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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頭長須鯨屍體被沖上法國海灘壹頭長須鯨屍體被沖上法國海灘

希臘大火持續逼近居民區希臘大火持續逼近居民區 民眾連夜撤出村莊民眾連夜撤出村莊

希臘埃維亞島森林大火火場附近希臘埃維亞島森林大火火場附近，，人們等待從人們等待從PsachnaPsachna村村
撤離撤離。。據悉據悉，，當日已有數百名村民從受森林大火影響的村莊撤出當日已有數百名村民從受森林大火影響的村莊撤出
。。1313日淩晨日淩晨，，希臘雅典附近埃維亞島發生特大森林火災希臘雅典附近埃維亞島發生特大森林火災。。強風強風
令火勢蔓延令火勢蔓延，，幾十公裏外都能聞到燒焦味幾十公裏外都能聞到燒焦味。。報道稱報道稱，，雅典距離起雅典距離起
火地點火地點7070公裏處左右發現火災煙霧公裏處左右發現火災煙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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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蘭克賴斯特徹奇新西蘭克賴斯特徹奇，，坎特伯雷博物館陳列出壹具生活在坎特伯雷博物館陳列出壹具生活在60006000萬萬
年前的巨星企鵝概念骨架年前的巨星企鵝概念骨架。。兩年前兩年前，，新西蘭科學家宣布發現約新西蘭科學家宣布發現約60006000萬萬
年前的企鵝化石年前的企鵝化石，，這種企鵝和人類差不多高度這種企鵝和人類差不多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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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ting 醫療診所
毛誌江醫生 MD PHD. 40 多年臨床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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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與東盟農業合作：未來如何把握機遇？
綜合報導 今年以來，東盟歷史性地成為中國

