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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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朗普解雇
安全顧問博爾頓

周師傅專欄23-筆試試題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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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September 19, 2019

（綜合報導）美國總統川普剛剛任命了他的下一位國家安全顧問，是原本的人質特使羅伯‧
歐布萊恩(Robert C. O'Brien)。

約翰‧波頓(John Robert Bolton)辭退國安顧問一週後，川普週三在Twitter表示，他的新任
國家安全顧問是Twitter表示，他的新任國家安全顧問是歐布
萊恩，他目前擔任美國人質特使。7月時，川普派他去瑞典，
營救嘻哈歌手 「速可達硬漢」 (A $ AP Rocky)在瑞典惹出的鬥
毆風波，歐布萊特不負使命，速可達硬漢在8月3日成功帶回
美國。

川普寫道：我很高興地宣布，我將任命羅伯‧歐布萊恩
(Robert C. O'Brien)為新的國家安全顧問，他目前是國務院非
常成功的總統特使，未來我和羅伯一起攜手努力，他會做得
很好！

歐布萊恩原本經營洛杉磯的一家律師事務所，擅長談判
，之後進入國務院外交體系，專注於阿富汗和中東地區事務
。他在國務院和五角大廈的關係相當良好，是一個安全的選
擇。一位美國官員上週表示，歐布萊恩以 「和藹可親的舉止
」 受人歡迎，這與被稱為 「無情的官僚主義者」 的波頓形成
鮮明對比。

川普上週表示，他主動開除了波頓，因為他 「強烈反對
他的許多建議」 ，儘管波頓的說法相反，表示是自己提出辭
職。不管如何，歐布萊恩是川普在3年間的第4位國家安全顧
問。

川普任命羅伯歐布萊恩為新任國安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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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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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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電子菸長期標榜對人體
的傷害低於傳統菸品，但近來傳出電子菸
導致肺部相關疾病案例後引發健康疑慮，
全球各地出現反彈聲浪，印度政府今天也
宣布電子菸的銷售禁令。

法新社報導，美國傳出數百起疑似跟
電子菸有關的肺部疾病案例，並有數人不
幸喪命後，紐約州昨天成為全美第2個禁
止加味電子菸的州，印度政府今天也宣布
禁止生產、進口和銷售電子菸。

印度財政部長希塔拉曼（Nirmala Si-
tharaman）在首都新德里（New Delhi）
告訴記者： 「考量到電子菸對當今年輕人
的影響，因而做出這項決策。」

電子菸不會 「燃燒」 ，它是加熱液體
變成蒸氣吸入肺部。這些電子菸液體從波

本威士忌到泡泡糖口味應有盡有，且通常
含有尼古丁。

儘管電子菸的蒸氣沒有傳統菸草及其
煙霧中的大約7000種化學物質，但含有許
多可能有害的物質。

電子菸生產業者和英國在內的部分國
家政府推廣吸食電子菸，宣稱這是比傳統
菸更安全的替代品，且能幫助戒菸。

然而批評人士指出，電子菸除了對健
康有害，加味電子菸的液體味道特別容易
吸引孩童，且有可能讓他們對尼古丁上癮
。

2018年美國約有360萬名中學生使用
電子菸產品，較2017年的210萬人激增
150萬人。

電子菸引發健康疑慮 印度宣布銷售禁令

（綜合報導）土耳其因堅持採購
俄羅斯S-400防空系統，被美國踢出
F-35戰機專案後，莫斯科打定主意
，要大力向安卡拉推銷蘇-57 和
蘇-35S戰機。如今這兩款戰機已飛
抵土耳其，準備參加即將舉行的2019
年技術節（Technofest 2019）。

據《國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網17日報導，近幾個月來
，克宮積極運作，蘇-57與蘇-35S顯
然成了出口戰機的要角。其中蘇-57
是俄羅斯的5代旗艦隱形戰機，早在
2000年代就展開坎坷的研發，直到今
年底才會交付第一架 「量產」 機，預
定未來10年將陸續產出其他75架。

蘇-57的產量相當有限，而似乎

是刻意如此。分析指出，俄
羅斯想大張旗鼓，藉由初期
的出口合約，來作為解決財
務困境的平台。等有了錢，

再重新投資，建構較符合成本效益的
蘇-57生產流程。克宮已積極鎖定安
卡拉，認為它是成熟的蘇-57戰機出
口國。俄羅斯總統普丁甚至親自出馬
，在莫斯科國際航太展（MAKS）中
，向土耳其總統艾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an）推銷出口版蘇-57E
。然而，從土耳其的角度來說，要進

口戰機顯然有兩個顧慮。首先，
蘇-57絕對無法有意義地取代F-35，
因為它們當初就是按截然不同的目標
來設計。蘇-57一開始就是要成為頂
尖的空優戰機，而F-35擅長的則是
深入穿透與地面攻擊。

其次，就算俄羅斯願意快馬加鞭
打造，目前還不清楚，蘇-57E的產
量是否能滿足土耳其2020年初的採
購需求。

最後要擔心的，就是蘇-57還沒
有性能紀錄，第一個買家得冒相當的

風險。至於蘇-35S不僅也是空優戰
機，而且和蘇-57有許多共同的DNA
。蘇-35經常被成為4++代戰機，和
蘇-57原型機用的都是老當益壯的
Al-41F1S發動機。雖然它不具隱形
性能，航空電子系統也不如蘇-57精
密，但較多樣的對地攻擊能力應該可
以彌補這些弱點。

此外，蘇-35出口紀錄不錯，無
論中國大陸和印尼都是客戶，而且它
價格相對便宜。就算安卡拉真的要買
俄製戰機，也比較可能青睞蘇-35。

想得美！土別以為蘇57取代得了F35

（綜合報導）繼美國國務卿蓬
佩奧咬定伊朗攻擊沙烏地阿拉伯石
油設施之後，美國總統川普18日
表示，他已下令大幅增加對德黑蘭
的制裁。伊朗則透過駐瑞士大使館
向美國正式發出外交照會，強調該
國並沒有涉案。

川普在推特上發文稱： 「我剛
剛已指示財政部長大幅增加對伊朗

的制裁！」 目前還不清楚制裁的具
體對象是誰，白宮、美國財政部和
國務卿方面也未立即說明有哪些制
裁措施。

另外，川普並未明確表示沙國
石油設施遇襲就是伊朗幹的，但美
國國務卿蓬佩奧等一些川普政府閣
員連日來皆認定伊朗涉案。

川普推文之前，伊朗伊斯蘭共

和國通訊社報導稱，伊朗已通過瑞
士大使館，向美國正式發出外交照
會，再次強調伊朗並未在沙烏地阿
拉伯石油設施遇襲事件中扮演任何
角色，同時譴責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指伊朗為襲擊事件主謀。

伊朗同時警告，向伊朗發動侵
略將立即遭遇反擊，且反擊 「不會
僅限於口頭威脅」 。

川普下令加大對伊朗制裁
（綜合報導）美國國務院發言人17日表示

，索羅門群島決定與台灣斷交，北京持續壓縮
台灣國際空間及積極改變兩岸現狀，美國對此
感到失望。消息人士透露，美國副總統彭斯決
定取消原定在聯合國大會期間與索國總理蘇嘉
瓦瑞的會面。針對美方表態，大陸外交部發言
人耿爽批評說，美方有何資格說三道四？

耿爽強調，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中華人
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
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是歷史
事實，也是國際社會的普遍共識。他指出，在
一個中國原則基礎上，中國已同全世界178個
國家建立了正式外交關係。

「中方對索羅門群島政府作出承認一個中

國原則、同台當局斷絕所謂 『外交
關係』 並同

中國建交的決定表示高度讚賞
。」 耿爽表示，“我們支持門群島
作為主權獨立國家自主作出的這一
重要決定。」

耿爽問道： 「美方早在1979年
就在一個中國原則基礎上同中國建
立了外交關係，有什麼資格對另一
個主權國家在一個中國原則基礎上
作出同中國建交的決定說三道四？
這是不是在干涉門群島的內政？國際社會對此
看得很清楚。」 他指出，美方如果真的關心太
平洋島國，應該多做有利於幫助島國發展經濟

、改善民生的實事，而不是動輒揮舞制裁大棒
、粗暴干涉島國內政。

耿爽還表示，中方敦促美方尊重別國自主
決定內外事務的主權權利，恪守一個中國原則

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規定，慎重妥善處理涉台
問題，以免嚴重損害中美關係和台海和平穩定
。

索台斷交陸方：美方有何資格說三道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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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南韓18日正式將日本踢出出
口管理優惠國的白色名單之外，被視為是日本
將南韓踢出白色名單的報復措施。日韓冤冤相
報的連鎖之下，雙方的貿易、觀光等大受影響
。1名25歲的南韓女生為訴求日韓友好的重要
性，不顧日本反韓的氛圍，勇敢地站到淺草、
大阪等街頭要求大家給她一個無價擁抱 「Free
Hugs」 。

南韓將日本踢出白色名單，日本內閣官房
長官菅義偉18日表示，南韓沒有充分說明此決
定的根據與詳細內容，對此感到極為遺憾。

2戰徵用工賠償問題引發日韓的戰火，日韓
不僅打貿易戰，南韓還終止與日本的軍事情報
保護協定（GSOMIA），並向世界貿易組織
（WTO）提告，指日本對南韓加強出口管制有
違自由貿易原則。

日韓交惡的影響已開始顯現在各個層面，
日本的出口貿易、觀光等也受到影響。日本財

務省18日發表8月的貿易統計指，日本對南韓
的出口額較前1年同月減少9.4％。其中食品因
南韓的拒買日貨運動而較去年同期減少40.6％
。

日本觀光廳18日發表的8月訪日外國旅客
人數統計中，南韓旅客較去年同月減少48％，
跌至30萬8700人，訪日旅客的總數也減少了
2.2％，達252萬100人。這是繼去年9月關西
機場受災、北海道地震等影響而使訪日旅客人
數下滑後，時隔11個月的成長率下滑。

在日韓互相仇恨的氣氛下，去年9月起到日
本打工度假的25歲南韓女生Suyeon Youn近來
舉著 「Free Hugs，我是韓國人，一起擁抱吧」
的牌子，站到東京、大阪街頭。她在臉書上寫
著，這樣的憎惡導致 「斷絕交流」 並不能解決
任何問題，我認為能改善這種狀況的是 「日韓
兩國國民的交流」 ，為了打開這個突破口，我
會持續行動。

日韓交惡 南韓將日本踢出最惠國名單

（綜合報導）美國智庫卡內基國際和平基
金會17日發表報告稱，美國、德國、印度、新
加坡等75個國家，都使用人工智慧與人臉辨識
技術監控人民。其中，中國的人臉識別技術領
先全球，而華為是AI監控技術的最大供應商。

根據東網報導，報告調查全球176個國家的
報章及相關資訊後發現，有64個國家的政府有
購買人臉識別技術，並設有數據庫收集數據；
56個國家使用 「智慧城市」 技術，透過感應器

及人體相機，收集市民資料，傳送至政府部門
加以分析；還有53個國家用相關技術預測潛在
犯案的可能。

報告又指，華為、海康威視、大華和中興
等中國公司，為63個國家提供AI監控技術，其
中逾半國家均與中國有合作發展關係。華為是
當中的最大供應商，向全球至少50個國家提供
監控技術。美國企業IBM、思科等，也為32個
國家提供AI監控科技。

75國AI監控人民 最大技術供應商竟是它
（綜合報導）號稱 「外星人專區」 的美國內華達州沙漠軍事禁地 「51區」 一直被傳有不明飛

行物，還有工程師透露，18名外星人在該區為美國工作；據傳曾發生UFO墜毀事件的新墨西哥州
羅斯威爾迄今也仍是飛碟愛好者必去的聖地。

51區（Area 51）距拉斯維加斯約150公里，是美軍用來祕密開發並測試新型飛行器的地方，
也因許多人相信它與眾多UFO有關而聞名。美國科學家詹姆士臨終前受訪時，聲稱自己為美國軍
火商洛克希德馬丁工作期間，造訪過神祕的51區，並在那裡見到許多外星人和飛碟。

英國《每日郵報》也曾報導，長年駐守51區、2014年過世的美國航太科學家布希曼（Boyd
Bushman）生前曾接受媒體採訪，並在影片中爆料： 「在51區，早就有18個外星人取得美國身
分，並幫政府工作」 。他透露， 「這些外星人約130至150公分高，手指細長，腳上有蹼。」 布
希曼甚至在鏡頭前公開外星人和飛碟的照片，證實自己所言非虛。今年7月5日則是羅斯威爾事
件（Roswell UFO incident）的72周年紀念日。事發後美國軍方發布聲明稱 「在1處農莊發現1
架飛碟」 ，後來又 「更正」 ，指墜落物實為氣象氣球的殘骸。許多陰謀論者相信，墜落物事實上
是外星飛船，船上的外星人被軍方捕獲，整起事件也被軍方掩蓋。

