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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險與長女子險與長11..55米巨型水母相撞米巨型水母相撞 體型與人類差不多大體型與人類差不多大

近日近日，，5353歲的歲的Michelle WaltonMichelle Walton和和5151歲的歲的Peter LovePeter Love在潛水時發在潛水時發
現了壹只長現了壹只長11..55米的桶狀水母米的桶狀水母。。肺狀根口水母由於其形狀和大小肺狀根口水母由於其形狀和大小，，通常通常
被稱為桶狀水母被稱為桶狀水母。。

約旦建水下軍事博物館約旦建水下軍事博物館
直升機坦克沈入海底直升機坦克沈入海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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坪基地集體慶生坪基地集體慶生，，迎來了它們迎來了它們““熊生熊生””中第壹個屬於自己的生日派對中第壹個屬於自己的生日派對
。。 圖為大熊貓寶寶集體慶生現場圖為大熊貓寶寶集體慶生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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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季度金融機構貸款投向統計報告：
綠色信貸增長較快

央行今日發布2019年二季度金融機

構貸款投向統計報告。貸款投向呈現企

業短期貸款及票據融資穩步增長、工業

與服務業中長期貸款增速回落、綠色信

貸增長較快等特點。

據人民銀行統計，2019年二季度末，

金融機構人民幣各項貸款余額145.97萬

億元，同比增長13.0%，增速比上季末

低0.7個百分點；上半年增加9.67萬億元，

同比多增6440億元。

貸款投向呈現以下特點：

企業短期貸款及票據融資穩步增長
2019年二季度末，本外幣非金融企

業及其他單位貸款余額95.29萬億元，同

比增長10.6%，增速比上季末低0.6個百

分點；上半年增加6.28萬億元，同比多

增1.09萬億元。

分期限看，短期貸款及票據融資余

額37.83萬億元，同比增長10.1%，增速

與上季末持平，上半年增加2.68萬億元

，同比多增1.35萬億元；中長期貸款余

額54.89萬億元，同比增長10.9%，增速

比上季末低1個百分點，上半年增加3.47

萬億元，同比少增1880億元。

從用途看，固定資產貸款余額40.92

萬億元，同比增長10.6%，增速比上季

末低0.7個百分點；經營性貸款余額39.8

萬億元，同比增長4.4%，增速比上季末

低0.3個百分點。

工業與服務業中長期貸款增速回落
2019年二季度末，本外幣工業中長

期貸款余額8.87萬億元，同比增長5.2%

，增速比上季末低2.2個百分點；上半年

增加2825億元，同比少增1529億元。其

中，重工業中長期貸款余額7.82萬億元

，同比增長4.7%，增速比上季末低2.7個

百分點；輕工業中長期貸款余額1.05萬

億元，同比增長9.4%，增速比上季末高

2.1個百分點。

2019年二季度末，本外幣服務業中

長期貸款余額37.52萬億元，同比增長

12.1%，增速比上季末低1.1個百分點；

上半年增加2.56萬億元，同比少增1585

億元。其中，房地產業中長期貸款余額

同比增長16.9%；交通運輸、倉儲和郵

政業中長期貸款余額同比增長11.8%；

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中長期貸

款余額同比增長6.6%。

普惠小微貸款增長持續加快
2019年二季度末，人民幣普惠金融

領域貸款余額16.34萬億元，同比增長

16.2%，增速比上季末高1.8個百分點；

上半年增加1.49萬億元，同比多增5953

億元。

2019年二季度末，普惠小微貸款余

額10.71萬億元，同比增長22.5%，增速

比上季末高3.4個百分點，上半年增加

1.22萬億元，同比多增6478億元；農戶

生產經營貸款余額5.29萬億元，同比增

長5.6%；創業擔保貸款余額1280億元，

同比增長23.8%；助學貸款余額992億元

，同比增長13.3%。

2019年二季度末，建檔立卡貧困人口

貸款余額2793億元。考慮已脫貧不脫政策

的情況，建檔立卡貧困人口及已脫貧人口

貸款余額7132億元，同比增長4%。

綠色信貸增長較快
2019年二季度末，本外幣綠色貸款

余額9.47萬億元，余額比年初增長7.0%

，折合年增長率約為13.9%，余額占同

期企業及其他單位貸款的9.9%。

分用途看，綠色交通運輸項目和可再

生能源及清潔能源項目貸款余額分別為

4.22萬億元和2.32萬億元，比年初分別

增長7.8%和3.3%。分行業看，交通運輸

、倉儲和郵政業綠色貸款余額4.02萬億

元，比年初增長8.0%；電力、熱力、燃

氣及水生產和供應業綠色貸款余額2.91

萬億元，比年初增長4.2%。

“三農”貸款增速有所放緩
2019年二季度末，本外幣涉農貸款

余額34.24萬億元，同比增長6.5%，增速

比上季末低0.3個百分點；上半年增加

1.74萬億元，同比多增253億元。