第二大貿易夥伴，僅次於中國與歐盟貿易額，中國

則連續10年保持東盟第壹大貿易夥伴的地位。中

國—東盟商務理事會執行理事長許寧寧13日表示

，當前世界經濟不穩定性增多，比鄰而居的中國和

東盟特別需要加強包括農業在內的產業合作，以應

對挑戰。

由中國—東盟商務理事會和連雲港政府共同主

辦的農業經貿洽談會13日在北京舉行。

許寧寧說，中國與東盟貿易、投資活躍，

得益於雙方經貿互補性強、經貿合作需求大，

也得益於雙方睦鄰友好關系的不斷鞏固和發展

。如今，農業日益成為中國與東盟國家合作的

重點領域。

許寧寧表示，不管是發達國家與發達國家

之間，還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相互開

放農業都非易事。中國和東盟率先把農業作為開放

的領域，充分表達了雙方之間合作的信心。

由於存在優勢互補，中國與東盟農業合作正迎

來更多商機。

泰國駐華大使館商務公使齊雅文表示，泰中在

農業領域已簽訂壹系列備忘錄，在農業領域的經貿

合作已給兩國和兩國農民都帶來收益。泰國與中國

的農產品之間存在優勢互補，很多有特點的泰國農

產品，如大米、幹果、蜂蜜、奶制品、木薯幹等已

獲得批準向中國出口，泰中之間在推廣農產品貿易

方面還有很大空間。

菲律賓駐華大使館農業參贊安娜(Ana Abe-

juela)表示，菲律賓與中國之間在農產品投資和貿

易合作領域，存在很大互補合作空間。譬如很多

中國投資者在尋求香蕉種植的投資機會，而菲律

賓鼓勵外國企業參與到香蕉的生產和種植過程中

。菲律賓希望能提高榴蓮等農產品對中國的出口

量，解決市場準入問題；菲律賓非常適合種植草

藥和香料用於生產各種調味品，這也是中國企業

值得關註的投資領域。

目前，越南、緬甸等東盟國家正在大力發

展食品工業，為中國食品加工機械和食品包裝

機械走進東盟帶來了新商機。此外，中國與東

盟國家相互交通便利，運輸周期較短，經貿互

補性大，這也為中國與東盟的農業合作帶來更

多商機。

怎樣抓住機遇？許寧寧就未來中國各地如何發

展與東盟的合作提出幾點建議。

第壹，根據本地區優勢與東盟十國的各自優勢

、雙方產業互補性，找準著力點，有計劃、有組織

的積極推動本地區與東盟有關國家合作，將合作做

細做實。

第二，大力提高國際合作水平。目前，中國地

方部門在農業領域整體國際合作水平不高，需要更

好地結合現在開放形勢的需要，積極了解東盟國家

的需求、市場特點、產業規劃等等。

第三，積極走進東盟，推進商機，洽談合作。

第四，多領域、多渠道與東盟合作，充分

發揮有關非政府組織、商會、專業機構的作用

和優勢。

下半年平穩開局
中國經濟持續健康穩定發展

國家統計局公布今年7月份國民經

濟運行情況。數據顯示，盡管壹些主要

經濟指標出現增速回落，但經濟運行總

體平穩、穩中有進的基本面沒有變，經

濟繼續運行在合理區間。下半年平穩開

局，為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固本強基。

從產業結構上看
工業生產基本平穩
1-7月份工業生產增長5.8%，增速雖

然較1-6月份回落0.2個百分點，但比二

季度提高0.2個百分點。其中，高技術產

業增長較快。1-7月份高技術制造業增加

值同比增長8.7%，比規模以上工業高出

2.9個百分點；工業新產品繼續快速增長

，1-7月份3D打印設備、新能源汽車、

城市軌道車輛等產品產量同比分別增長

92.1%、32.0%、29.1%。

現代服務業發展勢頭良好。1-7月份

服務業生產指數同比增長7.1%，高於規

模上工業增加值增速1.3個百分點；7月

份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

租賃和商務服務業生產指數分別增長

17.2%和 7.3%，增速分別快於全國服務

業生產指數10.9和1.0個百分點。

從需求結構上看
“三駕馬車”平穩運行

消費依然發揮了主動力作用。1-7月

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8.3%，而網

上零售對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的貢

獻率在40%以上；其中，實物商品網上

零售額增長20.9%，占社會消費品零售

總額比重達19.4%，比上年同期提高2.1

個百分點。

投資結構繼續優化。1-7月份固定資

產投資同比增長5.7%，與前幾個月基本

持平。其中，制造業投資增長3.3%，增

速加快0.3個百分點，連續三個月回升；

高技術產業投資同比增長11.4%，增速

比全部投資高5.7個百分點。高技術制造

業投資增長11.1%，增速比上半年加快

0.7個百分點，高於全部制造業投資7.8

個百分點。

外需進壹步強化。1-7月份，進出口

總額增長4.2%。其中，出口增長6.7%，

進口增長1.3%，貿易順差擴大47.4%，

尤其是7月份貿易順差擴大79%，有助

於增加拉動經濟增長的外部動力。

從供給結構上看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紮實推進
規模以上工業企業資產負債率、商

品房待售面積、企業單位成本費用都有

不同程度下降。而且，短板領域投資繼

續增長。1-7月份生態環保教育投資同比

分別增長41.0%、18.5%，分別高於全部

投資35.3、12.8個百分點。

就業形勢總體穩定。1-7月份全國城

鎮新增就業 867 萬人，完成全年計劃

79%，快於時間進度。盡管7月份全國城

鎮調查失業率因受畢業生集中進入就業

市場影響而比上月上升0.2個百分點，但

總體上就業形勢還是穩定的。

物價漲幅相對溫和。1-7月份居民

消費價格同比上漲 2.3%，雖然 7月份

居民消費價格同比上漲 2.8%，比上月

擴大0.1個百分點，但若扣掉食品和能

源的核心 CPI 同比上漲 1.6%，連續三

個月都保持在較低水平，因此物價形

勢總體可控。

面臨新挑戰，關鍵要辦好自己的事
上述表明，經濟結構持續優化，就

業物價形勢總體穩定，我國經濟依然繼

續運行在合理區間，延續總體平穩、穩

中向好發展態勢。

與此同時，需要註意的是，由於國

際環境日趨復雜嚴峻，外部不確定不穩

定因素持續增加，我國經濟面臨新的風

險挑戰，經濟下行壓力有所增大。7月

份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社會消費品零

售總額等指標增速放緩，規模以上工業

企業實現利潤同比下滑，以及居民消費

價格和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有所擡升，

無疑就是反映了這壹下行壓力。

觀察當前經濟形勢，既要看到面臨

新的風險挑戰，更要看到中國經濟穩中

向好、長期向好的基礎條件和大勢沒有

根本改變。壓力面前，關鍵是迎難而

上，辦好自己的事。

為此，下壹步，要全面貫徹落實

近期中央政治局會議對下半年經濟工

作的決策部署，按照高質量發展要

求，統籌做好穩增長、促改革、調結

構、惠民生、防風險、保穩定各項工

作，進壹步做好“六穩”工作，加大

宏觀政策逆周期調節力度，不斷優化

營商環境，註重發揮微觀主體活力。

隨著各項政策措施逐漸產生實效，以

及中國經濟具有的巨大韌性和回旋空

間，保持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是有條件

、有能力和有信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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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培訓UU1313青年隊出戰今季聯賽青年隊出戰今季聯賽

■■諶龍以諶龍以22：：00淘淘
汰俄羅斯選手馬汰俄羅斯選手馬
爾科夫爾科夫。。 路透社路透社

亞足協日前在官網撰文透露，廣州恒大前鋒艾傑
臣已完成所有歸化手續，成功加入中國籍。也就是
說，艾傑臣將入選名帥納比率領的中國國足，在9月10
日客場面對馬爾代夫的世界盃外圍賽為中國出戰。

艾傑臣2013年由巴西被交易至中超後，曾榮膺
2013和2014年射手王。其中，於2014年，他以28球
超越李金羽於2006年創下的26球的單賽季入球紀錄。
今季，艾傑臣又力壓武磊成為中國足球頂級聯賽歷史
射手王，成為中超史上最優秀的射手。

如今亞足協官宣艾傑臣完成歸化，這對國足
來說無疑是一大利好。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香港國際米蘭青訓學院於
2018年正式落戶香港，致

力將世界知名球會國際米蘭的青
訓模式及理念帶來香港。學院在
香港發展短短一年多，現擁有
300多名3至17歲青年學員。今
次與2009年成立的香港飛馬合
作，可說是一拍即合。兩會代表
19日正式簽署合作協議，同時宣
佈以位於掃桿埔的香港印度遊樂
會作為固定校址，為3至8歲年幼
學員提供主要訓練基地。

結盟儀式也邀得香港足球總
會主席貝鈞奇光臨主禮，貝氏對
於有港超聯球會與世界級球會結
盟表示歡迎，認為本地球會多與
國際接軌，從青訓技術層面作出
交流，必能擴闊香港球隊的視
野，裨益青訓，最終得益的是香
港足球。

與國際接軌 裨益青訓
香港國際米蘭青訓學院青院

行政總監廖展立則表
示：“自己

是標準國際米蘭球迷，看見香港
小朋友穿起國際米蘭的傳統藍黑
直間球衣接受正統訓練，這畫面
是我一直以來的夢想。學院在一
年前剛剛在香港起步，一年之
後，我們覓得印度遊樂會作為合
作夥伴，給予學員固定的港島區
優質訓練場地，深感榮幸。”

他補充：“能夠與香港飛馬
結盟，並合作訓練U13 青年隊，
參加香港足總青年聯賽，也令香
港國際米蘭青訓學院上下感到莫
名興奮。”

身兼香港飛馬球會主席的朱
耀中表示：“能夠與香港國際米
蘭青訓學院結盟，讓香港飛馬的
教練團有機會從中學習及交流訓
練技術，我們的球員及教練團，
必獲益良多。在此亦恭賀香港國
際米蘭青訓學院於印度遊樂會的
新校址開始運作，這裡與我們香
港飛馬的主場香港大球場只是一
街之隔，雙方就連選址的意向都
不謀而合，很高興在簽約儀式
後，我們就成為了盟友，共同努
力為香港體育界出力。”

隨着青運聖火緩緩熄滅，
第二屆全國青年運動會（二青
會）18日晚在山西太原閉幕。
香港派出超過800人的代表團
赴賽，共奪11金12銀17銅，
成績令人鼓舞。

從1月14日單板滑雪平行
項目開始，到閉幕式結束，二
青會比賽長達7個多月，共設
49個大項、1,868個小項，來自
全國34個代表團的3.3萬餘名
運動員參加了比賽。在開閉幕
式期間，共有1.2萬餘名運動員