神祕51區 傳有外星人和飛碟

（綜合報導）8月挪威一間清真寺遭遇男槍手開火射擊，警
方隨後在22歲嫌犯曼夏奧斯（Philip Manshaus）家中發現被他
槍殺的17歲繼妹喬安娜（Johanne Zhangjia Ihle-Hansen），警
方昨（17）日證實，曼夏奧斯槍殺繼妹是因為她的華裔血統。

綜合法新社、英國《每日郵報》（Daily Mail）報導，8月
10日，曼夏奧斯突然持槍闖入挪威首都奧斯陸近郊的努爾伊斯
蘭中心（al-Noor Islamic Centre），在清真寺內射擊多槍，所
幸當時只有3名信徒在場，槍擊並未造成任何人員傷亡，現場一

名65歲巴基斯坦退伍空軍軍官及時阻止曼夏奧斯攻擊，才未讓
傷亡進一步擴大。

不過挪威警方隨後在曼夏奧斯家中發現被他槍殺身亡的繼妹
喬安娜。當時喬安娜在自己的床上，驗屍報告指出她的頭部中了
3槍，胸口上有1槍，槍槍致命。警方隨後在曼夏奧斯的車上發
現一把.22口徑的長槍。

挪威警察周二證實，喬安娜被殺是因為她的亞裔血統。警方
推測她被殺可能有兩個原因，其一是種族因素，其二是她可能事

先發現曼夏奧斯的清真寺攻擊計畫，試圖阻止時被殺害。喬安娜
是曼夏奧斯父親女友領養的大陸女孩。

另外挪威當地媒體報導，曼夏奧斯到清真寺行兇前，曾在網
路上發表文章，讚頌今年3月發生於紐西蘭基督城的清真寺大規
模血腥槍擊案，這起事件共造成51人死亡。

今年9月，曼夏奧斯出席法庭聽證會時，曾對著現場媒體比
出納粹敬禮手勢。

華裔血統害命！挪威男3顆子彈爆頭繼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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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電動滑板車釀多起死亡事故
政府將立法規範

綜合報導 日前，法國壹名女子在蘭斯市使用電動踏板車時，意外

受傷並不治身亡。事件再壹次引起法國社會各界對電動踏板車安全問題

高度關註，有關部門紛紛要求政府加快立法，規範電動滑板車行駛規則

，確保使用者的安全。

據報道，當地時間 9月 1日，壹名在餐館工作 25歲的法國年輕

女子，早上6時40分左右，騎電動踏板車經過蘭斯市壹處交叉路口，突

然被壹輛汽車撞倒，頭部嚴重受傷，送往醫院時處於無意識狀態。

目前警方已對交通事故原因展開調查，據肇事汽車司機說，發生事

故時，他經過的路口顯示綠燈，完全沒有看到這位年輕女士。事故發生

後警方經過血液測試，肇事司機既沒有飲酒，也沒有吸毒。

蘭斯市檢察官博瑞特表示，受害者既沒戴頭盔也沒穿反光背心。根

據肇事司機的說法，在事故發生時，法國年輕女子很可能在壹邊騎電動

踏板車，壹直用耳機聽音樂。

最近幾個月，法國連續發生了幾起涉及電動滑板車的致命事故。8

月初，在巴黎大區伊夫林省，壹輛在高速公路上沒戴頭盔的電動滑板車

駕駛者，被壹輛摩托車撞倒後死亡。

2019年6月，巴黎壹名25歲的電動滑板車駕駛者與卡車相撞死亡；

4月，在巴黎大區上塞納省勒瓦盧瓦佩雷市，壹名80多歲的行人被壹輛

電動踏板車撞到後不幸遇難。

報道稱，電動滑板車安全問題越來越受到全社會的高度關註，法國

當局計劃修改《公路交通法》，通過法令來規範踏板車騎行規則。預計

規範自助電動踏板車停放和使用《交通工具指導法案》近日將提交法國

國民議會。

調查：近三成智利年輕人參與誌願服務

女性更積極
綜合報導 智利“第九次全國青年調查”顯示，智利15歲至29歲受

訪年輕人中，28%會主動參與社區誌願者服務工作，女性比例（29.1%）

略高於男性（26.5%）。

據報道，調查顯示，35.1%的智利受訪年輕人是因為職業相關問題

而參加誌願活動，比例最高，其次是為了積累經驗（12.3%）。針對社

會經濟階層，35%的高收入家庭年輕人會參與誌願者服務工作，高於低

收入家庭（25.4%）。

就地區而言，在城市中，參與誌願者活動的年輕人占比（28.5%）

高於農村地區（23.1%）。位於智利兩端的大區，即阿塔卡馬大區、阿

裏卡大區和麥哲倫-智利南極大區，誌願者人數比例最高。

智利經濟、發展和旅遊部負責社會發展的副部長塞巴斯蒂安•維拉

裏爾表示：“通過誌願服務，人們與國際議程聯系起來，如聯合國2030

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因為成千上萬的誌願者每天都在開展與社會平等、

性別平等、環境保護等問題相關的工作。”

智利家庭與社會發展部長塞巴斯蒂安•西謝爾補充：“作為政府部

門，我們願意推動誌願服務，因為我們相信，這如同毛細血管，可以擴

展到社會各個角落，並強化公民精神，讓國家獲得所需的變化。”

不過，智利國家青年問題研究所主任米爾科•薩爾法特指出：“誌願

服務是壹個非常重要的社會力量，但在智利，它還是業余的、應急的，不

是預防性的，也不是專業的，還有很大發展空間……我們正努力開發更成

熟的誌願服務生態系統，而不是從慈善和福利的角度去看待它。”

美研究稱海豚抗生素耐藥性日增
海洋生態引擔憂

綜合報導 人類濫用抗生素的惡果如

今卻要海豚來承受，美國最新壹項研究

發現，在佛羅裏達州外海生活的樽鼻海

豚身上致病源中，多達88.2%對至少壹種

抗生素出現抗藥性反應，與人類的抗藥

性情況相近，成為人類活動對海洋生態

影響的又壹例證。

佛羅裏達大西洋大學及多間院校的

研究團隊，於2003年至2015年間從佛州

東南岸的印第安河舄湖的171條樽鼻海

豚身上，抽取733種致病源的樣本，再

以17種常見抗生素作測試，得出令人憂

慮的結果。

88%致病源有抗性
整體而言，733種致病源當中，多達

88.2%至少對壹種抗生素出現抗藥性反應

。令研究人員憂慮的是，在研究進行的

13年間，出現抗藥性的致病源比率不斷

增加，例如對抗生素環丙沙星產生抗藥

性的大腸桿菌便在這段期間增加壹倍。

研究人員表示，樽鼻海豚抗藥性致

病源比率的增長趨勢，與人類的趨勢相

似，尤其是醫院內的情況。相信這是因

為印第安河舄湖壹帶人口密集，抗生素

及抗藥性致病源經生活汙水排放到海中

所致。

研究報告領頭作者謝弗表示，抗

藥性致病源進入舄湖後，侵占原有正

常致病源的棲息環境，“沒有抗藥性

的病菌死了，有抗藥性的則留下並增

殖，產生壹群抗藥性致病源，並入侵海

豚體內”。

人類或經海洋感染惡菌
研究反映大自然中抗藥性致病源的

分布已經超過人類想象，並正影響其他

生物。研究人員指出，這次發現不單是

關於樽鼻海豚的健康，更對人類健康有

警示作用，因為海豚是海洋生態體系當

中的指標物種，就有如“煤礦坑的金

絲雀”，如果海豚體內抗藥性致病源

增加，意味人類也可能透過海洋活動

感染這些“超級病菌”。研究人員認

為，這顯示人類有必要加強保持沿岸

水域清潔。

世界衛生組織今年初將抗藥性致病

源問題列為全球十大健康威脅之壹。美國

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數據顯示，抗藥性致

病源每年在美國造成約2.3萬人死亡。

沙特產油恢復恐需數月
美伊潛在突破口再蒙陰影

沙特阿拉伯產油設施遭攻擊，導致

全球產油量頓時減少5%，油價應聲創下

波斯灣戰爭以來單日最大漲幅。知情人

士透露，沙特產油恢復正常所需時間，

恐比原先預估更久。

【特朗普：想要避免同伊朗戰爭】

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的2座產油設施

14日遭到攻擊，全球最大原油處理廠因

此受損。聽取過關於沙特阿美業務簡報

的2名消息人士告訴路透社，沙特石油

生產工作可能得費時數個月才能恢復正

常，而非早前評估暗示的數周。

油價壹度飆漲高達19%，創下1991

年波斯灣戰爭以來最大單日漲幅紀錄。

隨後因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將釋出美國

戰備儲油，加上全球產油國紛紛表示，

有充足儲油可填補供應短缺，油價自高

點回落。

繼 15日暗示可能會發起潛在的軍

事回擊後，特朗普16日再次發推特，

升級了對伊朗的言論攻擊。不過，他

當天下午表示，想要避免同伊朗發生

戰爭。特朗普依然沒有直接指明伊朗

就是襲擊發起者，只是稱伊朗“很有可

能”在攻擊的幕後，表示在有確切的結

果後會公布。

【美伊緊張關系再升級】
伊朗方面否認參與襲擊事件。伊朗

總統魯哈尼表示，打擊是由“也門人

民”發起的，這次襲擊是針對沙特領導

的軍事聯盟在也門發起多年戰爭襲擊的

回擊。

而胡塞武裝分子則聲稱對襲擊負

責，並威脅對沙特的進壹步打擊。

伊朗外交部發言人穆薩維表示，伊

朗沒打算讓魯哈尼於即將召開的聯合國

大會期間與特朗普會晤。

報道稱，日益升高的美伊緊張看

似出現可能和緩的跡象，卻因沙特阿

美石油公司設施遇襲而蒙上陰影。盡

管美方沒有排除聯大期間雙方領導人

會面的可能性，但隨著伊朗表明魯哈

尼無意會晤特朗普，這樣的可能似已

化為泡影。

【釋石油儲備恐有反效果】
全球最大石油數據供應機構“聯合

組織數據倡議”的數據顯示，目前沙特

在當地、埃及、日本及荷蘭保有約20億

桶石油儲備，相當於27日供應量，但沙

特官員擔心如果釋放儲備，或會令投資

者更擔心供應前景，造成反效果，令油

價進壹步被推高。

美國能源部表示，已準備好在必

要時動用戰略儲備，減輕石油市場混

亂造成的影響，包括會與國際能源署

合作，需要時由全球合作采取行動應

對。韓國產業通商資源部表示，若原

油供應進壹步惡化，會考慮動用戰略

儲備，但暫時預計短期內沙特石油供

應不受影響。

襲擊不但影響石油供應，亦令投資

者擔心中東緊張局勢進壹步升溫，刺激

資金流入避險資產。現貨金 16 日升

1.27%，每盎司報1507美元，白銀現貨升

2.96%，報每盎司17.94美元。

別人的18歲！新西蘭少年輟學後，買下人生第壹套房
綜合報導 新西蘭壹名高

中生在16歲輟學後，於18歲

時和同伴合夥購買了人生的

第壹個房子，提前邁出了人

生第壹步。他希望將這種投

資模式復制下去，在21歲時

擁有10套房。

報道稱，來自新西蘭北

島城市馬斯特頓的雅各布· 庫

克-泰特上學的時候就不閑著

，利用課後和周末打工，每

星期工作時間長達40個小時

。雖然賺了些錢，庫克-泰特

真正感興趣的是商科，他想

學經濟和財務，但思來想去

後，還是決定放棄這些，輟

學上班。

輟學後，庫克-泰特在壹

家披薩店每星期工作70個小

時，同時尋找售價在25萬新

西蘭元的房源。最終，他在

馬斯特頓找到了壹棟價值40

萬新西蘭元的五居室房屋。

房產投資客特裏什· 基奧

和布萊克· 凱爾提議三人

合夥，壹起買下這套

房，兩方各出壹半(首

付)。於是，庫克-泰特

拿出了自己的全部積蓄

5萬新西蘭元，其中4萬

新西蘭元作為首付，1

萬新西蘭元是裝修款。

據報道，3人希望

將房屋翻新成有 7個床

位的出租房，裝修改造費用

約為1.5萬新西蘭元，出租的

話周租金約600新西蘭元，兩

方平分。

這點燃了庫克-泰特投資

的欲望。現在，他希望以同

樣的模式發展下去，在21歲

時擁有10處投資房產，並在

30歲之前成為全職的房地產

投資者。

“我的訣竅是以市場價買

房，然後通過裝修增加房產

價值，增值部分用作下壹套

房子的首付。”他說，與此

同時，租金收入能抹平壹部

分房貸。

“我很喜歡做擦地板等

任何省錢的事，努力工作對

我來說壹直很重要。”這位

少年說，“但我媽媽不喜歡

我這麼說，她認為這是鼓勵

其他小孩輟學。”