2019年二季度末，農村（縣及縣以

下）貸款余額28萬億元，同比增長7.4%，

增速比上季末低0.2個百分點，上半年增加

1.52萬億元，同比多增1384億元；農戶

貸款余額9.86萬億元，同比增長12.0%，

增速比上季末低0.8個百分點，上半年增

加7080億元，同比多增3億元；農業貸

款余額4.03萬億元，同比增長0.1%，增

速比上季末低0.5個百分點，上半年增加

1310億元，同比少增389億元。

房地產貸款增速繼續平穩回落
2019年二季度末，人民幣房地產貸款

余額41.91萬億元，同比增長17.1%，增速

比上季末低1.6個百分點；上半年增加3.21

萬億元，占同期各項貸款增量的33.2%，

比上年全年水平低6.7個百分點。

2019年二季度末，房地產開發貸款

余額11.04萬億元，同比增長14.6%，增

速比上季末低4.3個百分點。其中，保障

性住房開發貸款余額4.61萬億元，同比

增長12.9%，增速比上季末低7.3個百分

點。個人住房貸款余額27.96萬億元，同

比增長17.3%，增速比上季末低0.3個百

分點。

住戶經營性貸款平穩增長
2019年二季度末，本外幣住戶貸款

余額51.66萬億元，同比增長17.1%，增

速比上季末低0.5個百分點；上半年增加

3.76萬億元，同比多增1542億元。

2019 年二季度末，本外幣住戶經

營性貸款余額10.84萬億元，同比增長

12.2%，增速與上季末持平，上半年增

加7530億元，同比多增945億元；住戶

消費性貸款余額40.81萬億元，同比增

長 18.4%，增速比上季末低 0.7 個百分

點，上半年增加3萬億元，同比多增597

億元。

外貿韌勁強後勁足彰顯中國經濟內功好
綜合報導 外貿是觀察國家經濟發展狀況的重

要窗口，外貿活躍指數反映國家經濟活力的關鍵指

標。最新公布的數據顯示，上半年中國經濟繼續保

持穩中向好、中高速增長態勢，而外貿穩既是穩增

長的具體表現之壹，也是穩增長的重要驅動力，彰

顯出中國經濟內功紮實、前景廣闊。

中國外貿“風景這邊獨好”，比較優勢相當

突出。今年上半年，我國貨物貿易進出口總值

14.67萬億元，同比增長3.9%；出口7.95萬億元，

同比增長 6.1%；貿易順差 1.23 萬億元，擴大

41.6%。而世界貿易組織日前發布報告，將今年

全球貿易增長預期由3.7%大幅下調至2.6%，德、

日、韓壹季度貨物貿易進出口總額同比則分別下

降4.4%、4.7%、7.7%，出口增速在全球主要經濟

體中保持領先，中國外貿的韌勁和實力在橫向比

較中充分呈現出來。

底盤穩、基礎牢，中國外貿穩增長是必然

大勢。2016 年至 2018 年，當年上半年我國貨物

貿易進出口總值分別為11.13萬億元、13.14萬億

元、14.12萬億元，其中出口分別為6.4萬億元、

7.21萬億元、7.51萬億元。今年上半年實現進出

口總值14.67萬億元，出口7.95萬億元。我國對外

貿易基礎牢靠、後勁強，各地各部門切實按照中

央穩外貿壹系列部署，積極調整外貿結構、開拓

新興市場、提升經濟效益，外貿企業生產體系和

產能韌性足、生產效率高，滿足世界市場需求的

適應力強，延續穩定增長、穩中有進勢頭契合發

展預期。

我國外貿穩增長有力說明中國經濟內功好、動

能強。“中國制造”正朝“中國智造”轉型，高技

術產品出口成為亮點，產品附加值提高，市場粘性

、競爭力、抗壓能力不斷增強，外貿結構繼續優化

；外貿市場主體繼續增加，民營企業進出口交易增

速加快、份額擴大，已經超過外商投資企業成為我

國外貿第壹大主體，為外貿發展提供了重要支撐；

隨著經濟結構加快轉型，中國在全球產業鏈中的分

工地位逐步向制造業上遊躍升，許多出口產品在國

際市場上占有優勢地位。加之紮實推進共建“壹帶

壹路”等大手筆舉措，有力助推外貿市場多元化取

得新進展，擴大了外貿朋友圈，增強了抵禦風險的

能力。

“要加快從貿易大國走向貿易強國，鞏固外

貿傳統優勢，培育競爭新優勢，拓展外貿發展空

間，積極擴大進口。”中國政府堅定不移深化改

革、擴大開放，不遺余力深化“放管服”改革，

優化改善營商環境，加快推進綜合保稅區、自貿

試驗區建設，提高貿易便利化水平，以政策“組

合拳”按下外貿“快進鍵”、驅動“加速度”，

無論國際市場如何風雲變幻，我們有定力、有信

心實現外貿持續穩增長、高質量發展，中國經濟

巨輪壹定能夠經受任何暗礁險灘的考驗，劈風斬

浪、沈穩前行。

這幾年，在網絡上諮詢我離婚

的人越來越多，甚至有不少我周圍

的親友得知我的工作後，也向我諮

詢相關事宜。

每每遇到關於離婚的諮詢時，我都

會建議他們：暫時先不要離婚。

這不是受“寧拆一座廟，不拆一樁

婚”觀念的影響，更不是因為我做

挽回的，才不勸人離婚的。而是因

為，成年人的婚姻，要考量太多的

因素。

今天，就跟大家捋一捋，為什麼我

建議你暫時先不要離婚。

婚姻不幸，為什麼我還建議你暫時

先不要離婚？

離婚帶來的副作用，你是否能承受

得起？

在婚姻中過得不如意時，很多人會

有這樣的觀點：

他都出軌了，為什麼還不離婚！

出軌只有0次和無數次！

錯的是他，為什麼我就不能離婚去

懲罰他！

遇到這樣的問題，我通常會引導他

們思考：

如果你馬上離婚，你會甘心嗎？

周圍人的言論會傷害到你嗎？

你的心理建設做好了嗎？

給自己緩衝的時間足夠了嗎？

你離婚要爭奪孩子的撫養權嗎？

有足夠的經濟實力養活自己和孩子

嗎？

能保證生活水平不下降嗎？

離婚後你還會再婚嗎？

你能視繼子繼女為己出嗎？

