遗

传规律，这点很难违背。但是也不

能说个子高的父母就肯定子女身材

高大，个子矮的父母就肯定子女矮

小，总结来说需要看在遗传规律的

基础上孩子生长过程中能否发挥最

好的潜能。

从计算公式中可以发现孩子的身

高增长有约 12cm 左右的浮动，这种

浮动就是由孩子生长过程中发挥潜

能的好坏决定的。

可以影响这种潜能的因素包括：

孩子的营养情况、母亲孕期的情况

、生长的社会环境、运动的情况、

睡眠情况、情绪、精神压力、和是

否罹患疾病等等。

如何发挥潜能，避免矮小症

保证睡眠。要确保孩子有质量的

睡眠，也就是长时间的深睡眠，儿

科医生建议晚上 9点就准备好睡觉，

不要超过 10 点。儿童生长激素在晚

上 10~12 点、凌晨 2~4 点是分泌旺盛

期，所以一定要保证此两段时间的

深睡眠，才会有益于身高增长。

保证孩子饮食营养均衡。儿科门

诊很多家长为了长身体，总是问应

该多吃些什么，事实上长个不是吃

多吃少的问题，而是饮食是否均衡

。

保证足够的营养。孩子要摄入足

够的优质蛋白质、碳水化合物（糖

类）、脂肪，多元维生素和钙铁锌

硒等，让孩子多吃牛奶，鸡蛋，蔬

菜，水果，肥瘦肉，豆类粗粮等。

另外，要及时补充维生素 D，积极

促进钙吸收骨质发育，所以建议儿

童出生后就补充维生素D。

保证充足的跑、蹦跳等有氧运动

。这些运动可以促使长骨、骨骺、

软骨细胞增殖，有助于身高增长。

保证孩子平时平稳健康的情绪。

轻松愉快的心情有助于促进生长激

素分泌。

发挥潜能同时，也要定期监测孩

子身高发育，对于可能的矮小要早

发现，才可以及早治疗。

矮小是一种病，需及早发现和治

疗

很多矮小症患儿没被发现

多家长不知道矮小可能是一种病

，更不知道这种病可以治疗，错过

了最佳的治疗时间，造成无法弥补

的后果。

全国矮小症普查显示我国矮小症

发病率约为 3%，约 4000 多万人。其

中 5 岁以上需要治疗的超过 800 万，

而真正去儿童内分泌科接受治疗的

患者不到 30万名。

如何及早发现矮小症

千万不要错过最佳治疗时机（最

好不要晚于青春期，青春期过后孩

子骨骺闭合，此时再用生长激素等

药物也不能增高了），以免造成终

身遗憾。不同年龄孩子的身高增长

的速度是不一样的，当孩子的身高

增长速度减慢，出现以下情况：

2 - 4 岁：身高增长每年不足 5.5

厘米；

4 -6 岁：身高增长每年不足 5 厘

米；

6 岁到青春期（女孩 10 岁左右

，男孩 12 岁左右）：男孩身高增长

每年不足 4厘米，女孩身高增长每年

不足 4.5 厘米。

出现以上情况要马上带孩子去儿

童内分泌科就诊，让专家进一步诊

治。为了明确是否为病理性矮小，

医师会酌情检查骨龄，生长激素激

发试验，甲状腺功能，血清钙磷，

维生素 D 水平，甚至头核磁，内生

殖器 B 超、性激素，基因遗传代谢

病检查等。

治疗

明确了的矮小症，有适应症下，

就需要应用药物了。目前临床上主

要是重组人生长激素，可以针对一

些矮小疾病如生长激素缺乏症、特

发性矮小、小于胎龄儿等来改善身

高。生长激素治疗是有效的，在专

业医师指导下足疗程应用，会很好

改善矮小的症状。

营养一样没落下
宝宝怎么就是不长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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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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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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1對1》安心之旅 中國 廣元——斯裏蘭卡 康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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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03日 Wednesday, July 03,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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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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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了車禍不要緊出了車禍不要緊，，李醫生免費幫你治李醫生免費幫你治，，獨家牽引療法獨家牽引療法！！

《《周師傅專欄周師傅專欄22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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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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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五期我們列出了50道筆試題，今天我們接著
再列10道試題。