“我傳遞出的信息是，

自我教育同樣重要”，庫克-

泰特說。

新西蘭房產投資聯合會

執行官安德魯· 金稱，如此小

的年紀就買房，確實“令人

吃驚”。

“我想象不出來有這麼

年輕的投資者。我在24歲的

時候才買了壹套公寓和壹套

出租屋。18 歲（就買房）

令人吃驚。這對他有好處

，顯現出壹種成熟和前瞻

的意識。” 金說，並強調

仿效者需要付出非常多的時

間和努力。

但金希望庫克-泰特不要

錯過其他重要的人生經歷，

“特別是在這個年齡段。但

如果那是他想做的事，並且

願意把時間花在上面，就沒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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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總統川普剛剛任命了他
的下一位國家安全顧問，是原本的人質特使羅
伯‧歐布萊恩(Robert C. O'Brien)。

約翰‧波頓(John Robert Bolton)辭退國安
顧問一週後，川普週三在Twitter表示，他的新
任國家安全顧問是Twitter表示，他的新任國家
安全顧問是歐布萊恩，他目前擔任美國人質特
使。7月時，川普派他去瑞典，營救嘻哈歌手
「速可達硬漢」 (A $ AP Rocky)在瑞典惹出的鬥
毆風波，歐布萊特不負使命，速可達硬漢在8月
3日成功帶回美國。

川普寫道：我很高興地宣布，我將任命羅
伯‧歐布萊恩(Robert C. O'Brien)為新的國家安
全顧問，他目前是國務院非常成功的總統特使

，未來我和羅伯一起攜手努力，他會做得很好
！

歐布萊恩原本經營洛杉磯的一家律師事務
所，擅長談判，之後進入國務院外交體系，專
注於阿富汗和中東地區事務。

他在國務院和五角大廈的關係相當良好，
是一個安全的選擇。一位美國官員上週表示，
歐布萊恩以 「和藹可親的舉止」 受人歡迎，這
與被稱為 「無情的官僚主義者」 的波頓形成鮮
明對比。

川普上週表示，他主動開除了波頓，因為
他 「強烈反對他的許多建議」 ，儘管波頓的說
法相反，表示是自己提出辭職。不管如何，歐
布萊恩是川普在3年間的第4位國家安全顧問。

川普任命羅伯歐布萊恩為新任國安顧問

（綜合報導）美國首都華盛頓特區希望爭
取成為美國第51州，本周積極宣傳，市政府還
在賓州大道辦盛大遊行造勢，表揚51位本地的
退伍軍人，路旁還插滿了有51顆星的美國國旗
。

華府地方政界認為，至今已有3.2萬名本地
退伍軍人曾報效國家，且華府70萬居民一直沒
有人在國會代表他們，華盛頓特區希望改變這
個狀況。

美國國會預定19日針對華府爭取成為一州
舉行聽證會，華盛頓特區市長包瑟及市議會主
席門德爾松都將出席。

包瑟16日說： 「國會決定美國是否參戰、
何時參戰，而我們的軍人子弟在國會沒有人代

表投票。只有成為一個州，才能改變這個不平
等現象，確保所有的華盛頓人，包括退伍軍人
及現役軍人在內，都能獲得我們應有的投票代
表權。」

一項尚在討論中的聯邦政府法案，可以將
華府升格為一州，並在民主黨人主導的眾議院
獲得壓倒性支持，但在共和黨控制的參院及白
宮則面臨不少阻礙。

7月，民意調查機構蓋洛普的調查顯示，
64％美國成年人反對華府成為單獨一州；美

國《華盛頓郵報》2015年的一項民調則顯
示，超過6成華府成年居民，支持華盛頓特區
成為一個州。

華府力爭成為美國第51州

（綜合報導）美國依台灣關係法對台出售
武器，經常引起北京不滿，並聲稱此違反美中
「八一七」 公報中須逐步減少對台軍售；然而
，根據前任美國國安顧問波頓簽署解密的一份
白宮內部備忘錄中披露，減少對台軍售的承諾
事實上有但書，需視台海和平狀況及北京尋求
和平解決之延續與否，且美對台軍售數量和質
量，必須完全取決於大陸所構成的威脅。

自美國通過 「台灣關係法」 後，過去40年
來針對北京仍不放棄對台武力統一，美國依據
該法出售台灣多項重要防衛性武器，如近期宣
布的 「地表最強戰車」 的M1A2T，以及F-16V
（BLK70）新式戰機等重要軍售案，持續協助
台灣維持足夠的防衛能力。

不過對於美對台軍售，北京一向聲稱美國
此舉嚴重違反 「一個中國原則」 和 「中美三個
聯合公報」 、特別是 「八一七公報」 的規定。
八一七公報與 「上海公報」 、 「建交公報」 合
稱美中三公報，指美中雙方於1982年8月17日
發布，內容包括美國準備逐步減少對台灣的武
器出售，並經過一段時間最終得到解決。

然而，根據美國在台協會公布時任美國國
安顧問波頓（John Bolton）8月30日解密的一

份備忘錄，其中顯示了當時美國總統雷根
（Ronald Reagan）對 「八一七公報」 的解釋。
他在該備忘錄中表示， 「簽署該公報前的相關
會談，係基於一清楚認知而進行」 ，亦即對台
軍售的減量，端視台海和平狀況及大陸對其所
宣告、尋求和平解決台灣議題的 「大政方針」
（fundamental policy）之延續與否而定。

備忘錄內容指出，美國同意減少對台軍售
的意願，全然以大陸持續其和平解決台灣與中
共之間分歧的承諾為先決條件，強調 「眾人應
清楚理解，上述二者之關聯性是美國外交政策
中一項恆久的必要要求」 。

備忘錄並提到， 「美國對台提供武器之性
能與數量完全視中華人民共和國所構成之威脅
而定」 。無論就數量和性能而言， 「台灣相對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防衛能力皆應得到維持」
。

據涉外人士向《中央社》表示，雷根當時
知道簽了八一七公報是不對的，因此透過內部
備忘錄來否定八一七公報的相關內容，而這份
備忘錄內容也為後任美國政府遵守，依據這份
備忘錄持續對台軍售。

波頓解密機密文件 美續對台軍售關鍵曝光了

（綜合報導）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Fed）
成員在華府召開眾所期待的政策會議，外界預
期聯準會明天將宣布今年第2度降息。

政策會議召開時，聯準會官員今天也是10
多年來首度出手干預，防止市場波動過大，導
致短期利率升至超越聯準會能控制的幅度。

聯準會主席鮑爾（Jerome Powell）最近幾
週釋出強烈訊息表示將降息，矢言在經濟承受
「嚴重風險」 ，尤其是總統川普掀起的貿易戰
時，決策者準備 「採取適當行動」 。

他將在明天格林威治時間18時（台灣時間
19日凌晨2時）宣布會議結果。

同時，紐約聯邦準備銀行今天宣布採取緊
急措施，透過附買回交易注入數百億美元到銀

行系統，以讓短期借貸利率降低下來。
在其餘地方，隱含降息機率預測的期貨市

場今天出現劇烈起伏。上週預測聯準會看來幾
乎確定將降息，但今天格林威治時間22時過後
，降息機率降至約5成。

此外，沙烏地阿拉伯石油設施週末遇襲，
導致昨天原油價格飆漲，令人擔憂中東地區的
不穩局勢將惡化、油價持續攀升。原油價格今
天些微降下來。

聯準會去年4度升息後，今年7月調降關
鍵政策利率，為10多年來首次，將利率區間降
至2.0%到2.25%。

聯準會今天也表示，在川普貿易戰中受到
重創的美國製造業，8月些微復甦，使得美國工

業生產些微優於經濟學家預期。
牛津經濟公司（Oxford Economics）估測

聯準會今年將再降息3次，讓聯準會的基準借
貸利率在年底時降低1個百分點，抵銷2018年

的升息幅度。

美聯準會開政策會議預計將宣布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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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千葉縣因臺風大面積停電
約16萬家庭仍受影響

臺風“法茜”本月9日吹襲日本千葉縣

導致空前大停電，至今該縣仍有16萬戶家

庭沒有電力供應。當局表示，由於地面電

纜大部分嚴重受損，修復作業非常艱巨。

千葉縣目前人口600萬，是東京首都圈

的主要部分，東京國際機場及東京迪斯尼

樂園都在千葉縣。

據日本媒體報道，“法茜”在日本造

成的最大破壞是路面電纜普遍被大風吹

倒，大大影響了災區居民的生活。

37個地區的電力設施等待修復，包括了

千葉市和成田機場所在地成田市。當局估

計，要全面修復電力供應還要至少兩周。

日本經濟產業部門和為千葉縣供電的

東京電力公司解釋，這次電力設施被破壞

的情況超出想象，許多電線桿被吹倒，已

盡最大的努力搶修，估計電力供應要到9月

27日才能完全恢復正常。

日本媒體指出，這是繼“3•11”東日

本大地震後，斷電最久的壹次。

悶熱天氣已致3人死亡
緊接臺風而來的是悶熱天氣，千葉縣

數十萬家庭無冷氣可用，至今已傳出有三

人 熱死。

日本衛生部當局統計，在千葉縣有111家

老人院停電，由於擔心各種老人急需的設

施無電而出問題，當局派送了緊急發電機

到各醫院和老人院供電。

千葉縣居民對長時間停電的情況，感

到焦慮。

壹名74歲的女居民 14日說：“停電

已經六天了，我和丈夫到了夜晚只能點

蠟燭。停電那麼久還是生平第壹次遇

見……生活規律都被打亂了，晚上根本

睡不好。”

日本基建“老化”問題暴露
日本媒體報道分析，這次臺風造成的

大規模停電，暴露了日本的基建設施已

“老化”。

設在千葉縣君津市的輸電基地建於

1972年，有兩座高45米和57米的電塔，都

被臺風摧毀了，加上周圍的樹木也紛紛倒

下，要重建電塔費時費力。

根據統計，東電在日本全國有7000座

輸電塔，平均年齡是42年。東電在1991年

決定分階段投入9000億日元提升設備，但

2015年以後，由於財政緊縮，這方面的資

金減了八成，結果只有2000億日元到位。

日本專家指出，當地有不少電纜暴露

在地面上，這是每遇到風災就發生停電的

主要原因之壹。

專家引用數據指出，倫敦如今把所有

的電纜都在地下，而東京和大阪這兩座主

要城市，轉入地下的電纜只有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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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寵物去世，往往會給飼主帶來很大的悲傷。