再婚後你還會生孩子嗎？

再次遇到一個豬隊友你會再次離婚

嗎？

如果以上這些問題你都想好了，你

的配偶確實很渣渣，而且你們感情

已經完全破裂，在一起過日子就是

煎熬，那我肯定贊成你離婚。因為

你已經做好了準備，知道自己想要

什麼樣的未來。

但是，如果我說的這些你都沒有準

備好，就算配偶渣，我也建議你暫

時不要離婚。

就算你要離婚，也得先為自己的未

來做好規劃，而不是傻乎乎氣呼呼

地去離婚。

我們當中的很多人，其實是沒有離

婚力的。

什麼是離婚力？

一方面是物質方面的財力，另一方

面是精神方面的人格獨立。

只有兩者兼備，你才具有離婚的基

本條件。

如果你月薪三千/全職媽媽，娘家家

貧親老，你拿什麼去離婚？哪怕你

的丈夫也月薪三千，你也需要那三

千搭把手呀！

婚姻不幸，為什麼我還建議你暫時

先不要離婚？

可是，身邊很多標榜自己是“新時

代獨立女性”的人，以及一些新媒

體，經常勸你離婚：守寡式婚姻，

喪偶式育兒，無性婚姻，無話婚姻

，要男人有什麼用？

他們不斷勸你離婚，肆無忌憚地用

一些過激的語言，刺激你離婚。就

好比近期，有媒體拍到洪欣和張丹

峰共同出席好友婚禮，疑似和好，

很多網友就評論：

洪欣，如果你原諒張丹峰，我們就

不原諒你！

你這個蠢女人！不值得同情！

洪欣你活該！

渣男就是要離開！

離婚多簡單呀，簽個字，去民政局

辦個手續，兩人就能各奔東西了。

但是你考慮過沒有：離婚之後的日

子，你怎麼過？

離婚不是過家家！

那些勸你離婚的人，能保證你離婚

後的幸福嗎？他們知道你婚姻的狀

況嗎？他們是專業的情感指導專家

嗎？他們考慮過你離婚後的生活嗎

？他們理解你的痛苦嗎？

我告訴你，都不能！那些叫囂著渣

男出軌就該離婚的女人，大部分都

沒遇到過這種事！等他們真正遭受

背叛了，他們才不會說得這樣義薄

雲天。

有時候，我不是不想勸你離婚，只

是當斷則斷的婚姻，不是人人都能

離得起的。

那些離婚後逆襲的人，肯定有。但

是我們只看到了他們離婚後的逆襲

，卻沒看到他們為了逆襲做了多少

準備，付出了多少汗水。你確定你

有他們的毅力嗎？有他們的果斷嗎

？有他們的智慧嗎？有他們的努力

嗎？

你怎麼確保你離婚後，就一定是別

人高攀不起的那個呢？

有一位讀者，35歲時發現老公出軌

，自尊心很強的她，當即要離婚。

大兒子跟前夫，小女兒跟她，有小

十萬的存款。

離婚後，她收拾心情，重新出發，

帶女兒賞花散步參加親子活動，她

迫切想要改變現狀，也立志要自強

上進，先找份好工作，盡力給女兒

更優裕的物質條件。

你以為她最終逆襲了嗎？

不，她當全職太太已經好幾年了，

出去找工作，但凡有點技術含量的

，都不要她。一般的工作，又嫌棄

她年齡大。她做一些小成本的生意

，卻經營慘淡，最後不得不去工廠

做流水線，只有拼命加班，工資才

能高一點點。

幸虧爹媽願意搭把手，幫她接送女

兒上學，不然她完全沒辦法。可後

來，孩子姥姥走路不小心打了個趔

趄，閃了腰，臥床休養。孩子姥爺

要照顧姥姥和孫女，家里大小事都

得他來做，他怨氣頗深，一度責怪

女兒，不應該離婚。

這位讀者也開始心慌了。到時候自

己的父母都病倒了，女兒又是要花

錢的時候，可怎麼辦？

父母勸她，要不再找一個吧，好歹

身邊有個人。

她不是不想找，只是她挑別人，別

人也挑她。能看上她的，她看不上

，比來比去，沒有一個比前夫好的

。

沒有任何準備的離婚，相對而言日

子過得比較艱辛。

他們離婚時，沒有想清楚，離婚後

每天嘴巴念叨：要是當初沒有離婚

就好了。

他們一邊埋怨，一邊不得不為生存

奔波。

有些人離婚是衝動型的。憑著自己

在憤怒的氣頭上做決定，一時衝動

離婚，可能會讓自己在離婚後悔不

當初。就算你想复婚，你放得下面

子嗎？你怎知對方沒有新歡呢？复

婚後多少會有隔閡在的，你又怎麼

處理呢？

我勸你暫時不要離婚

，是要你給自己一個

冷卻期，給自己一個

理智梳理婚姻的過程

，你是衝動型想離婚

，還是鐵了心要離婚

。

一起走過的歲月，一手打造的家庭

，哪能一句話說散就散？

曾經甜蜜過的愛人，可愛的孩子，

幸福的家，要捨棄這一切，當然要

好好考慮。

離婚一時爽，可爽了之後的痛苦、

艱辛和落寞，只有你自己知道。

你問我：婚姻不幸，要不要離婚？

我會說：離婚不是婚姻的解藥。

只要你還需要婚姻，還需要感情，

那婚姻還是原裝的比較好。

婚姻出現問題，忍氣吞聲不是辦法

，撒潑打滾也不是辦法，離婚更不

是辦法。

離也不是，不離也不是，那有沒有

第三條路呢？

有，那就是修復婚姻。

我們說過，親密關係出現問題，一

定是雙方的責任。如果你不願意改

變思維，轉換觀念，換幾個人結婚

，你都會把日子過得稀巴爛。

給自己的婚姻一個機會，給愛人一

個機會，給孩子完整的家一個機會

，給自己一個交代，為爭取自己的

幸福努把力，不要離婚後再來悔不

當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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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位於加州洛杉磯的一家漢堡
包食品連鎖店Fatburger本週一宣布，將和位於
達拉斯的著名連鎖機構Croft Ventures進行合作
，在德州設立25家連鎖店，第一批店將集中在
達拉斯，休斯頓，聖安東尼奧，以及奧斯丁。