匯聚山西、同場競技。
據二青會組委會副主任、

國家體育總局副局長李建明介
紹，本屆青運會創造了一批好
成績。在場地單車、射擊、舉
重、田徑等項目上，共有2人1
隊破2項全國紀錄、平1項全國
紀錄；共有3人1隊破4項全國
青年紀錄；共有2人3隊破4項
全國少年紀錄。

第三屆全國青年運動會將
於2023年在廣西舉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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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

永淦）香港飛馬足球會19日

宣佈與香港國際米蘭青訓學院

結盟，今後成為夥伴球會，正

計劃派遣本地教練前往意大利

國際米蘭學法。香港國際米蘭

青訓學院將負責訓練香港飛馬

U13青年隊，參加今季由香港

足總舉辦的U13聯賽，合力培

育年輕球員。

飛馬結盟國米 育生力軍

羽球世錦賽揭幕
李卓耀諶龍闖關

世界羽毛球錦標賽19日在瑞士揭幕，中國羽隊（國
羽）里約奧運男單冠軍諶龍、新銳陸光祖等得勝，港將李
卓耀也以21：13、21：14淘汰國羽球手黄宇翔晉級次輪。

今次世錦賽，國羽滿額參賽，男單包括林丹、諶龍、
陸光祖和黃宇翔，其中黃宇翔頂替受傷的石宇奇參戰，不
料19日首輪被港將李卓耀淘汰。女單則包括陳雨菲、韓
悅、何冰嬌和蔡炎炎。

其中，作為2014年和2015年兩屆世錦賽冠軍，諶龍近
來狀態欠佳，過去三站比賽總只贏下一場球。本屆世錦賽，
諶龍作為三號種子出戰，19日首輪對陣俄羅斯選手馬爾科
夫。此前兩人在2014年湯盃上曾經交手，諶龍直落兩局獲
勝。

首局伊始，諶龍經過短暫適應後，逐漸佔據上風，以
21：14先聲奪人。第二局，諶龍開局連丟4分，一度2：5
落後。但打至11：14時終於抑制住對手的攻勢，連得8分
以18：14反超，並最終以21：17再下一城，晉級第二輪。

而陸光祖首輪迎戰德國選手舍費爾，首局陸光祖很快
以21：12先勝。第二局，陸光祖以11：8進入暫停；但其
後舍費爾發力追到13平，但陸光祖連得3分再次拉開分
差，並一鼓作氣以21：15奠勝。

港隊其他球手，女雙組合楊雅婷/吳詠瑢及男雙組合
鍾瀚霖/譚進希、張德正/楊銘諾均首圈出局。

本屆世錦賽除石宇奇因傷退出外，2017年男單冠
軍、丹麥名將安賽龍和女單衛冕冠軍、西班牙選手馬林同
樣因傷退賽。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港隊奪11金12銀17銅二
青
會
閉
幕

■■艾傑臣已完艾傑臣已完
成歸化手續成歸化手續，，
有望為中國披有望為中國披
甲甲。。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足總主席貝鈞奇足總主席貝鈞奇（（左左））為結盟儀式主禮為結盟儀式主禮。。 球會提供球會提供

■■香港國際米蘭青訓學院將負責訓練飛馬香港國際米蘭青訓學院將負責訓練飛馬UU1313青年隊青年隊。。 球會提供球會提供

■■小球員的腳下功夫小球員的腳下功夫
有板有眼有板有眼。。球會提供球會提供

■■第二屆全國青年運動會閉幕第二屆全國青年運動會閉幕
式日前在山西舉行式日前在山西舉行。。 新華社新華社

■■香港男雙組合張德正香港男雙組合張德正
（（左左））//楊銘諾首輪不敵楊銘諾首輪不敵
中國台北組合中國台北組合。。 路透社路透社

2019年8月20日（星期二）中國新聞2 ■責任編輯：李岐山

“示範區”利港深金融產品覆蓋
專家：受制外匯管制 深圳難取代香港 “示範區意見”涉及經濟和金融部分

■支持深圳建設5G、人工智能、網絡空間
科學與技術、生命信息與生物醫藥實驗
室等重大創新載體；

■ 探索知識產權證券化，規範有序建設知
識產權和科技成果產權交易中心；

■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能力，研究完善創業
板發行上市、再融資和併購重組制度，創造
條件推動註冊制改革；

■支持在深圳開展數字貨幣研究與移動支付
等創新應用；
■ 促進與港澳金融市場互聯互通和金融

（基金）產品互認。在推進人民幣國際
化上先行先試，探索創新跨境金融監
管；

■ 支持深圳開展區域性國資國企綜合改革
試驗；
■ 高標準高質量建設自由貿易試驗區，加

快構建與國際接軌的開放型經濟新體
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

中央日前批准《關於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

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的意見》（簡稱《意

見》），引起海內外關注。香港文匯報記者採

訪的多位專家均指出，此舉並非是要以深圳取

代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因內地有人民幣

未能自由兌換及外匯管制等制約。深港作為粵

港澳大灣區兩個核心城市，未來將會進一步強

化金融合作，兩地金融產品的互認將實現更廣

泛的覆蓋。不過，數字貨幣的研究和創新應

用，未來將可能令深圳率先推廣央行發行的數

字貨幣。

《意見》指出，目標到2025年，深圳經濟實
力、發展質量躋身全球城市前列，研發投

入強度、產業創新能力世界一流，文化軟實力大幅
提升，公共服務水平和生態環境質量達到國際先進
水平，建成現代化國際化創新型城市。其中在經濟
及金融業方面，促進與港澳金融市場互聯互通和金
融（基金）產品互認；在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上先行
先試，探索創新跨境金融監管；支持深圳試點深化
外匯管理改革；高標準高質量建設自由貿易試驗
區，加快構建與國際接軌的開放型經濟新體制。