據日本《朝日新聞》報道，為迎合飼主的心意，日本吊唁

逝去寵物或共敘往昔的服務，正逐漸擴展。

據報道，家住大阪市的川田初美的愛犬壹壹將滿14歲

的雌性玩具貴賓犬“Ran Chan”，於2019年春天因心力衰

竭去世。川田像舉行普通葬禮壹樣吊唁了它：祭壇前裝飾

著鮮花，“遺屬”凝視之處，放著藤條制成的小棺材，狗

狗的“遺體”被置於其中，並將於儀式之後火葬。

或許是受對愛犬的思念的啟發，自4月起，川田利用

“UNIQUEST”公司（總部位於大阪市），開啟寵物葬禮

服務。貓、狗、倉鼠、兔子及鳥類均可對應，有價格為較

壹般行情稍高的不含稅5萬日元（約合人民幣3288元）起

的套餐。

近年來，不僅僅是火葬，飼主對於儀式也逐漸講究起

來。“Pet Ceremony Wavy”公司提供價格為不含稅20萬日

元（約合人民幣1.3萬元）的寵物葬禮等，向著高價化推

進。骨灰罐為大理石或九谷燒制成，以東京都內的富裕層

為中心，頗有人氣。

報道稱，東京原宿還有壹家“寵物喪失咖啡”。該咖

啡廳為“In Loving Memory”公司所開設的直營店，企劃

讓來到店裏的客人“可以慢慢訴說”與寵物之間的回憶。

據悉，來到店裏的客人8成是女性，也有從北海道及

沖繩遠道而來的客人。店長關口真季子表示：“也有很多

客人的寂寞無法治愈。希望能給予飼主的心靈哪怕壹點點

活力”。

風向轉移致空氣汙染嚴重
馬來西亞柔佛320所學校停課

綜合報導 馬來西亞環境部稱，由於

風向開始往南移動，導致馬六甲市區和柔

佛州東甲遭煙霾籠罩，空氣汙染指數達到

非常不健康水平。柔州宣布，東甲、麻坡

及柔南笨珍的320所學校15日起停課，直

到空氣素質好轉為止。

報道稱，柔北東甲15日下午1時的空

汙指數壹度高達256點，到了15日晚9時

為244點，成為全國空氣汙染最嚴重的城

市。馬六甲市區則高達211點。在東馬，

砂拉越州首

府 古 晉 為

218 點 ， 三

馬 拉 漢 為

211點。

據報道，

近壹個月來

飽受煙霾之

苦的北馬玻

璃市及馬來

西亞半島東

海岸的吉蘭

丹州，15日

的空氣質量

良好，空氣汙染指數介於24點至37

點。

馬來西亞能源、工藝、科學、

氣候變化及環境部副部長伊娜拉莎

慕妮拉15日說，當局16日將在煙霾

影響較嚴重的柔州及雪蘭莪州布雲

造雨。據報道，環境部此前已經在砂州造

雨並舒緩煙霾的影響。

柔州主管宗教與教育事務的行政議員

阿米諾胡達此前宣布，東甲82所和麻坡

129所中小學，以及兩縣的九所大專院校

16日都停課。這次共有220所學校的約4

萬學生受影響。但他說，停課學校的校長

和教職員仍必須照常上班。

柔州教育局局長阿茲曼 14 日晚也

緊急下令笨珍縣 100 所各級學校及幼

兒園 15 日停課。笨珍縣除了面對來自

印尼的煙霾，當地壹片約 12 公頃地段

本月初發生林火，柔州消防局已撲滅

九成火勢，但其余火勢仍加劇當地的

空氣汙染情況。

馬來西亞衛生部長祖基菲裏說，當局

8月12日至今接獲的病例顯示，往年煙霾

引發的哮喘、眼疾和呼吸道感染等疾病，

近四周來並未激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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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博回歸文物展設香港專區
展示香江搶救徵集國寶成果 港嘉賓冀港青觀展學歷史

圓明園六獸首亮相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作為“回歸之路—新中國
成立70周年流失文物回歸成果展”
的一大看點，6件圓明園獸首銅像被
擺在了展覽入口位置，這也是牛首、
虎首、猴首、豬首、鼠首、兔首時隔
159年再度“重聚”。此外，剛從日
本回歸的曾伯克父青銅組器也在今次
展覽上首秀。

今次展示的牛首、虎首、猴首為
保利藝術博物館藏，豬首則由何鴻燊
捐贈，現藏於保利藝術博物館。鼠首
和兔首是由法國的弗朗索瓦·皮諾捐
贈，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

國家文物局介紹，圓明園獸首銅

像原為圓明園海晏堂十二生肖噴泉構
件，1860年英法聯軍劫掠圓明園後
流失海外。獸首由清乾隆年間西洋畫
師設計，中國宮廷匠師製造，融合東
西方文化特色。

另外，上個月剛從日本回歸的曾
伯克父青銅組器亦亮相展廳。據介
紹，曾伯克父青銅組器一組8件，包
括1鼎、1簋（gui）、1甗（yan）、
1霝（ling）、2盨（xu）、2壺，體
現出典型的春秋早期青銅器的時代風
格，每件青銅器均有銘文，一共多達
330字。這是中國近年來在國際文物
市場成功制止非法交易、實施跨國追
索的價值最高的一批回歸文物。

展覽講述了楊銓、
葉義、曹其鏞等多位港
人將收藏珍品文物捐贈
國家的故事。其中，楊
銓為祖國文物流失倍感

痛心，立志盡畢生之力保護中華文
物。1959年至1964年間，他克服種
種困難，分8批將其珍藏的5,000餘件
（套）文物運回內地，捐獻給國家。
這是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政府接受的
最大規模的文物捐贈。

楊銓捐贈文物包括陶瓷、銅
器、玉石器、漆木竹器、文具等，
時代涵蓋新石器時代至近現代。大
部分文物後劃撥廣東民間工藝博物
館收藏，奠定了該館館藏基礎。

在抗日戰爭中以醫術仁心聞名香
港的葉義，生前多次將自己珍貴的文
物與藝術收藏捐歸公有。去世前他留
下遺囑，將其珍藏的81件犀角文物無
償捐贈給故宮博物院。這批犀角文物
展現了明清時期雕刻家傑出的創造智
慧與藝術才能，是一批極具文化內涵
和民族特色的文物藝術品。

展覽還展出了香港企業家曹其
鏞夫婦捐贈的中國古代漆器。此
前，曹氏夫婦將珍藏的168件(套)中
國古代漆器無償捐贈給浙江省博物
館。這批古代漆器年代跨度從宋元
至明清，數量眾多、品質精良，既
有曾經珍藏於宮廷的官作漆器，也
有民間製漆匠人製作的漆器小品。
浙江省博物館因此改善了漆器文物
收藏的格局與面貌。
■香港文匯報記者江鑫嫻 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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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六大看點：
1.圓明夢歸：圓明園獸首銅像重聚（鼠、
牛、虎、兔、猴、豬真品亮相）。

2.《五牛圖》《伯遠帖》《瀟湘圖》《祥龍
石圖》等知名書畫真跡現身。

3.由美國返還的王處直墓彩繪浮雕兩武士合
璧展出，這是中國首次成功叫停國際流失
文物商業拍賣。

4.“方罍之王”皿方罍身首合璧現身展覽。

5.圓明園青銅虎鎣再次與公眾見面。

6.剛從日本回歸的曾伯克父青銅組器首展。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江鑫嫻

中國國家文物局局長劉玉珠在開幕
式上表示，從1949年至今，通

過執法合作、司法訴訟、協商捐贈、
搶救徵集等方式，已成功促成了300
餘批次、15萬餘件流失海外中國文物
的回歸。近幾年中國流失文物追索返
還工作進入了全方位發展、多層次提
高的嶄新階段，文物返還“中國聲
音”顯著增強，文物追索“中國實
踐”備受矚目，文物回歸取得突破性
成就。

《五牛圖》《伯遠帖》專區亮相
在“香港搶救徵集珍貴書畫文

物”專區，民眾可以看到《五牛圖》
及《伯遠帖》真跡。據介紹，民國以
來，由於連年戰亂，大量珍貴文物流
至香港。新中國成立後，在周恩來總
理親自關心下，時任文化部文物局局
長的鄭振鐸成立“香港秘密收購文物
小組”，專門在香港從事珍貴文物搶
救工作，保護和追回了大量流失的文
物。其中，以《中秋帖》《伯遠帖》
的回歸最為後人所樂道。《中秋帖》
《伯遠帖》和現藏於台北故宮博物院
的《快雪時晴帖》被乾隆統稱為“三
希”。中秋、伯遠二帖曾被溥儀攜出
紫禁城，其後幾易其手，輾轉至港。
1951年10月，經過多方努力最終成功
購回，撥交故宮博物院收藏，結束了
兩件國寶長達數十年的顛沛流離。

此後幾年間，“文物小組”有計
劃地徵集了唐韓滉《五牛圖》、五代
董源《瀟湘圖》、五代顧閎中《韓熙
載夜宴圖》（宋摹本）、宋徽宗趙佶
《祥龍石圖》，以及諸多珍貴錢幣等
重要文物，這些文物的回歸，成為新
中國保護文物的一段佳話。為保證文
物安全，今次展覽期間部分珍貴書畫
將交替展出真跡與複製品，《伯遠
帖》《五牛圖》和《瀟湘圖》《祥龍
石圖》等4件書畫真跡各展出一個
月，《中秋帖》和《韓熙載夜宴圖》
目前正處文物休眠期，僅展出複製
品。

盼在港看到更多歷史文化展
來自香港的張素萍女士作為嘉賓

受邀參加展覽開幕式。在參觀完展覽
之後，她表示，舉辦此類成果展非常
有意義。透過展覽，她更全面地了解
了祖國的輝煌歷史，知道文物的流失
和回歸過程，以及包括港人在內的諸
多愛國人士所付出的努力。她希望，
香港的青年人也能多到內地來走一
走、看一看，尤其是通過參觀各大博
物館的展覽，多了解中國歷史，愛
護、保護文物。同時，她也期待能在
香港看到更多這樣高規格的歷史文化
展。

據悉，展覽由文化和旅遊部、國
家文物局主辦，將持續至11月下旬。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回歸之路——

新中國成立70周年流失文物回歸成果展”17日在中國國家博物

館開幕。這是中國首次對流失文物追索返還工作成就進行全景

式展覽。600餘件回歸文物參展，展覽特設“香港搶救徵集珍貴

書畫文物”及“香港搶救徵集珍貴錢幣文物”專區，並講述多

位港人將珍藏的大批文物捐贈給國家的故事。有參加開幕式的

香港嘉賓表示，希望香港的青年一代也能通過參觀各類歷史文

化展，多了解中國歷史，愛護、保護文物。

■《伯遠帖》局部。
記者江鑫嫻 攝

■■觀眾參觀曾伯觀眾參觀曾伯
克父青銅組器克父青銅組器。。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江鑫嫻記者江鑫嫻 攝攝

■■圓明園獸首銅像圓明園獸首銅像。。 香港文匯報記者江鑫嫻香港文匯報記者江鑫嫻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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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 攝攝

東鐵脫軌甩三卡 不排除任何肇因
三方向查罕見事故：外來物路軌缺損行車不當

港鐵東鐵線列車17日發生罕見的出軌脫卡嚴重事故，

釀成8人受傷。一列12個車卡的東鐵列車17日早晨以30公

里慢速駛近紅磡站月台一個分叉位時，第四至第六卡車廂

突然出軌，其中第四、第五卡車廂脫離，幸未有翻車。港鐵在出事的路軌上發現3處裂痕，

但未知與事故的因果關係，現循外來物、路軌缺損和行車不當三方向調查。就事件起因，香

港機電署署長和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均不排除任何可能性。由於近期不時有黑衣暴徒向鐵

路路軌亂擲雜物，警方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已接手調查事故是否涉及人為破壞。香港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 fb發文指，鐵路安全屬頭等大事，她已責成相關部門及港鐵公司全面調

查事故，並對事故中受傷的市民表示慰問。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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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東
鐵脫卡事故的成因仍在調查中。港鐵
指列車出軌一般有三大原因，包括有
外物、路軌有缺損、零件故障或操作
不當。對於此次事故，多名專家指，
路軌裂紋引起事故的可能性較低，並
相信裂紋是車卡出軌後造成。由於事
發於道岔位置，也有專家相信列車出
軌或與俗稱“波口”的轉接器故障有
關，不幸中之大幸是列車當時正值轉
彎位，車速較慢，否則有可能翻車。

香港工程師學會前會長梁廣灝認
為路軌裂紋與今次事故未必有直接關

係，“如果係因為路軌裂了引致出軌
的話，應該對頭卡車廂的影響較大，
但今次事故，頭幾卡車廂都駛過了，
只係中間車卡出軌；另外裂紋引致的
列車事故，（斷裂的位置）應該會磨
花了及破爛，但現在看不到有磨花及
毀爛的痕跡。依現時情況看，可能是
列車出軌後拖爛了路軌引致裂紋。”
他認為，港鐵應以機件故障及人手操
作是否出問題的方向作調查。

香港理工大學機械工程學系前工
程師盧覺強則指，估計列車出軌有機
會與列車車轆磨蝕有關，“第一卡沒

有事，第四卡開始出軌。相信係車轆
磨蝕太多，不排除離心力強行推它
（車卡）出去，迫它出軌。有車卡一
出軌，接着就一連串地扯（其他車
卡）出去，造成骨牌效應。”他指，
正常列車速度為每小時60公里，根
據現場相片估計事發時正值轉彎位，
車速應較慢，“好彩不太快，如果正
常行駛時出事，就有機會翻車。”他
又指，裂紋不會導致出軌，除非兩吋
大隙縫位，車輪就有機會出軌。