該店的執行官安迪表示未來這些年將向德
州居民提供該店最美味的的家庭製作的漢堡。

七十多年前，該店的創辦人Lovie Yancey首
先在洛杉磯創辦了第一家Fatburger漢堡店，以

其獨特的風味和製作，並且添加了豐富的洋蔥
圈，培根，奶酪以及雞蛋等食材，經過了幾十
年的發展，目前已經擁有400多家漢堡店，包括
分佈在世界各地的200家漢堡店。

該店的老闆之所以把傳統的漢堡店擴大至
德州市場，主要是因為德州在全美的發展速度
有目共睹，同時德州以“大”為好的特色風情
更適合漢堡餐飲業的發展，預計這家公司的未
來發展將迎來一個新的篇章。

德州發展快 加州漢堡老店休斯頓開分店

（綜合報導）美國6月份的二手房簽約量創
三個月來最大增幅，表明需求可能會隨著抵押
貸款利率下降和就業穩定增長而有所回升。

全美房地產經紀人協會週二公佈的數據顯
示，二手房簽約量環比增長2.8%，超過了彭博
調查經濟學家的最
樂觀預測。不過 6
月份未經調整的簽
約 量 同 比 仍 下 降
0.6%。

儘管最近抵押
貸款利率下降，但
樓市尚無加速跡象
，因此二手房簽約
量增長對房地產市
場而言是一個受歡
迎的跡象。美聯儲
料實施十年來首次
降息，但房價上漲
和供應有限可能會
限制增長。

二手房簽約量
通常被視為二手房

銷量的一個領先指標，並且能衡量未來幾個月
房屋市場的健康狀況。

彭博對經濟學家的調查顯示，二手房簽約
量環比從下降1%到增長2.1%不等，中值為增長
0.5%。

6月份二手房簽約量創三個月來最大增幅

（綜合報導）美國媒體普遍認為，由於美聯儲主席鮑威爾此
前已暗示降息路徑，美國二季度的經濟數據不太可能影響美聯儲
7月底議息會議上的決議。

商務部的數據顯示，第二季度，佔美國經濟總量70%的個人
消費支出增長4.3%，較前一季度增長1.1%有明顯提升，為當季
經濟增長貢獻2.85個百分點；政府支出增長5 %，是10年來最大
增幅。

不過，第二季度美國私人部門投資大幅下滑5.5%，拖累當季

經濟增長約 1 個百分點；出口
減少5.2%，遠低於一季度4.1%
的增幅，拖累當季經濟增長
0.63個百分點。

川普總統當天在社交媒體上說，美國二季度的經濟數據“還
不錯”，並預測美國經濟“將繼續增長”。但美國輿論分析稱，
美國經濟正在恢復到略高於2%的年增長率水平上。

分析稱，美國二季度個人消費支出明顯上漲，主要得益於低

失業率和薪資增長的支撐，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出口疲軟
的影響。但出口驟降帶來的庫存壓力，將繼續影響美國企業特別
是製造業的投資積極性。

消費上漲美第二季度經濟增速降至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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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日，全球唯一大熊貓三胞胎

“萌帥酷”在廣州長隆迎來5歲生日

派對，更有30組同齡三胞胎孩子一

起慶生，共享10米生日大蛋糕。從

香港趕到長隆的三胞胎家長黃女士

表示，自家三個孩子比熊貓三胞胎

晚出生兩天，過去兩年每逢暑假都

會帶孩子來廣州看大熊貓寶寶，家

裡亦有與大熊貓三胞胎共成長記憶相

冊。 ■文/圖：香港文匯報

記者 胡若璋廣州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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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唯一大熊
貓三胞胎“萌帥酷”
5歲生日派對迎來30
組同齡三胞胎孩子一

起慶生。

5,000多年前，浙江良
渚先民創造出了一套玉禮器
系統，玉璧是其中最具代表
性的一種玉器。近日，瀕臨
太湖的湖州市在進行土地復
耕工作時出土了一件玉璧。
經專家研究，這是當地出土
的最大的良渚玉璧。

據湖州市文物部門表
示，這件玉璧是7月初在湖州
市南潯區菱湖鎮出土的。經
省市文物專家鑒定，它確屬
於良渚時期的玉器。浙江省
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長方向
明說，這件玉璧應該製作於
距今4,300年至4,600年的良
渚文化晚期，那個時期的玉
璧若直徑在24厘米以上就相
當大了，而它的直徑已逾25
厘米，是湖州當地出土的最
大的一件。

良渚文化距今已經有
4,30年至5,300年的歷史，
曾繁盛於環太湖流域，良
渚古城遺址在當年則是良
渚文化的核心。湖州地處
太湖支流苕溪流域，有豐
富的良渚遺存。位於湖州
市德清縣的中初鳴遺址就
是長江下游良渚時期規模
最大的製玉作坊遺址群，
它與良渚古城遺址的距離
不到20公里。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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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省市文物專家鑒定，湖州出土的玉璧確屬於
良渚時期的玉器。 網上圖片

黃女士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作為三胞胎孩子的家
長，照顧三個五歲的孩子需要細心觀察每個人的成

長狀態。如今這個階段，孩子們身高突然飆升，不會像
小時候那樣依賴彼此，但就像熊貓三胞胎“萌帥酷”一
樣，也有共同喜歡的東西。如今，獲悉大熊貓三胞胎的
大姐姐“萌萌”即將升級當媽媽，全家人都非常關注。

長隆5年育9熊貓
長隆熊貓保育專家青姐介紹，這是姐姐“萌萌”首

次參與繁育並傳來“好孕”後的第一個生日，也是準舅
舅“帥帥”、“酷酷”適應分家生活後的首個生日。值

得一提的是，在中國大熊貓保護研究中心的技術指導
下，長隆創造了5年繁育9隻大熊貓的世界繁育奇跡。去
年12月姐姐“萌萌”首次回到中國大熊貓保護研究中心
參與國家大熊貓繁育計劃，今年6月即傳來“好孕”消
息。