兩地理財產品互認將成重點
英大證券研究所所長李大霄19日表示，此次

《意見》並非弱化香港而強化深圳，但可以肯定的
是，深圳將要在大灣區擔當更加重要的任務和引領
作用，以後將是全國城市學習典範和楷模，並成為
全球領先的標杆城市。

在此形勢下，深港金融合作將會是一大重點，
尤其是《意見》提出的深港金融（基金）產品互
認，對兩地均是利好。李大霄指出，目前兩地有深

港通、基金產品互認和債券通，預計將來更多的公
募基金產品將實現互認，至於私募基金，只要符合
要求的產品也將實現互認，並將擴大深港通股票覆
蓋標的，從而令更多理財產品也實現互認，即是實
現“兩地金融產品的廣覆蓋”。另外，債券通北上
已經開通，南下未來也可能會開通，有利內地投資
者分享香港債券市場。

李大霄認為，《意見》的另外幾大亮點包括推
進人民幣國際化上先行先試、支持在深圳開展數字
貨幣研究與移動支付等創新應用，這是目前北京和
上海都沒有享受的政策。因此，深圳可以藉機大力
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推動深圳國際金融業務發展。
深圳試點深化外匯管理改革將可以更好地推動人民
幣國際化進程。而香港作為人民幣離岸中心，均可
從中受益。

大灣區金融適度開放需港參與
他又預料，目前央行多年研發的數字貨幣未來

將有機會率先在深圳創新應用，並可能向包括香港
在內的大灣區城市推廣使用，這將是國家主權貨幣

的重大應用，將帶來巨大的社會意義和國際意義。
前海管理局駐香港事務首席聯絡官洪為民亦表

示，《意見》不是國家推動深圳取代香港國際金融
中心的計劃，此前國家就提出將深圳建設成社會主
義先行示範區，只是這次發佈的時間點剛好是香港
發生暴亂，這個時間點容易讓人多方面解讀。“但
是，國家在任何時候都不會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
裡，萬一某一個國際性城市出了大問題，國家自然
還會有一個後備方案，這本來就是一個很科學的做
法。”

談到深圳加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時，洪為民表
示，深圳宜攜手香港共同合作，因為內地人民幣資
本賬戶未對外開放和外匯受管制，香港作為人民幣
離岸金融中心，可以發揮積極而重要的作用。

他稱，人民幣不可自由兌換和外匯管制，影響
了深圳成為真正的國際金融中心，因為對內地而
言，金融安全也是十分重要的。這時可以考慮在大
灣區規劃下作一些適度開放，包括給一定額度規範
管理跨境金額交易，資本賬下在可控的情況下作一
些開放，這些都需要香港業界的參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
《意見》提出支持深圳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大數據
中心，對此，前海管理局駐香港事務首席聯絡官
洪為民表示，此舉將有利推動粵港澳三地數據共
享和共用，促進經濟融合發展。

洪為民指出，深圳具有全國科技創新優勢，
在綜合應用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能等均居於
全國前列。此前他曾提倡在香港建設國際大數據
中心，因為香港擁有國際資源優勢並連通內地，
但現在因為香港發生持續性的暴亂，該措施短期
內恐難以推動。“此次國家支持在深圳建設粵港
澳大灣區大數據中心，這也是合適的。”

洪為民建議深圳可以參考福建福州長樂的
做法，建一個封閉的大數據中心，將大灣區的
科技、醫療、教育、交通等放在裡面，“數據
不能拿出來，研究結果可以對外公佈。”香港
醫療和科研機構需要用到的話，可以到該中心
調取，在深圳進行運算後可以拿回結果，但原
始數據需留在大數據中心，這樣可以加快他們
的研究進程。

港大博士、深圳市前海雲端容災信息技術公
司創始人李德豪表示，深圳建設大灣區大數據中
心，將有利促進大灣區科創、醫療等行業加快發
展，加速推進智慧城市建設，並可以探索和完善
大數據的產權和隱私保護機制，以及更好地強化
網絡信息安全保障。

深建大數據中心利灣區共享

■■深圳獲批建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深圳獲批建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此舉將給其帶來巨大發展利好此舉將給其帶來巨大發展利好。。 李昌鴻李昌鴻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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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深報導/來源網絡媒體】鄧文迪自從和
默多克離婚以後，感覺就低調了很多，不過最
近從社交媒體曬出自拍的鄧文迪狀態越來越好
，一身粉色蕾絲裙，皮膚緊緻有光澤，果然人
逢喜事精神爽，在家裡躺賺260多億的感覺應該
相當不錯了。

這次的躺賺，是源於一場在北美掀起狂風
巨浪的收購案，鄧文迪前夫默多克持有的20世
紀福克斯被迪士尼以710億美元的價格收購，默
多克，做為這宗交易的最大受益者。據悉他的6
個子女每人將獲得最多約 20 億美元，約合 130
多億人民幣，而同樣有擁有繼承權的鄧文迪兩
個女兒格蕾絲和克洛伊也包括在內，也就是說
鄧文迪將分得260多億人民幣，也難怪最近心情
這麼好了。

一直以來，鄧文迪都是一個褒貶不一的人
物，崇拜她的人覺得她有智慧有謀略，實現人
生三級跳，登上人生巔峰，而因為她不斷小三
上位滿足自己私慾而唾棄她的人也不在少數。
確實，鄧文迪的前半生就是一直借助男人來實
現跳級，從一個普通家庭、其貌不揚的中國姑
娘，借助19歲時偶然認識的來自美國的Cherry
夫婦來到美國留學，插足Cherry夫婦婚姻，22
歲的鄧文迪和53歲的Jake Cherry結婚，2年零7
個月後離婚，正是剛剛可以拿到綠卡的期限。

之後，申請上了耶魯商學院，在學校迅速
搭上了新歡沃爾夫讓其為她付學費，學費到手
以後就立刻分手了，從耶魯畢業以後的鄧文迪
想去香港發展，傾其所有買了頭等艙機票，果
然好運氣，領座正是默多克新聞集團的董事
Bruce Churchill，憑藉出色的口才，下飛機的時
候，鄧文迪已經拿到了Star TV的實習，不得不

說，鄧文迪本身也是非常出色
的，幾年後，鄧文迪成了集團
管理層中唯一的亞洲面孔，從
而得以在一次工作會議上遇到
默多克，並很快就引起了他的
注意，因為鄧文迪，默多克和
結婚31年的妻子離婚，17天后
就迅速跟鄧文迪結婚。