熟悉鐵路信號的香港工程師學會
理事張年生認為，出軌意外或與引導

列車轉向、俗稱“波口”的轉接器故
障有關，“當轉接器出現故障時，鎖
就不可以再鎖住‘波口’，‘鴨脷’
即尖軌就會彈離轉向的方向，令到頭
3卡列車轉向紅磡1號月台方向，尾
部的9卡列車就轉向4號月台方向，
導致出軌情況。”他估計，路軌斷裂
應是事故後導致，因涉事列車經已正
常駛入道岔，相信列車車卡偏離後撞
至路軌才引致裂紋。另一個原因可能
是路軌有外來物，但香港鐵路工會聯
合會副主席譚建釗向前線員工了解
過，事發路軌範圍無發現外來物件。

工程師：路軌裂紋肇事可能性較低

東 鐵 列 車 出 軌 一
刻，有乘客聽見車卡間傳
出怪聲，繼而發出隆然巨
響，車廂劇烈搖晃 10 多

秒。由於事發前列車將埋站，不少乘客
預早站起靠近車門等下車，當列車出軌
後，有車門甩脫，部分乘客失去平衡如
滾地葫蘆撞致頭血流。其中第四卡與第
五卡車廂冒出濃煙，第五卡車廂內半百
乘客嚇到尖叫、大哭。整架車上500名乘
客爭相逃命，當中100人自行跳落路軌逃
生，其餘400人由消防員協助疏散。

車卡斷裂處黑煙滾滾
在太和站上車的郭先生，事發時坐

第五卡車廂。他形容進站前，車廂傳出
“打打打打”怪聲，然後開始左搖右
擺，車廂猛烈震盪，“因列車當時就快
埋站，多名乘客已起身站在車門附近，
脫卡一刻不少人失衡跌倒受傷。”搖擺
十多秒後，第五卡與前卡斷開，由斷開
的連接處冒出滾滾黑煙。坐在椅上的郭
先生頭部撞向扶手，手腳擦傷。當時有
女乘客嚇到大哭，他先協助其他女乘客
及小朋友離開車廂。

第四卡車廂的乘客阿聰憶述，一聲
巨響後許多人跌倒，“大家都不知什麼
事，大家都是走出車廂後才知什麼
事。”他逃出後，發現車廂撞至變形。
第四卡車廂內不少人受傷，但乘客保持
冷靜，有人協助老弱婦孺離開。阿聰
說：“一直沒職員協助，差不多五分鐘
都沒人協助，有乘客行到月台才有職員
協助。”

多人彈下地女客大哭
需要使用枴杖的乘客朱女士憶述，當時她站在

第六卡車廂，“前一卡的車廂震動得較平時強烈好
多，而且發出噪音，突然車廂左搖右擺，連座位上
的乘客都彈下地，我也失平衡跌倒，右手撞傷，全
車 的 人 大 叫 ， 我 好 驚 （ 怕 ） ， 成 身 郁 唔 到
（不能動）。”其間她又聽到有人大叫“出軌”，
當時有女乘客大哭，車廂內情況混亂。其他乘客自
行打開車門離開，並叮囑她留在現場等待救護員。

其後，朱女士在其他乘客協助下逃生。她猶
有餘悸地說：“真的好驚，下次都不敢搭。”她
希望港鐵進行詳細檢查，徹查事故原因並向社會
公佈。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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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發17日早晨約8時半，一列12個
車卡的東鐵列車，由旺角東站駛

入紅磡站，車頭進經紅磡站一號月台
的路軌轉轍器後埋站，但第四、五、
六卡車突然出軌，當中第四、第五卡
車廂分離，呈V字型橫亘在3條路軌
上，第四卡車廂其中一對車門甩脫，
而最後6卡車廂則停在原行路軌上。

出動百消防 8客受輕傷
消防處在早上8時33分收到報告，

出動百名消防及救護員，包括坍塌搜救
專隊人員到場救援，其中約百名乘客
能自行離開車廂到安全地方，消防則
協助疏散其餘400名乘客。事故中共有
8名乘客受輕傷，當中有1男4女送院，

其餘1男2女拒絕送院，傷者分別頸、
肩不適，以及手部擦損。

香港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17日
10時許視察現場後，形容今次事件是
非常嚴重的鐵路事故，政府非常重
視，機電工程署和相關政府部門會全
力、全速深入調查，找出真相。至於
事故原因是否涉及路軌被破壞或有雜
物干擾，陳帆稱不排除任何可能性，
但指現階段不會評論任何揣測。

香港機電工程署署長薛永恒表
示，不論是外物影響或信號系統故
障，均是該署的調查方向。

他指出，鐵路運作屬精密組件，
任何大小的外來物都可能造成影響，
現時不會揣測事發時有沒有外物干

擾，他強調：“我們不會放棄求證，
確認成因。”至於有指路軌有裂紋，
他確認其中一條裂紋長約1毫米至2
毫米，但裂紋是意外後造成，抑或是
裂紋釀成意外，仍在調查中。他又補
充，鐵路系統17日沒有信號測試。

路軌3處裂損 調查因果
港鐵車務總監劉天成形容事故嚴

重、罕見。他又證實，16日晚現場附
近更換過一段8米長的鋼軌，但與17
日肇事位置距離100米。另外，17日
午人員搜證時發現路軌有3處損傷，
會調查損傷是事故的因還是果。若果
是因，以裂縫的大小確有可能，因為
其中2條裂縫闊約30毫米，另一條裂

縫幾乎只有1毫米，3個損傷位置相
差數十米。劉又指每晚收車後，都有
工程人員目測路軌的情況。

劉天成指出，肇事列車已服役三
四十年，有接受中期更新。東鐵線列
車屬自動運作，埋站時車速會減慢，
事發時時速為30多公里。港鐵會檢
視所有可能的成因及不排除任何可能
性，將成立調查委員會深入徹查，並
會配合政府獨立調查，希望於3個月
至6個月內完成。

O記現場搜證 翻看天眼
另一方面，警方有組織罪案及三

合會調查科（俗稱O記）高級警司李
桂華，17日帶領探員到現場搜證，在
機電署和港鐵工程人員陪同下，到場
蒐集第一手資料。據悉，由於目前香
港處於騷亂的混亂時期，而港鐵已成
為暴力分子針對的目標，其大堂設備
屢遭破壞，特別是路軌也數次被暴徒
拋擲雜物，加上政府和港鐵現時不排
除任何可能性，包括人為破壞的可能
性，故警方為審慎起見，由O記負責
調查，並第一時間介入蒐證，與機電
署、港鐵配合盡快掌握數據，探員17
日在列車吊走前後，均有在場搜證，
同時會翻查現場一帶的閉路電視，追
查現場是否有異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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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博回歸文物展設香港專區
展示香江搶救徵集國寶成果 港嘉賓冀港青觀展學歷史

圓明園六獸首亮相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作為“回歸之路—新中國
成立70周年流失文物回歸成果展”
的一大看點，6件圓明園獸首銅像被
擺在了展覽入口位置，這也是牛首、
虎首、猴首、豬首、鼠首、兔首時隔
159年再度“重聚”。此外，剛從日
本回歸的曾伯克父青銅組器也在今次
展覽上首秀。

今次展示的牛首、虎首、猴首為
保利藝術博物館藏，豬首則由何鴻燊
捐贈，現藏於保利藝術博物館。鼠首
和兔首是由法國的弗朗索瓦·皮諾捐
贈，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

國家文物局介紹，圓明園獸首銅

像原為圓明園海晏堂十二生肖噴泉構
件，1860年英法聯軍劫掠圓明園後
流失海外。獸首由清乾隆年間西洋畫
師設計，中國宮廷匠師製造，融合東
西方文化特色。

另外，上個月剛從日本回歸的曾
伯克父青銅組器亦亮相展廳。據介
紹，曾伯克父青銅組器一組8件，包
括1鼎、1簋（gui）、1甗（yan）、
1霝（ling）、2盨（xu）、2壺，體
現出典型的春秋早期青銅器的時代風
格，每件青銅器均有銘文，一共多達
330字。這是中國近年來在國際文物
市場成功制止非法交易、實施跨國追
索的價值最高的一批回歸文物。

展覽講述了楊銓、
葉義、曹其鏞等多位港
人將收藏珍品文物捐贈
國家的故事。其中，楊
銓為祖國文物流失倍感

痛心，立志盡畢生之力保護中華文
物。1959年至1964年間，他克服種
種困難，分8批將其珍藏的5,000餘件
（套）文物運回內地，捐獻給國家。
這是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政府接受的
最大規模的文物捐贈。

楊銓捐贈文物包括陶瓷、銅
器、玉石器、漆木竹器、文具等，
時代涵蓋新石器時代至近現代。大
部分文物後劃撥廣東民間工藝博物
館收藏，奠定了該館館藏基礎。

在抗日戰爭中以醫術仁心聞名香
港的葉義，生前多次將自己珍貴的文
物與藝術收藏捐歸公有。去世前他留
下遺囑，將其珍藏的81件犀角文物無
償捐贈給故宮博物院。這批犀角文物
展現了明清時期雕刻家傑出的創造智
慧與藝術才能，是一批極具文化內涵
和民族特色的文物藝術品。

展覽還展出了香港企業家曹其
鏞夫婦捐贈的中國古代漆器。此
前，曹氏夫婦將珍藏的168件(套)中
國古代漆器無償捐贈給浙江省博物
館。這批古代漆器年代跨度從宋元
至明清，數量眾多、品質精良，既
有曾經珍藏於宮廷的官作漆器，也
有民間製漆匠人製作的漆器小品。
浙江省博物館因此改善了漆器文物
收藏的格局與面貌。
■香港文匯報記者江鑫嫻 北京報道

 &

展覽六大看點：
1.圓明夢歸：圓明園獸首銅像重聚（鼠、
牛、虎、兔、猴、豬真品亮相）。

2.《五牛圖》《伯遠帖》《瀟湘圖》《祥龍
石圖》等知名書畫真跡現身。

3.由美國返還的王處直墓彩繪浮雕兩武士合
璧展出，這是中國首次成功叫停國際流失
文物商業拍賣。

4.“方罍之王”皿方罍身首合璧現身展覽。

5.圓明園青銅虎鎣再次與公眾見面。

6.剛從日本回歸的曾伯克父青銅組器首展。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江鑫嫻

中國國家文物局局長劉玉珠在開幕
式上表示，從1949年至今，通

過執法合作、司法訴訟、協商捐贈、
搶救徵集等方式，已成功促成了300
餘批次、15萬餘件流失海外中國文物
的回歸。近幾年中國流失文物追索返
還工作進入了全方位發展、多層次提
高的嶄新階段，文物返還“中國聲
音”顯著增強，文物追索“中國實
踐”備受矚目，文物回歸取得突破性
成就。

《五牛圖》《伯遠帖》專區亮相
在“香港搶救徵集珍貴書畫文

物”專區，民眾可以看到《五牛圖》
及《伯遠帖》真跡。據介紹，民國以
來，由於連年戰亂，大量珍貴文物流
至香港。新中國成立後，在周恩來總
理親自關心下，時任文化部文物局局
長的鄭振鐸成立“香港秘密收購文物
小組”，專門在香港從事珍貴文物搶
救工作，保護和追回了大量流失的文
物。其中，以《中秋帖》《伯遠帖》
的回歸最為後人所樂道。《中秋帖》
《伯遠帖》和現藏於台北故宮博物院
的《快雪時晴帖》被乾隆統稱為“三
希”。中秋、伯遠二帖曾被溥儀攜出
紫禁城，其後幾易其手，輾轉至港。
1951年10月，經過多方努力最終成功
購回，撥交故宮博物院收藏，結束了
兩件國寶長達數十年的顛沛流離。

此後幾年間，“文物小組”有計
劃地徵集了唐韓滉《五牛圖》、五代
董源《瀟湘圖》、五代顧閎中《韓熙
載夜宴圖》（宋摹本）、宋徽宗趙佶
《祥龍石圖》，以及諸多珍貴錢幣等
重要文物，這些文物的回歸，成為新
中國保護文物的一段佳話。為保證文
物安全，今次展覽期間部分珍貴書畫
將交替展出真跡與複製品，《伯遠
帖》《五牛圖》和《瀟湘圖》《祥龍
石圖》等4件書畫真跡各展出一個
月，《中秋帖》和《韓熙載夜宴圖》
目前正處文物休眠期，僅展出複製
品。

盼在港看到更多歷史文化展
來自香港的張素萍女士作為嘉賓

受邀參加展覽開幕式。在參觀完展覽
之後，她表示，舉辦此類成果展非常
有意義。透過展覽，她更全面地了解
了祖國的輝煌歷史，知道文物的流失
和回歸過程，以及包括港人在內的諸
多愛國人士所付出的努力。她希望，
香港的青年人也能多到內地來走一
走、看一看，尤其是通過參觀各大博
物館的展覽，多了解中國歷史，愛
護、保護文物。同時，她也期待能在
香港看到更多這樣高規格的歷史文化
展。