中國大熊貓保護研究中心科研動管處處長黃炎表
示，此番也特地來到廣州為“萌帥酷”慶祝生日。長
隆與中國大熊貓保護研究中心臥龍神樹坪基地緊密合
作，成功打造成為世界矚目的“熊貓福地”。如今大
熊貓三胞胎姐姐“萌萌”正在“好孕”中，且自
帶多胞胎基因，有望再創多胎繁育奇跡。

““萌萌萌萌””

2019年7月30日（星期二）體育新聞5 ■責任編輯：李岐山

馮凱文郭嘉諾雙帥領軍
大 埔 低 調 開 操

中國隊中國隊三金完成目標三金完成目標
游泳世錦賽閉幕游泳世錦賽閉幕 美國一枝獨秀美國一枝獨秀

■■扭成一團的唐道碧及鄭子森均為大埔扭成一團的唐道碧及鄭子森均為大埔
舊將舊將。。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 攝攝

澳澳洲以洲以55金金99銀銀55銅名列第銅名列第
二二，，其他金牌其他金牌““花落多花落多

家家”，”，匈牙利奪得匈牙利奪得44金金，，並列獲得並列獲得33
金的有俄羅斯金的有俄羅斯、、意大利意大利、、中國和英中國和英
國國，，但是俄羅斯總獎牌數高達但是俄羅斯總獎牌數高達1616
塊塊；；日本和加拿大各摘得日本和加拿大各摘得22金金，，瑞瑞
典典、、南非和德國各收穫南非和德國各收穫11金金。。

世界紀錄在光州世錦賽頻頻被世界紀錄在光州世錦賽頻頻被
破破，，選手們在選手們在99個項目中個項目中99次打破世次打破世
界紀錄界紀錄，，分別是男子分別是男子100100、、200200米蝶米蝶
泳泳，，100100、、200200米蛙泳米蛙泳；；女子女子100100、、
200200米背泳米背泳，，44××200200米自由泳接力米自由泳接力，，
44××100100米混合泳接力和男女混合米混合泳接力和男女混合44××
100100米自由泳接力米自由泳接力。。

國外新人連連爆冷締新猷國外新人連連爆冷締新猷
最終最終，，世錦賽男世錦賽男、、女最佳運動女最佳運動

員分別是美國的員分別是美國的““六金王六金王””德雷塞德雷塞
爾和瑞典的舍斯特倫爾和瑞典的舍斯特倫，，後者共收穫後者共收穫11
金金22銀銀22銅銅，，全部是單項全部是單項。。

國外名將普遍表現堅挺國外名將普遍表現堅挺，，例如例如

德雷塞爾德雷塞爾、、英國蛙王皮蒂英國蛙王皮蒂、、匈牙利匈牙利
““鐵娘子鐵娘子””霍蘇霍蘇、、美國蛙女莉莉金美國蛙女莉莉金
等人等人。。新人也異常兇猛新人也異常兇猛，，例如例如1717歲歲
的美國新秀史密斯在女子的美國新秀史密斯在女子200200米背米背
泳中改寫世界紀錄泳中改寫世界紀錄；；1919歲的匈牙利歲的匈牙利
選手米拉克在男子選手米拉克在男子200200米蝶泳米蝶泳““捅捅
破破””菲比斯保持的世界紀錄菲比斯保持的世界紀錄；；1919歲歲
的加拿大新人麥克尼爾在女子的加拿大新人麥克尼爾在女子100100
米蝶泳爆冷封后米蝶泳爆冷封后；；1919歲的澳洲選手歲的澳洲選手
蒂特馬斯逆轉美國蒂特馬斯逆轉美國““核少女核少女””萊德萊德
茨基折桂女子茨基折桂女子400400米自由泳米自由泳；；2222歲歲
的德國選手韋爾布羅克稱雄男子的德國選手韋爾布羅克稱雄男子11,,
500500米自由泳米自由泳。。

辛鑫公開水域大賽獲首金辛鑫公開水域大賽獲首金
賽後賽後，，孫楊恩師孫楊恩師、、國家游泳隊國家游泳隊

資深教練朱志根表示資深教練朱志根表示：“：“中國隊的中國隊的
世錦賽目標就是世錦賽目標就是33金金，，基本上發揮基本上發揮
出了水平出了水平，，尤其是孫楊和徐嘉余尤其是孫楊和徐嘉余，，
隊員們比較努力隊員們比較努力。。男隊員發揮比較男隊員發揮比較
正常正常，，閆子貝四次打破閆子貝四次打破、、一次追平一次追平

亞洲紀錄亞洲紀錄，，提升了我們備戰明年東提升了我們備戰明年東
京奧運會的士氣京奧運會的士氣。”。”

““葉詩文是女隊員的榜樣葉詩文是女隊員的榜樣，，正正
在慢慢往上升的勢頭發展在慢慢往上升的勢頭發展，，成績接成績接
近霍蘇近霍蘇，，畢竟霍蘇的年紀大了畢竟霍蘇的年紀大了。。對對
葉詩文來說葉詩文來說，，明年東京奧運會有希明年東京奧運會有希
望去爭取望去爭取400400米混合泳金牌米混合泳金牌。。王簡王簡
嘉禾的嘉禾的800800米發揮一般米發揮一般，，11,,500500米自米自
由泳發揮正常由泳發揮正常，，取得了第三名取得了第三名。”。”
朱志根說朱志根說。。

朱志根指出朱志根指出，，世錦賽暴露出接世錦賽暴露出接
力項目的後備人才不夠力項目的後備人才不夠、、人才厚度人才厚度
不夠不夠、、運動員賽前調整運動員賽前調整、、加強體能加強體能
和有氧訓練等問題和有氧訓練等問題。。他說他說：“：“尤其尤其
是明年東京奧運會游泳決賽在上午是明年東京奧運會游泳決賽在上午
進行進行，，我們還需要積極準備和適我們還需要積極準備和適
應應。”。”此外此外，，在女子在女子1010公里公開水公里公開水
域比賽中域比賽中，，辛鑫為中國游泳斬獲世辛鑫為中國游泳斬獲世
錦賽第一金錦賽第一金，，獲得奧運參賽資格獲得奧運參賽資格，，
對於中國游泳來說對於中國游泳來說，，也是東京奧運也是東京奧運
會上一個金牌突破點會上一個金牌突破點。。 ■■新華社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淦）歷史性贏得港
超聯賽冠軍的和富大埔，因領導層方針有變，新一
季陣容大幅變動。上季分別帶領凱景及元朗的馮凱
文及郭嘉諾，今季會以“雙教練”身份帶領大埔，
兼任總監的馮凱文並強調，會方不會放棄代表香港
出戰亞冠盃外圍賽的資格。