婚後，鄧文迪徹底實現了
身份的轉變，打入了美國的名
流層中，並通過試管嬰兒生了
兩個女兒，得到了財產繼承權
，雖然她和默多克的婚姻 2013
年結束，僅獲得了曼哈頓第五
大道的三層頂樓豪宅公寓，和
一套位於故宮東面的四合院，
但是兩個女兒都有繼承權，因
此這次就靠兩個女兒躺賺了260
多億。而且鄧文迪在成為默多
克太太的 13 年中，也積蓄了不
少自己的人脈，在政商娛樂屆
混的如魚得水。

都說鄧文迪的前半生很像亦舒小說中的喜
寶，但是和喜寶不同的是，鄧文迪並沒有驚人
的美貌，實事求是的說，高顴骨，黑皮膚，長
相凶狠刻薄的她，並不符合傳統的審美，尤其
是她離婚從法院出來時候的黑臉照，一身黑色
的風衣，更是將憔悴和老態展現無遺。

不過，見識過大風大浪的鄧文迪很快調整
好自己，離婚後的她，開始了享受人生，先是
交往了一個比自己小20多歲的小鮮肉男朋友，
雖然因為種種原因分手，但是看得出來，在一

起的時候，確實很開心，狀態也越來越好，雖
然長相很一般，但是必須承認，鄧文迪對身材
管理還是很嚴格的，經常看到她爬山運動的照
片，身材保持的很好，皮膚也很緊緻，所以衣
品也一直很不錯。

而且，鄧文迪好像越來越有少女心了，越
來越喜歡粉色，不僅穿白色露肩毛衣搭配淺粉
色連衣裙，看起來溫柔不少，連拍照背後的小
車都是粉色的，簡直少女心爆棚。

每天的生活就是吃吃喝喝加旅遊度假，白

色、粉色、橘色拼接的細肩帶的不規則連衣裙
，搭配人字拖和草編帽，大波浪的捲發一邊放
著，遠遠的看簡直就像是20 、30歲一樣。

51歲鄧文迪又攀人生巔峰 再分默多克260億

有人问：幸福的家庭是什么样的

？

最高赞回答是：幸福的家庭都不

争对错。

很多人喜欢把家庭矛盾归咎于

“三观不合”。可是，哪有那么多的

三观相合？

更多的时候，只是不分对错。

《辛普森一家》里有一句话说得

好：

“亲爱的，如果你太好胜，永远

都不会快乐的。”

马东主持节目时曾提及他的母亲

，他说，76岁的老母亲，最喜欢做的

一件事就是关灯，屋里灯亮着，只要

没人在，她就第一时间关掉。

马东一开始还告诉母亲，一开一

关会影响灯的使用寿命，一直亮着也

费不了多少电。

但在发现母亲每次说“好”，紧

接着又关上之后，马东再也不和母亲

计较这样的小事。

马东说，节约用电已成为母亲的

思维定势，就算你告诉她不用随时关

灯的道理，她也改变不了自己过去积

累下来的行为。

想想我们的父母亲不也正和马东

母亲一样：

你可能一遍一遍地告诉他们，隔

夜的剩菜不要再吃，可他们应声之后

，接着把剩菜放入冰箱；

你可能一遍一遍和她们强调，不

要再给孩子买零食，可她们答应之后

，转身会带孙子去超市……

但很多人没有像马东那样，做到

不和父母争对错，而是冠以“三观不

合”，嫌弃他们墨守成规，甚至为了

自认为“正确”的小事和父母争的面

红耳赤。

伤害了父母的同时，更是让彼此

有了隔阂。

夏天的时候，同事刘仪和我抱怨

过他的父亲。

他说，母亲去世得早，农村夏天

热，好不容易让父亲来城里避暑，结

果闲不住的父亲，第二天天不亮就去

广场捡矿泉水瓶。

他告诉父亲，他的做法会让别人

说儿子不孝顺，父亲说自己习惯了劳

动，也过不来城市老年人的那些娱乐

活动。

儿子说父亲不懂得享福，父亲说

儿子看不起自己，最后的结果是，老

人摔门而出，回了老家。

这样的小事，谁对谁错，根本不

容争辩。

子女应该明白，天下没有不是的

父母，即使他们的一些行为在你眼里

，是不合时宜的，是有失体面的，但

想想他们所处的生活环境，想想他们

固有的生活习惯，这些小事就不再是

事。

《礼记》中说到“孝子之养”，

首先是“乐其心”，就是让父母心情

快乐。

只要父母开心，一些无关紧要的

事，就顺着他们好了，包容和理解父

母，不和父母争对错，就是最好的孝

顺。

杨绛在《我们仨》里说过这样的

小事：

我和钟书在出国的轮船上曾吵过

一架，原因只为一个法文的读音。我

说他的口音带乡音，他不服，说了许

多伤感情的话。我也尽力伤他。

然后我请同船一位能说英语的法

国人公断。她说我对，他错。我虽然

赢了，却觉得无趣，很不开心。

夫妻相处总会有分歧，一定要争

个对错，殊不知，赢得了结果，却输

了感情，自己也落个不愉快。

遗憾的是，很多人不懂这个道理

，对一些小事上纲上线：

你想去学瑜伽班，Ta非说买个垫

子回家练；

你要去外面吃饭，Ta非说外面都

是地沟油；

你说大海很漂亮，Ta非说大海淹

死过很多人…

这样的事情，谁对谁错？其实都

没有错，不过是看法不同，小事而已

。

和伴侣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争论

不休不欢而散之后，总有人问起：好

的婚姻，到底是什么样的？

有人可能会回答是三观相合。

好的婚姻三观固然重要，但比三

观相合更重要的，是不争对错。

刘涛和王珂的爱情故事为很多人

称道，刘涛在一次访谈中说到彼此的

相处之道，就是不争对错。

“有时候争论是不会有结果的，

但争论的过程会让大家觉得累，心里

不舒服，我觉得任何的计较都是伤害

。”

生活中，没有三观完全相同的两

个人。

家人之间，总会有这样那样的不

同。

比三观更重要的是，你理解我，

我理解你，遇到问题不剑拔弩张，不

追究谁对谁错。

网上有一个小故事。

一对老夫妻吵架，丈夫总让着妻

子。妻子问：“明明知道我错了，为

什么还让着我。”

丈夫说：“因为我怕吵赢了，输

了感情，丢了你，我就输了人生的全

部！”