51，問：看到閃亮的紅燈後的反應是？
答：停車，觀察後可前進，誰先到誰先走。

52，問：車輛所載物品最多不可超過車左緣幾
英寸？
答：三英寸。

53，問：哪些情況下必須停車？
答：遇“停”的路標時；紅燈閃亮時，穿越馬路之
人行道，遇見緊急車紅燈閃亮時，遇見校車紅燈閃
亮時。

54，問：車輛自小巷或路口駛入大街時，應註
意什麽？
答：讓所有來車及行人先行。

55，問：若有一小孩在你車前四十五到五十英

尺處沖入道路，你踩剎車而可不致撞倒小孩的最高
車速為多少？
答：20英裏。

56，問：車輛須距離消防栓多遠處停車？
答：十五英尺以外。

57，問：客車在德州的任何公路上最高車速為
多少？
答：白天：時速70英裏；夜晚：時速65英裏。

58，問：在哪些情形下絕不可以超車？
答：雙黃線，上山車至山頂前，或者有不準超車的
標誌。

59，問：在哪些情況下，不可右線超車？
答：當你要開出高速路時。

60，問：當綠燈閃亮時左轉車輛應如何反應？
答：讓直行車及行人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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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為參與記者會佳賓在會上合影圖為參與記者會佳賓在會上合影。。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2019 愛心組織國慶園遊會，
將於明天（ 7月4日 ）上午十一時至下午二時三十分，在
中華文化服務中心舉行。今年的內容包括：多樣特色小吃
，精彩藝文表演及抽獎等節目。休市Turner 市長也將抵
達現場，與全體華人共度國慶。

日子過的真快一年一度的七月四日美國國慶也是唯一
華人社團進入美國主流媒體報導的愛心組織於六月十六日
召開記者會，今年的愛心會長Brian 劉和往年一樣用滿滿
的愛尋找90%用免費午餐的學區。帶給貧窮的孩子一年的
書包和所有文具用品把三十幾個華人社團的愛送出去。今
年 送 愛 心 的 學 校 是 Hobby Elementary 4021 Woodmont
Houston TX77045 Principal. Daniels 校長非常的感動愛心

組織給予的溫暖。七月四日也會帶老師學生們共襄盛舉。
愛心組織在七月四日的園遊會將會有30個社團設有攤位
有各地不同風味小吃在今年特地請到原來來餃子舘被新的
老闆Andy趙買下了特地高薪請了紐約來的一流道地福州
菜師傅，Andy 趙說有機會參與幫助貧窮的孩子他會竭盡
所能做些最好吃的菜餚，歡迎各位來品嚐。屆時一面吃美
食一面欣賞表演。有個最美好的美國國慶。時間：七月四
日（星期四）11:00am-3:00pm 地點：中華文化中心大禮
堂如僑界人士有想擺放攤位或購買食物劵和愛心劵請和會
長Brian 劉聯絡832-6188722或Christina Lai832-606-1675
愛心組職需要您的大力支持。您的關愛才是我們最大的動
力期待我們七月四曰文化中心大禮堂見。

2019愛心組織國慶園遊會明上午十一時起在文化中心舉行
有多樣特色小吃、精彩藝文表演及抽獎，市長將親臨現場

（ 本 報 訊 ）
“中華小姐環球大
賽”是鳳凰衛視主辦的全球華
裔女性的美麗盛事，是拉近全
球華人距離，向全球展示華人
女性美麗與活力、勇敢與智慧
、個性與愛心的新女性形象。
它以全世界為背景和舞台，充
分展現中華傳統之美，強調中
華文化和傳統美德的推廣，注
重內在美和外在美有機完美的
結合。
參賽資格

任何女性符合下列條件均
可參賽。

參賽者必須為從未有過任

何形式的婚姻，從未有過生育
的女性自然人;

參賽者必須為 18-28 周歲
（以 2019 年 10 月 01 日為準，
即出生日期在 1991 年 10 月 1
日 - 2001年10月1日之間）;

參賽者必須擁有華人血統;
參賽者必須持有有效身份

證件及旅遊證件;美洲賽區參賽
者必須持有美洲當地合法居留
證件;持有或前往加拿大的相關
簽證或證件。

參賽者必須有良好的外型
基礎，身體健康，身高在 1.65

米以上，身材勻稱，五官端正;
參賽者必須受過良好的正

規教育，大專以上學歷或在讀
，具備良好的交流與溝通能力;
參賽者必須無任何不良或犯罪
記錄，且無裸體照片，影像刊
登於任何形式的媒體（包括但
不限於成人雜誌及互聯網）;

主辦方員工及家屬都不得
參加本次比賽。

報名日期：2019 年 4 月 27
日-6月30日。

報 名 方 式 ： 登 錄 http://
miss.ifengus.com/或掃碼報名

2019中華小姐環球大賽美洲美南賽區等你來綻放

（休士頓 / 秦鴻鈞報導）銘傳大學前校長也是目前系統總校長李銓，
及其子李慶瑜及國際副校長劉國偉，將於7月9日扺達休士頓，休士頓銘
傳校友會將於7月9日晚間六時半，在 「姚餐廳 」（9755 Westheimer Rd.
Houston TX 77042 ) 設宴接待他們。歡迎校友們踴躍報名參加。報名請電
銘 傳 大 學 校 友 會 會 長 張 園 立 832-788-1858， 或 前 會 長 洪 良 冰
832-818-6688

銘傳大學校長7月9日抵休
希校友踴躍參加當晚歡迎餐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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