大埔月初已經召集球員進行季前訓練，惟
由於官方尚未公佈新球季陣容，一直只是低調
練習，即使29日有傳媒到場，會方也要求不要
採訪，郭嘉諾則稱“留待正式開操才說”，只
有馮凱文接受簡短訪問。

據記者現場所見，大埔的新加盟球員主要
來自南區及凱景，包括陸志豪、陳文輝、車潤
秋、陸平中、孫銘謙及許嘉樂等，外援方面則

有金玟基、杜杜及具本地資格的麥保美，有約
的辛祖及勞高則於8月歸隊。舊有班底尚有楊
賜麟、鄭子森、唐道碧、趙少維、梁星耀及錢
兆琛等留隊。

29日約有25名球員出席練習，當中部分未
有穿上球會練習球衣。馮凱文指班底已大致落
實：“應該都是這班人，外援方面已斟妥一位
曾在泰超落班的喀麥隆中堅，稍後才會歸隊；
國援則暫不考慮。”

圈中有指大埔星散其中一個原因是與缺乏贊
助有關，幸好現時已獲新贊助商支持組軍。記者發
現現時有個別球員是來自港甲宏大（今季暫名駿
其），暫未知是否跟新贊助有關。大埔暫定下周一
於主場舉行拜神儀式，正式會見新聞界。

名將父子齊享兒童平衡車同樂日

■■黃金寶黃金寶（（右右））
與寶貝仔可謂虎與寶貝仔可謂虎
父無犬子父無犬子。。

■■郭嘉諾郭嘉諾（（右二右二））在訓練中指導陸志豪在訓練中指導陸志豪（（紅衫紅衫）。）。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 攝攝

葉 詩葉 詩 文文：：200200米混合泳銀牌米混合泳銀牌、、400400米混合泳銀米混合泳銀
牌牌、、
200200米蛙泳第米蛙泳第44名名

王簡嘉禾王簡嘉禾：：11,,500500米自由泳銅牌米自由泳銅牌、、400400米自由泳第米自由泳第
55名名、、
800800米自由泳第米自由泳第66名名

于 靜于 靜 瑤瑤：：100100米蛙泳第米蛙泳第55名名

楊 浚楊 浚 瑄瑄：：200200米自由泳第米自由泳第55名名

中國泳隊世錦賽成績中國泳隊世錦賽成績

男子項目男子項目：：33金金11銅銅

孫 楊孫 楊：：200200米自由泳金牌米自由泳金牌、、
400400米自由泳金牌米自由泳金牌、、
800800米自由泳第米自由泳第66名名

徐嘉余徐嘉余：：100100米背泳金牌米背泳金牌、、5050米背泳第米背泳第66名名

閆子貝閆子貝：：100100米蛙泳銅牌米蛙泳銅牌、、5050米蛙泳第米蛙泳第66名名

汪 順汪 順：：200200米混合泳第米混合泳第66名名

季新傑季新傑：：400400米自由泳第米自由泳第77名名

女子項目女子項目：：22銀銀11銅銅

■■孫楊於光州孫楊於光州
世錦賽個人獨世錦賽個人獨
得兩金得兩金。。

法新社法新社

為期8天的國際泳聯世界游泳錦標

賽泳池大戰28日落幕，美國隊一枝獨

秀，以14金8銀5銅雄霸金牌榜首位，

澳洲、匈牙利尾隨其後，中國隊獲得3

金2銀2銅，基本完成目標。

俗話說虎父無犬子。包括
黃金寶、陳振興、楊英瀚等香
港殿堂級單車名將的後代，日
前齊齊子承父業、參加“馬鞍山
兒童平衡車公開賽”。不過因天
氣欠佳及雷暴警告，賽事最終
變成兒童平衡車同樂日。

其中“亞洲車神”黃金寶
雖未能依原計劃與兒子參戰親
子賽及兒子出戰個人賽，但
“阿寶”與一眾小車手同場
“較量”，度過一個愉快上
午。今屆賽事由退役港隊單車
運動員楊英瀚擔任義務賽事統
籌，獲得大師兄黃金寶及陳振
興全力支持，而前港隊隊友郭
灝霆亦到場鼓勵小車手，與
“阿寶”一同推動兒童單車運
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兒童平衡車同兒童平衡車同
樂日日前在馬鞍樂日日前在馬鞍
山舉行山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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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深/圖文】由休斯敦同源會（CACA）主辦的第49屆
休斯敦華埠小姐獎學金選美決賽（Miss Chinatown Houston
Scholarship Pageant 2019）於 7 月 27 日晚在休斯敦繁華商業中
心Galleria的Royal Sonesta賓館隆重舉行，當晚酒店的晚會大
廳賓客滿堂、座無虛席，休斯頓市市長特納等政要應邀出席，
等待2019休斯敦華埠小姐(Miss Chinatown Houston) 的誕生。

當晚參賽的8名佳麗是：1號鄭逸寧(Chloe Trinh) ，18歲
；2 號陳孟萱（Michelle Chen）， 18 歲；3 號奚嘉儀(Claudia
Hsi) ，19 歲；4 號白儀文（Catie Beck），17 歲；5 號白文翠
（Cheryl Pai，）20歲；6號楊若潤（Lauren Yang），18歲；7
號汪榮(Sharon Wang) ，18歲；8號楊小雪(Noel Yang) 18歲。
年齡最大的只有20歲，最小的17歲。