婚姻里，哪里有那么多的三观相

合，不过是你在争吵，他在笑。

《好妈妈不吼不叫教育男孩》中

有一细节让我影响深刻：

有一个女孩，在和妈妈散步的路

上，看见被人丢弃长着绿毛的胡萝卜

，喊道：“妈妈，快看，胡萝卜带绿

帽子了。”

女孩的话，引起了众人的注意，

妈妈觉得特别不好意思，凶巴巴地对

女孩说：“什么绿帽子，下次不允许

这样说了！”

女孩一脸迷惑，不知道妈妈为啥

突然变脸，吓得也不敢再说话。

把长毛的胡萝卜看成“胡萝卜带

绿帽子”，多么奇思妙想的创意，却

遭妈妈一顿批。

其实，孩子只是将自己熟知的东西

联系在一起，并没有好坏对错之分。

但大人总是以成人的思维去评判

孩子的说法是错误的，不仅会折断孩

子发挥想象的翅膀，更会阻断孩子表

达自己的欲望。

知乎上一位叫@极乐的网友讲了一

个故事：

一个三年级的小女生说自己怕鬼

，吓得晚上都不敢睡觉。

妈妈再三和她强调，世界上不可

能有鬼，让她别瞎想了。

孩子只好向爸爸倾诉。于是爸爸

问她，鬼长什么样？

孩子回答，是黑色的，一回头他

就不见了。

爸爸陪孩子聊了很多，才得知，

孩子在路上经常看到鬼。

接下来，每天放学爸爸都悄悄跟

着孩子，想看看孩子眼里的鬼到底什

么样。

结果发现，有一个中年男子尾随

自己家孩子。

爸爸立马报了警，妈妈得知后，

后怕不已，庆幸爸爸听了孩子的“胡

话”，让孩子安然无恙。

很多时候，家长总是强调我是大

人，小孩子你就得听我，我知道的比

你多，我当然是对的。

却不知，孩子的世界和成人世界

不同。孩子的世界充满想象力，大人

的认知不一定适合孩子的童真。

哪里有绝对的是非对错，孩子只

不过在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而已。

雪化了是什么？

比起标准答案“雪化了是水”，

孩子回答“雪化了是春天”，难道有

错么？

最高级的炫富，是家庭和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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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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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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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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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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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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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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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情古城 中國 江門——柬埔寨 暹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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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1日 Wednesday, August 21,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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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主流學校活動推廣臺灣高教
有別於一般傳統駐外教育機構，

駐休士頓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教育組
（以下簡稱駐休士頓教育組）積極走
入社區服務人群，和學生面對面互動
，介紹留學到臺灣獎學金資訊。每一
年更是受邀休士頓獨立學區(Houston
Independent School District, HISD) 「只
要我長大」生涯規劃博覽會(“When
I Grow Up” Career Expo)設攤常客。
教育組每年設計不同互動遊戲，透過
活動幫助學童認識臺灣。該博覽會目
的是要讓學生從幼稚園開始即有機會
認識各類行業所需的專業知識與技能
或是向學生介紹其未來的高等教育選
擇。該活動透過參展單位的攤位展示
、介紹、手做活動及互動遊戲等，幫
助學生思考未來方向，及早做生涯規
劃及準備職涯所需技能。 HISD 「只
要我長大」生涯規劃博覽會，每年吸
引學區內287 所幼稚園至高中的學生
及親友家長參加。
結合駐地臺商力量幫助弱勢學生

駐休士頓教育組瞭解休士頓地區
許多受人敬重的企業臺商心繫臺灣，
在事業有成之餘，也會主動走入社區
幫助弱勢，希望為臺灣盡一份心力，
因此，駐休士頓教育組打破傳統外交
工作模式，整合教育部及駐地資源，
積極推動臺、美教育交流，期增進美
國社會大眾對臺灣有更深入的瞭解。
2014年駐休士頓教育組協助夏普思堂
國 際 中 學 (Sharpstown International
School)從 300 餘名修習華語課程的學
生，選出8位表現優異者進行面試，
經過審慎評選，最後甄選出2名學生
Lao, Loi Quoc及Castillo, Gabriel Omar
頒給獎學金，讓他們前往國立成功大
學華語中心進行為期兩週的研習課程
。出國研習不同的語言與文化對於來
自於弱勢家庭的高中生而言，可能是
一個遙不可及的夢想，然而因為企業
臺商的慷慨解囊贊助，讓他們得以一
圓遊學海外的夢想。這兩名受獎生人
生中第一本護照，蓋的第一個國家入
境章便是中華民國臺灣，對於學生及
希望回饋社會的臺商均具有深遠的意
義。
為非營利組織提供師資 輔導弱勢家庭

學童
2016年駐休士頓教育組與德州公

民學校(Citizen Schools)合作，為弱勢
家庭學童開設華語課後輔導班，計畫
名稱靈感源自該校的 「WOW Project
」，取名為 「WOW TAIWAN Man-
darin Program」，希望提供這些孩童
課後學習第二外語的機會。總部位於
美國波士頓(Boston)的非營利組織公民
學校，致力於與社區、企業、機構、
組織及個人等合作，提供弱勢家庭學
生各式課後輔導課程，同時希望孩童
透過課後輔導機會，縮短學習差距，
同時增進學習力與建立自信心，進而
對未來抱持更積極正面的人生態度。
駐休士頓教育組除延攬義工華語教師
加入計畫師資陣容外，休士頓地區多
位善心企業家，例如：E&M Founda-
tion王敦正董事長、陳君鎮慈善基金
會梁慶輝先生與陳美雲女士、德州地
產公司董事長李雄先生、Fongs Fami-
ly 2014 Foundation Inc.創辦人方台生
與 Susan Fong 以及休士頓臺商會前會
長陳志宏先生等均慷慨解囊，共同為
推廣傳統華語教育克盡心力，為弱勢
家庭學生提供更多機會認識不同國家
。義工教師於結業活動時與贊助者及
駐休士頓教育組分享學生學習成果及
教學心得，希望未來有更多學童受惠
。駐休士頓教育組周慧宜組長認為，
結合休士頓在地傑出企業家與義工教
師力量為有需要幫助的學童提供華語
學習機會，建立國際視野同時認識臺
灣 ， 是 「WOW TAIWAN Mandarin
Program」目標，透過各方合作，同時
印證了臺灣最美麗風景是人的美言！
加入駐地官方活動 協力幫助經濟弱勢
學童