據悉，展覽由文化和旅遊部、國
家文物局主辦，將持續至11月下旬。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回歸之路——

新中國成立70周年流失文物回歸成果展”17日在中國國家博物

館開幕。這是中國首次對流失文物追索返還工作成就進行全景

式展覽。600餘件回歸文物參展，展覽特設“香港搶救徵集珍貴

書畫文物”及“香港搶救徵集珍貴錢幣文物”專區，並講述多

位港人將珍藏的大批文物捐贈給國家的故事。有參加開幕式的

香港嘉賓表示，希望香港的青年一代也能通過參觀各類歷史文

化展，多了解中國歷史，愛護、保護文物。

■《伯遠帖》局部。
記者江鑫嫻 攝

■■觀眾參觀曾伯觀眾參觀曾伯
克父青銅組器克父青銅組器。。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江鑫嫻記者江鑫嫻 攝攝

■■圓明園獸首銅像圓明園獸首銅像。。 香港文匯報記者江鑫嫻香港文匯報記者江鑫嫻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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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據中新社報道，中國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當地時間17日下午在
聖彼得堡同俄羅斯總理梅德韋傑夫共同
主持中俄總理第二十四次定期會晤。會
晤後，李克強與梅德韋傑夫簽署了《中
俄總理第二十四次定期會晤聯合公
報》，並共同見證投資、經貿、農業、
核能、航天、科技、數字經濟等領域十
餘項雙邊合作文件的簽署。

中方力促雙邊貿易翻倍
李克強表示，中俄互為最大鄰邦，

同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今年是
中俄建交70周年。雙方本着相互尊重、
平等相待、互利共贏的原則，推動兩國
關係穩步前行，健康發展。前不久，習
近平主席成功訪俄，兩國關係提升為新
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在國際政
治經濟形勢不確定不穩定因素增多的背
景下，中俄加強戰略協作，增進政治互
信，拓展務實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不

僅有利於雙方，也對維護地區乃至世界
的繁榮穩定釋放出積極信號。

李克強和梅德韋傑夫聽取了國務院副
總理、中俄人文合作委員會中方主席孫春
蘭，國務院副總理、中俄總理定期會晤委
員會、中國東北地區和俄羅斯遠東及貝加
爾地區政府間合作委員會中方主席胡春
華，中俄投資、能源合作委員會中方代
表，以及有關機制俄方負責人、俄第一副
總理西盧阿諾夫，副總理科扎克、戈利科
娃、阿基莫夫等的工作匯報。

兩國總理充分肯定雙方各委員會一年
來務實高效的工作。李克強指出，中方願
將“一帶一路”倡議同歐亞經濟聯盟更好
銜接，保持雙邊貿易穩步增長勢頭，提升
貿易投資便利化水平，努力實現雙邊貿易
額翻一番的目標。共同執行好能源領域大
項目合作，擴大雙向開放，探索煉油一體
化的合作模式。深化科技創新合作，發揮
互補優勢，充分挖掘兩國在基礎研究、應
用研究、科技成果產業化等方面的合作潛

力，辦好中俄科技創新年。進一步拓展雙
方在金融、農業、地方、人文交流領域的
合作，推動中俄關係不斷邁上新水平。

俄外交優先發展對華關係
梅德韋傑夫表示，發展對華關係是

俄方外交優先方向，也符合俄自身發展
的需要。雙方在國際舞台密切合作，主
張多邊領域的國際規則應得到遵守，反
對單邊制裁。在世界形勢不穩定性上
升、保護主義持續抬頭的背景下，俄方
願同中方深化戰略溝通與務實合作，在
開展好能源等傳統領域合作的同時，擴
大在人工智能、機械人等高科技領域合
作，進一步擴大雙方貿易規模，推動能
源、農業、工業、航空航天、核能等領
域合作取得更多豐碩成果，努力實現兩
國貿易額翻番的目標。俄方重視地方合
作和人文交流，願進一步推動兩國地
方、高等院校、青年之間的交流，夯實
兩國關係民意基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于海
江 黑河報道）中國（黑龍江）
自由貿易試驗區黑河片區17日
在黑河揭牌，其標誌性項目──
黑河月星中俄跨境物流樞紐同時
開工，預示着黑河邁入自貿試驗
片區的新時代。

今年8月26日，國務院印
發《關於6個新設自由貿易試驗
區總體方案的通知》，中國（黑
龍江）自由貿易試驗區獲批設
立。黑河自由貿易試驗片區是全
省三個片區之一，也是中國最北
自由貿易試驗片區。這是中國首
次選在邊境口岸城市設立自貿試
驗片區，將進一步擴大對俄合作
領域，促進基礎設施互聯互通，
加速引領當地經濟的快速發展，
逐步形成沿邊口岸物流樞紐和中
俄交流合作重要基地，成為中國
向北開放的重要窗口。

投資額逾30億元
作為黑龍江自貿試驗區黑

河片區啟動的標誌性項目，黑河
月星中俄跨境物流樞紐項目於當

日開工建設，位於中俄黑龍江大
橋中方一側。

該項目是黑龍江自由貿易
試驗區實現物流、加工、商貿、
文旅等功能的重要基礎設施。建
成後，其集散轉運功能將使中國
公鐵運輸網與俄羅斯的西伯利亞
鐵路、聯邦公路網連接起來，在
中俄跨境貿易中發揮骨幹物流樞
紐作用。

該項目是中國最北端的跨
境物流樞紐，位於中俄黑龍江大
橋中方一側，佔地面積約一平方
公里，投資總額約30億元人民
幣。建成後，其集散轉運功能將
連接中國公鐵運輸網與俄羅斯的
西伯利亞鐵路、聯邦公路網，在
中俄跨境貿易中發揮骨幹物流樞
紐作用。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中國自由
貿易區戰略研究院首席專家李光
輝在揭牌儀式上表示，中國（黑
龍江）自貿試驗區的獲批，為黑
龍江省的改革開放搭建了新的開
放平台，也為黑河開放型經濟發
展帶來新的機遇。

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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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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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17日簽署主席令，根據十三屆全國人大常

委會第十三次會議17日下午表決通過的全國人大

常委會關於授予國家勳章和國家榮譽稱號的決定，

授予42人國家勳章、國家榮譽稱號。其中，全國

政協副主席董建華被授予“‘一國兩制’傑出貢獻

者”國家榮譽稱號。

根據主席令，獲得“共和國勳章”的共有“兩彈一星”元
勳于敏、“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等8人；獲得“友誼

勳章”的共有泰國的詩琳通公主等6人，獲得國家榮譽稱號的
共有“嫦娥之父”葉培建、董建華等28人。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主任沈春耀受委員長會議
委託作草案說明時表示，按照黨中央的決策部署，這次授予工
作的法律程序安排是，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會議提出議
案，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並作出決定，國家主席根據全國人大
常委會決定，授予國家勳章和國家榮譽稱號，並簽署國家主席
令。

中國憲法對國家勳章和國家榮譽稱號作出基本規定，國家
勳章和國家榮譽稱號法對這一重要制度作出具體規定，為開展
頒授活動提供了法治保障。

彰顯憲法精神
“此次開展頒授國家勳章和國家榮譽稱號活動，將是現行

憲法公佈施行以來的第一次，具有創制性，是實施憲法關於國
家勳章榮譽制度的重要實踐，對於切實彰顯憲法精神，增強全
民憲法意識，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具有重大意
義。”沈春耀說。

沈春耀表示，開展頒授活動，隆重表彰為國家建設和發展
作出傑出貢獻的功勳模範人物，就是通過肯定他們的歷史功
績，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名義給予他們國家最高榮譽，彰顯其
政治聲譽和崇高地位，向全社會發出關心英雄、珍愛英雄、尊
重英雄的強烈信號。

盼樹榜樣增國家凝聚力
他還指出，授予功勳模範人物勳章榮譽，大力宣揚他們的

豐功偉績，更重要的是通過樹起標杆、立起旗幟，培育和弘揚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增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凝聚力和感
召力，更好地激勵全國各族人民不忘初心，牢記使命，開拓進
取，奮發有為，為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不懈奮
鬥。

國家勳章─“共和國勳章”

核物理學家核物理學家、“、“氫彈之父氫彈之父”” 于敏于敏

山西省平順縣西溝村黨總支副書記山西省平順縣西溝村黨總支副書記 申紀蘭申紀蘭

““中國衛星之父中國衛星之父”” 孫家棟孫家棟

原原5425154251部隊副政治委員部隊副政治委員、、戰鬥英雄戰鬥英雄 李延年李延年

中國建設銀行湖北省來鳳支行原副行長中國建設銀行湖北省來鳳支行原副行長、、戰鬥英雄戰鬥英雄 張張

富清富清

““雜交水稻之父雜交水稻之父”” 袁隆平袁隆平

中國船舶重工集團中國船舶重工集團719719所名譽所長所名譽所長 黃旭華黃旭華

中國中醫科學院中藥研究所青蒿素研究中心主任中國中醫科學院中藥研究所青蒿素研究中心主任 屠呦屠呦

呦呦

國家榮譽稱號

““人民科學家人民科學家””：：

““嫦娥之父嫦娥之父”” 葉培建葉培建

中國科學院數學與系統科學研究院研究員中國科學院數學與系統科學研究院研究員 吳文俊吳文俊

中國科學院國家天文台原首席科學家兼總工程師中國科學院國家天文台原首席科學家兼總工程師 南仁南仁

東東

小兒麻痹症小兒麻痹症““糖丸之父糖丸之父”” 顧方舟顧方舟

““中國核司令中國核司令”” 程開甲程開甲

““人民教育家人民教育家””：：

基礎教育改革的優秀教師基礎教育改革的優秀教師 于漪于漪

中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中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 衛興華衛興華

中國刑法學研究會名譽會長中國刑法學研究會名譽會長 高銘暄高銘暄

““人民藝術家人民藝術家””：：

著名作家著名作家 王蒙王蒙

著名表演藝術家著名表演藝術家 秦怡秦怡

著名歌唱家著名歌唱家 郭蘭英郭蘭英

““人民英雄人民英雄”：”：

公安系統一級英雄模範公安系統一級英雄模範、、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皮山縣公安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皮山縣公安
局原副局長局原副局長 艾熱提艾熱提．．馬木提馬木提

在馬里執行維和任務犧牲的原在馬里執行維和任務犧牲的原6530765307部隊部隊7070分隊班長分隊班長 申申

亮亮亮亮

““鋼鐵戰士鋼鐵戰士”、”、9170891708部隊副部隊長部隊副部隊長 麥賢得麥賢得

捨生命護戰友的捨生命護戰友的9295092950部隊原飛行中隊長部隊原飛行中隊長 張超張超

““人民楷模人民楷模”：”：

國家羽毛球隊原總教練國家羽毛球隊原總教練 王文教王文教

科學治沙探路人科學治沙探路人 王有德王有德

大慶油田有限責任公司原總經理助理大慶油田有限責任公司原總經理助理 王啟民王啟民

江蘇省灌雲縣開山島民兵哨所原所長江蘇省灌雲縣開山島民兵哨所原所長 王繼才王繼才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烏恰縣吉根鄉護邊員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烏恰縣吉根鄉護邊員 布茹瑪汗布茹瑪汗．．毛毛

勒朵勒朵

動過動過4747次手術仍堅持帶領鄉親建設家園的山東省沂源次手術仍堅持帶領鄉親建設家園的山東省沂源
縣西里鎮張家泉村原黨支部書記縣西里鎮張家泉村原黨支部書記 朱彥夫朱彥夫

知名經濟林專家知名經濟林專家、、山區治理專家山區治理專家 李保國李保國

內蒙古自治區烏蘭察布市牧民內蒙古自治區烏蘭察布市牧民 都貴瑪都貴瑪

雲南怒江州委原獨龍江幫扶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雲南怒江州委原獨龍江幫扶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 高德高德

榮榮

民族團結傑出貢獻者民族團結傑出貢獻者：：全國人大常委會前副委員長全國人大常委會前副委員長、、西西
藏自治區前人大常委會主任藏自治區前人大常委會主任 熱地熱地

““一國兩制一國兩制””傑出貢獻者傑出貢獻者：：全國政協副主席全國政協副主席 董建華董建華

外交工作傑出貢獻者外交工作傑出貢獻者：：中國原駐美國大使中國原駐美國大使 李道豫李道豫

文物保護傑出貢獻者文物保護傑出貢獻者：：敦煌研究院名譽院長敦煌研究院名譽院長 樊錦樊錦詩詩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綜合新華社綜合新華社、、人民網及香港文匯報資料室人民網及香港文匯報資料室