同往年一樣，在比賽中，選手們要首先進行自我介紹，然
後統一泳裝表演、豐富多彩的個人才藝展示、華麗的晚禮服走
秀、抽籤提問和現場回答。評委在四個方面分別打分，總得分
最高者獲休斯敦華埠小姐稱號，第二名獲休斯敦中國新年小姐

（Miss Chinese New Year Houston）頭銜，第三名獲第二公主
（Second Princess）稱號。獲才藝最高分者獲才藝小姐（Miss
Talent）稱號。

本次獎學金選美大賽，6號選手楊若潤從眾佳麗中脫穎而
出，以最高分贏得了2019休斯敦華埠小姐桂冠。她除獲得同
源會提供的5000美元獎學金外，還將代表休斯敦參加明年中
國新年期間在舊金山舉辦的全美華埠小姐的比賽，為此同源會
還將再贊助她出席全美華埠小姐比賽的2000美元費用。

8號選手楊小雪獲休斯敦中國新年小姐頭銜，贏得了3500
美元獎學金，7號選手汪榮在比賽中獲第二公主稱號，贏得了
2500美元獎學金。 5號選手白文翠以一套中華功夫贏得才藝小
姐稱號，獲2000美元獎學金，同時她還被眾佳麗評為最具人
緣的佳麗，獲友誼小姐（Miss Congeniality）稱號，另獲500美
元獎學金。其他所有參賽的眾佳麗均獲得1000美元獎學金。

除此之外所有參賽選手都得到禮服，泳裝，耳環項鍊，化
妝品，禮包，禮卡等贊助禮物。

第49屆休斯敦華埠小姐評選揭曉 楊若潤獲2019休斯敦華埠小姐桂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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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1對1》愛樂之城 中國 宜州——奧地利 薩爾茨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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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見領袖、時尚先鋒、行業精英、
業界大咖。。。。。。

熱點時事、熱門話題、勵誌故事、
傳奇人生。。。。。。

美南國際電視最新訪談欄目

《美南大咖談》隆重上線！
本期嘉賓：休斯頓TMCO交響樂團
中提琴演奏家劉銳、青年鋼琴家

LULU LIU;
熱點話題：青年鋼琴家LULU LIU的
成長之路、青少年音樂教育等
歡迎點擊以下鏈接收看：

https://youtu.be/TmqpViWMapA

《美南大咖談》報紙預告：

星期三 2019年7月31日 Wednesday, July 31,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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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梅子）這個周末古董大甩賣，$1 起價，各種
瓷器、家具、玉器、字畫，快來撿漏，手快有手慢無！ 8月3、
4號早上九點開門，先到先得 ！

本周末古董大甩賣本周末古董大甩賣，， 一元起拍一元起拍，，
快去撿漏快去撿漏，，手快有手慢無手快有手慢無！！

休斯頓古董拍賣行
地址: 9931好運大道， #138, Houston, TX 77036

電話：713-789-6767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
今年初的一篇新的研究報告，
顯示與肥胖有關的癌症在美國
年輕人中已有上升的趨勢；與
同齡嬰兒潮一代相比，千禧一
代患某些癌症的風險大約是其
兩倍。美國年輕人中與肥胖相
關的12種癌症中有6種的發病
率正在上升。為此，陳康元醫
師和王琳博士在上周六附中校
友會與恆豐銀行合辦的健康講
座中，向大家講解癌症的新趨
勢，並詳述最新的 「預防癌症
八大關鍵點」。

陳康元醫師、王琳博士表
示：通過以下健康的八種生活
方式和行為，可以預防近 50%
的最常見癌症：

（一）保持健康的體重：
健康的體重可以降低癌症風險
。 「亞裔」因為體格較小，腹
內脂肪在比例上有較多的現象
，所以體重身高的指數（BMI )
應該維持在 18.5 - 23.9, 24.0 -
27.9 算是過重，超過> 28.0 就
是肥胖症了。因為油酯細胞可
以產生雌激素（estrogen ), 進而
促進細胞分生，有 「促癌性」
。與肥胖有關的癌症風險包括
：乳腺癌、子宮癌、腸癌等，
因為腹內酯肪，把內臟器官重
重包圍，以至損傷器官功能，
大大增加患癌症、心臟病、高
血壓，、糖尿病等疾病的風險
。因此他們給了 BM I 體重減
輕主要建議：可降低因超重引
起的高血壓；可降低總膽固醇
、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LDL和
甘油三酯triglycerides; 並提高高
密度脂蛋白膽固醇HDL。體重
減輕可降低 2 型糖尿病患者血
糖水平。腰圍應用於評估腹部
脂肪含量。減輕體重應每周
1-2 磅，為期6個月。

（二）體力活動：體力活
動可以降低患許多癌症的風險
。運動應該是一個全面的減肥

治療和體重控制程序的一部份
，可以減少腹部脂肪，增加心
肺健康，和幫助保持減輕的體
重。最初應鼓勵中等水平的體
力活動 30-45 分鐘，每周 3-5
天。什麼是胰島素?王琳博士說
：胰島素是重要的激素；讓你
的身體利用些糖葡萄，在你吃
一頓飯後，胰腺細胞發出信號
，釋放胰島素進入血液。另一
「胰島素樣生長因子」（是具

有高序列胰島素相似性的蛋白
，已被証明在促進細胞增殖和
抑制細胞的死亡（細胞凋亡 ）
中發揮作用。王琳博士說：實
驗室的研究表明IGFs胰島素樣
生長因子可增強各種癌細胞有
絲分裂和抗凋亡行動，包括前
列腺癌、乳腺癌、結腸直腸癌
、肺癌、和兒童白血病。IGFs
胰島素樣生長因子，也與其他
的有絲分裂生長因子和類固醇
產生協同作用，與你的抗癌藥
物抗爭。但運動可以降低血液
中的葡萄糖。王琳博士說：運
動時，肌肉可以使用葡萄糖，
而不需要胰島素。如果你是胰
島素耐藥性，或者你沒有足夠
的胰島素就沒關係：當你運動
時，你的肌肉得到他們需要的
葡萄糖，同時，你的血糖水平
下降。那就是- 運動時你的胰
島素抵抗力下降，你的細胞可
以更有效地使用葡葡糖。