每年到了暑假尾聲，新學期開始
前，休士頓市長會舉辦 「市長返校大
集合(Mayor's Back 2 School Fest)」活
動，號召各界有錢出錢、有力出力，
免費發放書包、文具、衣物、理髮券
以及為休士頓地區幼稚園到五年級的
清寒家庭學童提供健檢文等。駐休士
頓教育組愛心不落人後，共同加入服
務行列，希望孩童能過完暑假後均能
順利返回學校上課。 2019年8月3日
，美國德州休士頓喬治布朗活動中心

(George R. Brown Convention Center,
Houston, Texas)裡人聲鼎沸，擠滿了
前去參加市長返校大集合的學生與家
長。透過美南臺灣旅館公會捐款1萬
美元贊助該活動善舉，駐休士頓辦事
處受邀參加並由駐休士頓教育組代表
於會場設攤，發放印有臺灣特色圖樣
、Study in Taiwan 訊息的資料夾、華
語文測驗文宣鉛筆、原子筆以及駐休
士頓教育組專為國小學童精心設計製
作的英文字母結合注音符號墊板，希
望拿到墊板的學童對於華語有初步印
象，進而激勵其日後學習華語的興趣
。
首創官方合作開設員警華語班 帶領全
美風潮

為拓展駐處與市政府警政單位夥
伴關係，同時促進駐地員警與僑胞社
區間警民互動與和諧，加強保障我留
美學生及觀光客人身安全，駐休士頓
辦 事 處 教 育 組 首 創 經 由 駐 地 大 學
(University of St. Thomas)提供專業華
語師資，為休士頓警察局(Houston
Police Department)員警開設警用華語
訓練課程，提供大休士頓地區在職員
警學習華語機會。休士頓警察局局長
Art Acevedo親自前往臺灣與教育部國
際及兩岸教育司簽署合作備忘錄，課
程經德州執法委員會(Texas Commis-
sion on Law Enforcement)認可，參加
該課程之警員可取得專業進修時數。
是項計畫獲得正面迴響，引起當地主
流媒體重視及廣泛報導，如：休士頓
公共媒體(Houston Public Media)2018
年3月22日 「休士頓警察局與聖湯瑪
士大學合作教警察華語( HPD And
University Of St. Thomas Team Up To
Teach Mandarin Chinese To Police Of-
ficers)」；休士頓公共媒體2018年7月
30 日 8 時 44 分於廣播新聞電台(88.7)
「外語訓練有助休士頓中國城警員業

務 執 行 (How Language Training is
Helping Police Officers in Houston
Chinatown)」針對該計畫做分析報導
；休士頓紀事報(Houston Chronicle)
2018 年 12 月 28 日 「休士頓警察局用
華語課跨越文化鴻溝(HPD bridging
cultural gaps with Mandarin instruction)
」專題報導。擁有3萬名會員的國家

警察聯盟在2019年2月份警長月刊以
「跨越語言鴻溝（Bridging the Lan-

guage Gap）」為題報導。
辦理學術論壇搭臺美教育合作橋樑

教育的力量無遠弗屆，駐休士頓
教育組近年來成功推展臺灣與美南地
區高等教育交流合作。 2015 年 10 月
假 城 中 休 士 頓 大 學 (University of
Houston-Downtown)場地舉辦 「臺灣
德州高等教育論壇」以及10月3日假
休士頓僑教中心舉辦 「鮭魚返鄉臺灣
教育展」，該二項活動極具指標性。
根據統計，每年有超過 3 千 2 百名美
國大學生到臺灣學習華語或短期遊學
，透過教育論壇，臺美雙邊高等教育
學者專家及高階管理者針對交流計畫
研討及教育政策訂定、提升青年學子
的國際移動能力與國際競爭力等議進
行研討。該項系列活動教育展計有臺
灣 11 所大學 18 位代表參展，估計吸
引超過 2 千 8 百人次參與，相關平面
及電子媒體超過30則報導，德州州長
Greg Abbott頒發文告，表達祝福該教
育展成功！
提供美國大學臺灣研究補助 強化臺美
教育合作基礎

在學術領域上，教育部駐外機構
積極推動臺灣研究講座計畫，提供國
內外關心臺灣研究人士掌握教育部與
海外知名大學共同推動開設 「臺灣研

究課程」、培育人才及辦理學術活動
的脈動，配合臺灣新南向政策增設東
南亞知名大學台灣研究據點，也擴大
歐洲的佈局，強化原有區域研究合作
關係，更擴大台灣研究世界版圖。駐
休士頓教育組秉持認識臺灣、了解臺
灣、讓世界看見臺灣的理念，與服務
區內大學合作，於奧斯汀德州大學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聖路易
華盛頓大學(Washington University at
St. Louis )、聖湯瑪士大學(University
of St. Thomas)、達拉斯德州大學(Uni-
versity of Texas at Dallas)設置臺灣研究
課程，提升 「臺灣研究」於全球學術
界的能見度及影響力，於文學、戲劇
、國際政治、經貿各領域開設臺灣研
究課程，培養學術界及智庫臺灣研究
人才。
回顧過去展望未來 跳脫框架創造未來
教育合作新章節

駐休士頓教育組多年來在周慧宜
組長及組員鍾慧小姐與陳憶如小姐共
同努力下，不斷追求創新，建立與美
教育交流具體合作事蹟，培養新時代
國際領袖級人才的宏觀視野，加強對
海外學人及留學生的服務聯繫，建構
絕佳的服務平臺，期持續提升臺灣在
國際學術舞台的能見度，更實質擴大
臺灣在國際教育的影響力！
（供稿：駐休士頓教育組）

走入社區 追求創新 透過教育看見台灣

（（左至右左至右））駐休士頓教育組組員鍾慧駐休士頓教育組組員鍾慧、、組長周慧宜組長周慧宜、、組員陳憶如組員陳憶如（（來源來源：：
Houston HomeMemHouston HomeMem謝慕舜先生謝慕舜先生))

【新華社北京8月20日電 】新華社評論員發表評論
。兩個多月來，香港頻頻發生違法暴力事件，嚴重衝擊
香港法治、安寧、民生，令所有關愛香港的人們感到痛
心。香港亂局因何而起？激進勢力究竟意欲何為？我們
需要對這場風波進行客觀理性的思考，在正本清源中看
清香港亂局的由來和本質，進一步堅定止暴制亂、恢復
秩序的決心和信心。