獲 獎 人 士 名 單獲 獎 人 士 名 單 （（部分部分））

中俄總理簽逾10項雙邊合作

袁隆平袁隆平

屠呦呦屠呦呦

董建華董建華

樊錦詩樊錦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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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博回歸文物展設香港專區
展示香江搶救徵集國寶成果 港嘉賓冀港青觀展學歷史

圓明園六獸首亮相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作為“回歸之路—新中國
成立70周年流失文物回歸成果展”
的一大看點，6件圓明園獸首銅像被
擺在了展覽入口位置，這也是牛首、
虎首、猴首、豬首、鼠首、兔首時隔
159年再度“重聚”。此外，剛從日
本回歸的曾伯克父青銅組器也在今次
展覽上首秀。

今次展示的牛首、虎首、猴首為
保利藝術博物館藏，豬首則由何鴻燊
捐贈，現藏於保利藝術博物館。鼠首
和兔首是由法國的弗朗索瓦·皮諾捐
贈，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

國家文物局介紹，圓明園獸首銅

像原為圓明園海晏堂十二生肖噴泉構
件，1860年英法聯軍劫掠圓明園後
流失海外。獸首由清乾隆年間西洋畫
師設計，中國宮廷匠師製造，融合東
西方文化特色。

另外，上個月剛從日本回歸的曾
伯克父青銅組器亦亮相展廳。據介
紹，曾伯克父青銅組器一組8件，包
括1鼎、1簋（gui）、1甗（yan）、
1霝（ling）、2盨（xu）、2壺，體
現出典型的春秋早期青銅器的時代風
格，每件青銅器均有銘文，一共多達
330字。這是中國近年來在國際文物
市場成功制止非法交易、實施跨國追
索的價值最高的一批回歸文物。

展覽講述了楊銓、
葉義、曹其鏞等多位港
人將收藏珍品文物捐贈
國家的故事。其中，楊
銓為祖國文物流失倍感

痛心，立志盡畢生之力保護中華文
物。1959年至1964年間，他克服種
種困難，分8批將其珍藏的5,000餘件
（套）文物運回內地，捐獻給國家。
這是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政府接受的
最大規模的文物捐贈。

楊銓捐贈文物包括陶瓷、銅
器、玉石器、漆木竹器、文具等，
時代涵蓋新石器時代至近現代。大
部分文物後劃撥廣東民間工藝博物
館收藏，奠定了該館館藏基礎。

在抗日戰爭中以醫術仁心聞名香
港的葉義，生前多次將自己珍貴的文
物與藝術收藏捐歸公有。去世前他留
下遺囑，將其珍藏的81件犀角文物無
償捐贈給故宮博物院。這批犀角文物
展現了明清時期雕刻家傑出的創造智
慧與藝術才能，是一批極具文化內涵
和民族特色的文物藝術品。

展覽還展出了香港企業家曹其
鏞夫婦捐贈的中國古代漆器。此
前，曹氏夫婦將珍藏的168件(套)中
國古代漆器無償捐贈給浙江省博物
館。這批古代漆器年代跨度從宋元
至明清，數量眾多、品質精良，既
有曾經珍藏於宮廷的官作漆器，也
有民間製漆匠人製作的漆器小品。
浙江省博物館因此改善了漆器文物
收藏的格局與面貌。
■香港文匯報記者江鑫嫻 北京報道

 &

展覽六大看點：
1.圓明夢歸：圓明園獸首銅像重聚（鼠、
牛、虎、兔、猴、豬真品亮相）。

2.《五牛圖》《伯遠帖》《瀟湘圖》《祥龍
石圖》等知名書畫真跡現身。

3.由美國返還的王處直墓彩繪浮雕兩武士合
璧展出，這是中國首次成功叫停國際流失
文物商業拍賣。

4.“方罍之王”皿方罍身首合璧現身展覽。

5.圓明園青銅虎鎣再次與公眾見面。

6.剛從日本回歸的曾伯克父青銅組器首展。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江鑫嫻

中國國家文物局局長劉玉珠在開幕
式上表示，從1949年至今，通

過執法合作、司法訴訟、協商捐贈、
搶救徵集等方式，已成功促成了300
餘批次、15萬餘件流失海外中國文物
的回歸。近幾年中國流失文物追索返
還工作進入了全方位發展、多層次提
高的嶄新階段，文物返還“中國聲
音”顯著增強，文物追索“中國實
踐”備受矚目，文物回歸取得突破性
成就。

《五牛圖》《伯遠帖》專區亮相
在“香港搶救徵集珍貴書畫文

物”專區，民眾可以看到《五牛圖》
及《伯遠帖》真跡。據介紹，民國以
來，由於連年戰亂，大量珍貴文物流
至香港。新中國成立後，在周恩來總
理親自關心下，時任文化部文物局局
長的鄭振鐸成立“香港秘密收購文物
小組”，專門在香港從事珍貴文物搶
救工作，保護和追回了大量流失的文
物。其中，以《中秋帖》《伯遠帖》
的回歸最為後人所樂道。《中秋帖》
《伯遠帖》和現藏於台北故宮博物院
的《快雪時晴帖》被乾隆統稱為“三
希”。中秋、伯遠二帖曾被溥儀攜出
紫禁城，其後幾易其手，輾轉至港。
1951年10月，經過多方努力最終成功
購回，撥交故宮博物院收藏，結束了
兩件國寶長達數十年的顛沛流離。

此後幾年間，“文物小組”有計
劃地徵集了唐韓滉《五牛圖》、五代
董源《瀟湘圖》、五代顧閎中《韓熙
載夜宴圖》（宋摹本）、宋徽宗趙佶
《祥龍石圖》，以及諸多珍貴錢幣等
重要文物，這些文物的回歸，成為新
中國保護文物的一段佳話。為保證文
物安全，今次展覽期間部分珍貴書畫
將交替展出真跡與複製品，《伯遠
帖》《五牛圖》和《瀟湘圖》《祥龍
石圖》等4件書畫真跡各展出一個
月，《中秋帖》和《韓熙載夜宴圖》
目前正處文物休眠期，僅展出複製
品。

盼在港看到更多歷史文化展
來自香港的張素萍女士作為嘉賓

受邀參加展覽開幕式。在參觀完展覽
之後，她表示，舉辦此類成果展非常
有意義。透過展覽，她更全面地了解
了祖國的輝煌歷史，知道文物的流失
和回歸過程，以及包括港人在內的諸
多愛國人士所付出的努力。她希望，
香港的青年人也能多到內地來走一
走、看一看，尤其是通過參觀各大博
物館的展覽，多了解中國歷史，愛
護、保護文物。同時，她也期待能在
香港看到更多這樣高規格的歷史文化
展。

據悉，展覽由文化和旅遊部、國
家文物局主辦，將持續至11月下旬。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回歸之路——

新中國成立70周年流失文物回歸成果展”17日在中國國家博物

館開幕。這是中國首次對流失文物追索返還工作成就進行全景

式展覽。600餘件回歸文物參展，展覽特設“香港搶救徵集珍貴

書畫文物”及“香港搶救徵集珍貴錢幣文物”專區，並講述多

位港人將珍藏的大批文物捐贈給國家的故事。有參加開幕式的

香港嘉賓表示，希望香港的青年一代也能通過參觀各類歷史文

化展，多了解中國歷史，愛護、保護文物。

■《伯遠帖》局部。
記者江鑫嫻 攝

■■觀眾參觀曾伯觀眾參觀曾伯
克父青銅組器克父青銅組器。。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江鑫嫻記者江鑫嫻 攝攝

■■圓明園獸首銅像圓明園獸首銅像。。 香港文匯報記者江鑫嫻香港文匯報記者江鑫嫻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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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博回歸文物展設香港專區
展示香江搶救徵集國寶成果 港嘉賓冀港青觀展學歷史

圓明園六獸首亮相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作為“回歸之路—新中國
成立70周年流失文物回歸成果展”
的一大看點，6件圓明園獸首銅像被
擺在了展覽入口位置，這也是牛首、
虎首、猴首、豬首、鼠首、兔首時隔
159年再度“重聚”。此外，剛從日
本回歸的曾伯克父青銅組器也在今次
展覽上首秀。

今次展示的牛首、虎首、猴首為
保利藝術博物館藏，豬首則由何鴻燊
捐贈，現藏於保利藝術博物館。鼠首
和兔首是由法國的弗朗索瓦·皮諾捐
贈，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

國家文物局介紹，圓明園獸首銅

像原為圓明園海晏堂十二生肖噴泉構
件，1860年英法聯軍劫掠圓明園後
流失海外。獸首由清乾隆年間西洋畫
師設計，中國宮廷匠師製造，融合東
西方文化特色。

另外，上個月剛從日本回歸的曾
伯克父青銅組器亦亮相展廳。據介
紹，曾伯克父青銅組器一組8件，包
括1鼎、1簋（gui）、1甗（yan）、
1霝（ling）、2盨（xu）、2壺，體
現出典型的春秋早期青銅器的時代風
格，每件青銅器均有銘文，一共多達
330字。這是中國近年來在國際文物
市場成功制止非法交易、實施跨國追
索的價值最高的一批回歸文物。

展覽講述了楊銓、
葉義、曹其鏞等多位港
人將收藏珍品文物捐贈
國家的故事。其中，楊
銓為祖國文物流失倍感

痛心，立志盡畢生之力保護中華文
物。1959年至1964年間，他克服種
種困難，分8批將其珍藏的5,000餘件
（套）文物運回內地，捐獻給國家。
這是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政府接受的
最大規模的文物捐贈。

楊銓捐贈文物包括陶瓷、銅
器、玉石器、漆木竹器、文具等，
時代涵蓋新石器時代至近現代。大
部分文物後劃撥廣東民間工藝博物
館收藏，奠定了該館館藏基礎。

在抗日戰爭中以醫術仁心聞名香
港的葉義，生前多次將自己珍貴的文
物與藝術收藏捐歸公有。去世前他留
下遺囑，將其珍藏的81件犀角文物無
償捐贈給故宮博物院。這批犀角文物
展現了明清時期雕刻家傑出的創造智
慧與藝術才能，是一批極具文化內涵
和民族特色的文物藝術品。

展覽還展出了香港企業家曹其
鏞夫婦捐贈的中國古代漆器。此
前，曹氏夫婦將珍藏的168件(套)中
國古代漆器無償捐贈給浙江省博物
館。這批古代漆器年代跨度從宋元
至明清，數量眾多、品質精良，既
有曾經珍藏於宮廷的官作漆器，也
有民間製漆匠人製作的漆器小品。
浙江省博物館因此改善了漆器文物
收藏的格局與面貌。
■香港文匯報記者江鑫嫻 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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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六大看點：
1.圓明夢歸：圓明園獸首銅像重聚（鼠、
牛、虎、兔、猴、豬真品亮相）。

2.《五牛圖》《伯遠帖》《瀟湘圖》《祥龍
石圖》等知名書畫真跡現身。

3.由美國返還的王處直墓彩繪浮雕兩武士合
璧展出，這是中國首次成功叫停國際流失
文物商業拍賣。

4.“方罍之王”皿方罍身首合璧現身展覽。

5.圓明園青銅虎鎣再次與公眾見面。

6.剛從日本回歸的曾伯克父青銅組器首展。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江鑫嫻

中國國家文物局局長劉玉珠在開幕
式上表示，從1949年至今，通

過執法合作、司法訴訟、協商捐贈、
搶救徵集等方式，已成功促成了300
餘批次、15萬餘件流失海外中國文物
的回歸。近幾年中國流失文物追索返
還工作進入了全方位發展、多層次提
高的嶄新階段，文物返還“中國聲
音”顯著增強，文物追索“中國實
踐”備受矚目，文物回歸取得突破性
成就。

《五牛圖》《伯遠帖》專區亮相
在“香港搶救徵集珍貴書畫文

物”專區，民眾可以看到《五牛圖》
及《伯遠帖》真跡。據介紹，民國以
來，由於連年戰亂，大量珍貴文物流
至香港。新中國成立後，在周恩來總
理親自關心下，時任文化部文物局局
長的鄭振鐸成立“香港秘密收購文物
小組”，專門在香港從事珍貴文物搶
救工作，保護和追回了大量流失的文
物。其中，以《中秋帖》《伯遠帖》
的回歸最為後人所樂道。《中秋帖》
《伯遠帖》和現藏於台北故宮博物院
的《快雪時晴帖》被乾隆統稱為“三
希”。中秋、伯遠二帖曾被溥儀攜出
紫禁城，其後幾易其手，輾轉至港。
1951年10月，經過多方努力最終成功
購回，撥交故宮博物院收藏，結束了
兩件國寶長達數十年的顛沛流離。