（三 ）以植物為主的飲食
習慣 ： 吃植物為主的飲食習
慣會降低患上幾種癌症的風險
。並可以幫助你保持苗條。盤
子裡 2/3 應該是蔬菜、水果和
全穀類，另外 1/3 可以是高蛋
白瘦肉（雞肉、魚肉 ），要限
制紅肉和加工肉類等食物。研
究已發現，紅肉消耗與許多癌
症有關聯，特別是：結腸直腸
癌、乳腺癌，前列腺癌，卵巢
癌和肺癌。

王琳博士說：我們應以植

物性食品為主，少吃紅肉。一
項新的研究報告說，牛肉，羊
肉和豬肉中的一種糖分子，發
現可引發人體中的免疫反應，
導致炎症，從而最終促進腫瘤
的生長。長期暴露於這種糖的
小鼠，增加患癌症的五倍機會
。

王琳博士說：紅色肉類、
衍生聚醣，促進炎症和癌症的
發展和惡化。因此，長期食用
“紅肉 ”是一個眾所周知的癌
症風險因素，而 Neu5Gc 的抗
體，可能有煽動炎症的作用。

他們也提到纖維可幫助降
低您的癌症風險。這種未加工
的植物性食品，可降低大腸癌
的風險，讓你感覺更飽，控制
體重，穩定血糖。食物中的蔬
菜，水果和粗糧可降低大腸癌
的風險，但纖維補充劑似乎並
沒有幫助。

另外，王博士也提到益生
菌：腸道的健康細菌,益生菌的
食物 probiotics純，低脂肪，有
活性菌，有機酸乳酪或酸奶。
我們要多吃益生元食品：如五
穀雜糧，水果和蔬菜，特別是
香蕉，蘆筍，洋蔥，燕麥片，
大豆，大蒜。限制加工食品。

（四 ）不要吸煙或使用煙
草：煙草煙霧中主要有60多種
已知的致癌物，這也是為什麼
吸煙和吸二手煙的危害那麼大
，戒煙的健康益處將在你最後
一支煙後20分鐘開始。

他們也提到關於兒童和青
少年電子煙風險：大多數電子
煙含有尼古丁，尼古今含有很
高的成癮性，可以傷害青少年
的大腦發育，持續到20–25 歲
。電子香煙含有尼古丁與碱，
還包括：）調味劑，著色劑，
其實他化學物質甲醛和丙烯醛
，導致永久性肺部損傷。

2018 年 12 月 18 日，衞生
部長 Surgeon General 宣布青少

年使用電子煙是一種流
行病。2019 年 6 月 26 月
，舊金山成為美國第一
個禁止電子煙銷售以打
擊青少年吸煙的主要城
市。

（五 ）帶你的孩子
去種疫苗：HPV 疫苗很
重要，因為它可以預防
由 人 類 乳 頭 瘤 病 毒
（HPV- Human Papillo-
ma Virus )感染引起的癌
症。HPV 是一種非常常
見 的 病 毒 。 每 年 約 有
1400 萬人，包含青少年
，感染 HPV。它可能導
致 癌 症 和 其 他 疾 病 。
HPV 感染可能導致癌症
。女性的子宮頸癌，陰
道癌和外陰癌，男性的
陰莖癌症，以及肛門和
喉嚨的癌症，包括女性
和男性的舌根和扁桃體
。

醫 師 建 議 在 11-12
歲時進行 HPV 疫苗接種
，以預防人乳頭瘤病毒
HPV 感染引起的癌症。
所有11或12歲的孩子應
分開 6 到 12 個月的二次
HPV疫苗。

（六 ）注意防晒：
要避免皮膚癌，一定要
注意防晒，避免強烈陽
光照射。醫生建議，選
擇 防 曬 霜 ， 一 定 要 選
擇 > SPF 30以上的 !

（七 ）了解家族患
癌史：有數據顯示，有一半的
癌症病例是可以被預防的。發
現越早，預防越早，越容易治
癒。主動去和你的父母親人了
解家族患癌史。如果你的家族
裡的人有患癌史，那麼就要及
時去找醫生諮詢，讓醫生幫助
判斷你有多少風險會有可能患
癌，從而提早做出預防行動。

（八）癌症篩查：乳腺癌
：年齡在40-44 歲之間女性，
可以開始年度用乳房X光乳腺
癌檢查；45-54 歲的女性，每
年應該進行乳房X光檢查；55
歲及以上的女性，應每 2 年一
次乳房X光檢查，或者可以繼
續進行年度篩檢。另外，一些
有家族史，遺傳傾向或某些其
他因素，應該用MRI和乳房X

線照片進行篩查。
肺癌：對符合以下條件的

肺癌風險較高的人進行低劑量
CT 掃描（LDCT ); 年齡在 55
歲至 74 歲 ； 目前吸烟，或在
過去的15年戒煙，和至少有30
包年的吸煙史。（30 包年的吸
煙史，一包年是每年每一天一
包的香煙，每天一包30年或每
天2包15年都將是30包年。）

附中校友會與恆豐銀行聯合舉辦健康講座
陳康元醫師、王琳博士主講： 「預防癌症最新八大關鍵點」

圖為健康講座主講人陳家康元醫師圖為健康講座主講人陳家康元醫師（（左左 ），），王琳博士王琳博士（（右右 ）。）。

圖為上周六附中校友會與恆豐銀行主辦圖為上周六附中校友會與恆豐銀行主辦 「「健康講座健康講座」」 現場客滿現場客滿，，座無座無
虛席虛席。（。（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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