回顧此次違法暴力事件的起因，評論員寫到，修例
風波的緣起是特區政府啟動修訂《逃犯條例》和《刑事
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工作。修例既有利於處理有關
案件的移交審判問題，又有利於堵塞現有法律制度的漏
洞，以共同打擊犯罪，彰顯法治和公義，是必要的、正
當的。然而，少數別有用心的人和媒體卻對特區政府修
例惡意抹黑，利用一些香港市民的不了解、疑慮，大肆
散播各種危言聳聽的言論，製造社會恐慌，掀起“反修
例”風潮，不斷挑起、製造暴力事件。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禍港四人幫”之一的李柱銘早在
20多年前就曾敦促特區政府與內地談移交逃犯協議以及
刑事司法互助安排；而時任特區政府政務司司長、現為
“反修例”代表人物的陳方安生也曾承諾盡快修改法例
。但是，當此次特區政府啟動修例時，他們卻大玩“變
臉”，極盡污衊詆毀之能事。如此翻雲覆雨、反复無常
，充分說明他們罔顧社會公義與民眾福祉，其挑戰特區
政府管治權的險惡用心昭然若揭。

在特區政府宣布修例工作已徹底停止的情況下，一
些人依然打著“反修例”的旗號，得寸進尺、變本加厲
地煽動違法犯罪行為。正如原全國政協常委、香港工商
界知名人士吳光正在公開聲明中指出的，“反修例”訴
求已獲得特區政府回應，現時所謂“五求運動”陰謀和
最終目標其實是為爭取基本法以外的東西鋪路，與中央
爭權，攻基本法，攻“8•31”決定。實際上，一些人
極力煽動蠱惑香港市民參與“反修例”，乃是醉翁之意
不在酒，其真正圖謀無非是要搞亂香港，以香港亂局牽

制中國發展大局，乃至把“顏色革命”的禍水引向中國
內地。

為了達到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一些人挾洋自重、
挾青年自重、挾香港的繁榮穩定自重，使出種種卑劣手
段禍港亂港：與西方反華勢力內外勾結、沆瀣一氣；誤
導和裹挾香港市民，妄稱“代表民意”，更為惡劣的是
，為了實現他們的陰險意圖，不惜讓年輕人成為他們的
棋子和炮灰。在他們的背後操縱下，暴力事件不斷升級
。部分激進暴力分子衝擊中央政府駐港機構，污損國徽
、侮辱國旗、鼓吹“港獨”，公然冒犯國家尊嚴，嚴重
挑戰“一國兩制”原則底線……事實一再證明，“反修
例”只是一些人借題發揮的幌子，為了牟取私利，他們
不惜搞亂香港、禍害香港、毀掉香港，並最終毀掉“一
國兩制”。

近年來，從非法“佔中”到旺角騷亂，再到修例風
波，香港內外的“反中亂港”勢力從未消停，他們不斷
借所謂“民主”“自由”“人權”等議題挑起事端，成
為香港社會的重要亂源。他們表演越充分、作惡越瘋狂
，其醜惡面目就暴露得越徹底。連日來，包括全國政協
副主席董建華、香港特區政府首任律政司司長梁愛詩在
內的香港政界、法律界、工商界等各界人士紛紛發聲，
揭露“反中亂港”分子的險惡用心；數十萬香港市民舉
行集會，向暴力行為大聲說“不”，彰顯止暴制亂、恢
復秩序的民心所向。

法治不容挑戰，底線必須堅守。 “任何危害國家主
權安全、挑戰中央權力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權威、
利用香港對內地進行滲透破壞的活動，都是對底線的觸
碰，都是絕不能允許的。”面對中央政府捍衛國家主權
、安全、統一的堅強意志，面對包括香港同胞在內的全
體中國人民維護香港繁榮穩定的堅定決心，“反中亂港
”勢力或能猖狂一時，卻難逃一敗塗地的結局。等待他
們的，將是歷史和正義的莊嚴審判！

看清香港亂局的由來和本質看清香港亂局的由來和本質

(路透社香港8月20日訊)-香港領導人林鄭
月娥（Carrie Lam）週二表示，她希望週末的和
平反政府抗議是恢復平靜努力的開始，與非暴
力抗議者的對話將為這個在中國政府領導下的
城市提供“一條出路” （a way out）。

週日，數十万抗議者在暴雨中舉行了和平
集會，這是暴力示威活動的第11週。

林鄭說:“我衷心希望這是社會回歸和平、
遠離暴力的開始。”

“我們將立即開始建立對話平台的工作。

我希望這次對話將建立在相互
理解和尊重的基礎上，為今天
的香港找到出路。”

今年6月，一項現已暫停的法
案引發了憤怒，該法案將允許
香港的犯罪嫌疑人被引渡到中
國大陸、以及台灣和澳門受審
。香港曾是英國的殖民地，當
時只有將犯罪嫌疑人引渡到英

語系國家的法律。
抗議活動引起北京方面的強烈反應。北京

指責包括美國在內的外國在香港煽動動亂。中
國還發出明確警告，軍事力量可能會在鄰近的
深圳舉行軍事演習，有能力進行強有力的干預

。
未來幾天還將有更多的示威活動，包括週

三的地鐵工人、週四的中學生和周五的會計師
。

抗議活動對香港的經濟和旅遊業造成了沉
重打擊，這個亞洲金融中心正處於10年來首次
衰退的邊緣。

據《今日新聞》網站報導，新加坡警告公
民推遲赴港旅遊後，新加坡大學取消了赴港交
流項目。
新加坡外交部上週在一份諮詢報告中表示，香
港的大規模抗議活動已經變得不可預測，可能
會在幾乎沒有預警的情況下演變為暴力活動。

為香港找一條出路

20192019年年88月月2020日日，，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中國香港特區政府舉行新聞發布會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中國香港特區政府舉行新聞發布會
上發表演講上發表演講。。記者記者Ann Wang/Ann Wang/路透社路透社

20192019年年88月月2020日日，，香港行政長官的記者會現場香港行政長官的記者會現場。。記者記者Ann Wang/Ann Wang/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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