此後幾年間，“文物小組”有計
劃地徵集了唐韓滉《五牛圖》、五代
董源《瀟湘圖》、五代顧閎中《韓熙
載夜宴圖》（宋摹本）、宋徽宗趙佶
《祥龍石圖》，以及諸多珍貴錢幣等
重要文物，這些文物的回歸，成為新
中國保護文物的一段佳話。為保證文
物安全，今次展覽期間部分珍貴書畫
將交替展出真跡與複製品，《伯遠
帖》《五牛圖》和《瀟湘圖》《祥龍
石圖》等4件書畫真跡各展出一個
月，《中秋帖》和《韓熙載夜宴圖》
目前正處文物休眠期，僅展出複製
品。

盼在港看到更多歷史文化展
來自香港的張素萍女士作為嘉賓

受邀參加展覽開幕式。在參觀完展覽
之後，她表示，舉辦此類成果展非常
有意義。透過展覽，她更全面地了解
了祖國的輝煌歷史，知道文物的流失
和回歸過程，以及包括港人在內的諸
多愛國人士所付出的努力。她希望，
香港的青年人也能多到內地來走一
走、看一看，尤其是通過參觀各大博
物館的展覽，多了解中國歷史，愛
護、保護文物。同時，她也期待能在
香港看到更多這樣高規格的歷史文化
展。

據悉，展覽由文化和旅遊部、國
家文物局主辦，將持續至11月下旬。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回歸之路——

新中國成立70周年流失文物回歸成果展”17日在中國國家博物

館開幕。這是中國首次對流失文物追索返還工作成就進行全景

式展覽。600餘件回歸文物參展，展覽特設“香港搶救徵集珍貴

書畫文物”及“香港搶救徵集珍貴錢幣文物”專區，並講述多

位港人將珍藏的大批文物捐贈給國家的故事。有參加開幕式的

香港嘉賓表示，希望香港的青年一代也能通過參觀各類歷史文

化展，多了解中國歷史，愛護、保護文物。

■《伯遠帖》局部。
記者江鑫嫻 攝

■■觀眾參觀曾伯觀眾參觀曾伯
克父青銅組器克父青銅組器。。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江鑫嫻記者江鑫嫻 攝攝

■■圓明園獸首銅像圓明園獸首銅像。。 香港文匯報記者江鑫嫻香港文匯報記者江鑫嫻 攝攝

2019年9月18日（星期三）中國經濟3 ■責任編輯：何佩珊

百威入場費3030元 大減3成
罕有引入“發售量調整權”集資額或增至518億

據百威亞太公佈，是次IPO發
行逾12.62億股，其中5%在

港公開發售，招股價介乎每股27
至30元，集資最多約379億元。
今次集資額雖較7月時的計劃大削
一半，但仍足以讓百威亞太成為香
港今年新股之最。同時，據彭博匯
編的數據顯示，按379億港元來計
算，百威亞太也是今年的全球IPO
亞軍，僅次於今年5月份在美國上
市的Uber Technologies（其集資
約631.8億港元）。
以每手1,000股計，入場費為

3,030.23元，較7月份初次計劃上
市時大減3成。

市盈率29倍 較潤啤青啤低
招股書顯示，集資額將全數

用於償還公司債務以及對母公司部
分債務。股份將於9月30日於港交
所主板掛牌。摩根大通與摩根士丹

利為聯席保薦人。
以每股 30 元計，百威亞太

2019年市盈率約29倍，比目前的
華潤啤酒 及青島啤的2019預測市
盈率要低，潤啤2019年預測市盈
率57.1倍，青啤2019年預測市盈
率33.3倍。

基投GIC認購10億美元股份
另外還值得留意的是，除了

常見的15%超額配股權外，百威
今次還引入“發售量調整權”，
如發售量調整獲悉數行使，該公
司可發行最多約4.649億股額外發
售股份，佔發售價的發售股份初
始數目合共最多36.8%，可將集
資規模進一步增加139.47億元，
換言之，即最終集資額最多可達
518.18億元。

翻查資料，“發售量調整
權”在港交所於2003年引入後，

2013年的光大銀行招股時曾使用
過。
此外，今次上市百威亞太引

入了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GIC）
為基礎投資者，認購10億美元股
份，並設有6個月禁售期。另外，
公司上次集資計劃擱置後，母公司
百威英博（AB InBev）即以113億
美元出售旗下澳洲業務予日本朝日
集團。換言之，百威亞太已“瘦
身”。

捲土重來將不包括澳洲業務
百威亞太執行董事兼首席執行

官楊克（Jan Craps）17日於記者
會上表示，今次公司捲土重來最大
分別是引入GIC作基礎投資者、派
息比率將改為至少25%以及將不包
括澳洲業務。他強調，出售澳洲業
務可讓公司發展變得更透明，同時
令亞太區東部業務佔比降至30%以

下，令公司得以聚焦發展亞太區西
部業務，如內地與印度，從而使公
司盈利更具增長潛力。
百威亞太曾於7月赴港招股，

當時招股價介乎40至47元，最多
集資約764億元，但沒有引入基礎
投資者，最後因市況反覆而叫停上
市計劃。楊克17日坦言，上次沒
有引入基礎投資者是錯判市場形
勢，而GIC持續看好公司發展前
景及其清晰發展策略，相信是次引
入GIC作基礎投資者後，將可大
大增加市場投資公司的信心。
他續指，儘管現時市況波

動，但相信本次公司是在正確的市
場環境與估值下進行招股，而公司
銳意成為亞太區最優秀啤酒生產商
的決心不變。此外，他又認為香港
作為亞洲金融中心，基本面仍然強
勁，於香港上市長期而言是正確選
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樂）今年新股王事隔

逾兩個月後再度登場。百

威亞太18日起至23日公開

招股，但值得留意的是，

今次牌面上的集資額雖較7

月時的計劃大削一半，但

卻罕有地引入“發售量調

整權”，令公司可以視配

售的超額情況，額外增發

最多約4.649億股，最多可

額外集資139.47億元（港

元，下同），令今次 IPO

的最終集資額最多增至518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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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交所斷然拒絕了港交所

的收購建議後，有消息指港交
所擬敵意收購倫交所，繞過倫
交所的董事會，轉向倫交所的
大小股東埋手，期望買入足夠

的股票，將之納入囊中。近年敵意收購的宗
數已經大幅減少，但在七八十年代，香港就
有多宗經典的敵意收購，轟動一時，至今仍
為老一代股民所津津樂道。但敵意收購往往
令收購成本大增，例子上也不一定會成功。

72年“置地成功飲牛奶”
1972年底，置地提出收購牛奶公司股

權，後者大股東周錫年不接受收購，置地遂
提出敵意收購，即所謂“置地飲牛奶”事
件。置地出動大額現金及發行大量股票，雙
方更於報章上“賣廣告”對戰，一時成為市
場焦點。牛奶公司早期以維護祖業為理由，
其後改變立場，找來王德輝的華懋地產助
戰，希望獲股東支持。

置地則提出1股送5股的換股計劃，結
果在1972年底，置地成功奪得90%牛奶公司
股份，勝出此次收購。但收購事件引致置地
及牛奶公司股價大幅上升，亦成為73年股
災的觸發點，亦為後來置地被六大華商狙擊
埋下伏線。

80年“船王”從置地搶九倉
此外，1980年長和主席李嘉誠及“船

王”包玉剛，曾先後在置地手上搶購九倉，
李氏亦聯同其他華資大孖沙收購置地等交
易，同樣是經典的案例。後來包玉剛不單成
功收購九倉，連會德豐也被他收入囊中。不
可不提的是，有“股壇狙擊手”之稱的華置
“大劉”劉鑾雄，因為華置正是劉鑾雄透過
敵意收購得來的。

86年“大劉”成功狙擊華置
1986年4月，劉鑾雄主持的愛美高宣佈

以每股16.5元（港元，下同）全面收購華
置，數日後再加價至18元，後來對手因資
金不足，被迫放棄對抗，劉鑾雄的愛美高正
式接管華置，亦成為後來“大劉”狙擊其他
公司的旗艦。

狙擊華置成功後，令大劉坐擁3間上市
公司，其後兩年接連發新股集資，並展開新
一輪狙擊行動。首先看中的是“四叔”李兆
基旗下的煤氣，但李兆基是新鴻基證券的創
始人之一，實為股壇“老行尊”，在大劉狙
擊之初已發現異動，及時在市場吸納股份，
成功阻止大劉的狙擊，大劉最後只好將股份
出售於基金，但仍大賺3,400多萬元離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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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威亞太招股資料
全球發售股票

招股價

最多集資額

每手股數

入場費

招股日期

掛牌日期

聯席保薦人

註：*引入“發售量調整權”，可額外
增發最多約4.649億股，額外集資多
139.47億元，令今次IPO的最終集資
額最多增至518.18億元。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岑健樂

逾12.62億股 *，其
中5%在港公開發售

27至30元（港元，下同）

約379億 *

1,000

3,030.23元

9月 18日至9月 23
日

9月30日

摩根大通，摩根士
丹利

■■今年新股王事隔逾兩個月後再度登場今年新股王事隔逾兩個月後再度登場，，百威亞太百威亞太今起招今起招
股股。。右二為百威亞太執行董事兼首席執行官楊克右二為百威亞太執行董事兼首席執行官楊克。。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岑健樂岑健樂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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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台泰警方共同破獲藏匿曼谷的
詐騙集團，逮捕36歲賴姓主嫌等13名台灣籍
民眾。刑事局查出，賴男以假冒檢警、健保局
誆騙台灣民眾，共30多人受害，得手金額為
新台幣7000多萬元。

刑事局今天召開記者會，偵七大隊副大隊
長徐釗斌指出，日前偵辦國內假檢警詐騙案時
，發現被害人提供事證及詐騙電話進線端，得
知部分發話源頭來自泰國，由駐泰警察聯絡官
洽請泰國皇家警察移民總局共同偵辦。

刑事局與泰國警方合作，歷時半年蒐證偵
辦，發現有多項前科的賴姓男子等人涉嫌重大
，並得知賴男承租曼谷南邊一處郊區別墅當跨
境詐騙機房。泰警日前掌握線索，前往攻堅，
當場逮捕賴男等13人，並查扣無線網路分享
器、教戰手冊及被害人個資等物。

刑事局查出，賴男前往曼谷郊區設詐騙機
房，專以假檢警、健保局人員誆騙台灣民眾，
從去年10月起行騙，初步統計已有30多人受
害，遭詐騙金額從上百萬元至上千萬元，得手
總金額約7000萬元，被害人皆為年紀較大的
長輩。

刑事局指出，經分析案情後彙整提供泰國
警方協查，因查獲犯嫌皆是台灣籍民眾，經與
泰警移民總局協商，泰警考量雙方長期合作友
好關係，決定把犯嫌及證物全數移交台灣警方
進行後續追查。

賴男等13人在今年9月初遣返回台，刑
事局警訊後依詐欺等罪嫌把賴男等人移送桃園
地檢署偵辦，呼籲民眾可多向長輩宣導反詐騙
知識，或打165反詐騙專線諮詢。

台泰警聯手破詐騙集團 逮13台籍犯嫌遣返法辦

（中央社）時力仲裁委員會3日決議維持
不分區立委高潞．以用除名裁決後，高潞向法
院聲請停止執行，阻中選會以函文通知立法院
註銷她的立委名籍。法院今天認定聲請於法不
合，予以駁回。

高潞．以用日前因案遭時代力量紀律委員
會除名，她不服向仲裁委員會申訴；仲裁委員
9月3日開會後，決議維持紀律委員會的裁決

，予以除名。
有關中央選舉委員會9月4日發函通知立

法院，請立法院註銷她的立法委員名籍。高潞
．以用向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聲請停止執行。

法院認定，高潞．以用的立法委員資格，
非因中選會函文而消滅，函文的性質屬於觀念
通知，不是行政處分，且與停止執行的要件無
關，本件於法不合，駁回聲請。全案可抗告。

高潞向法院聲請阻中選會除名函文 遭到駁回

（中央社）廣大興案馬尼拉地區初審法院宣
判，8名開槍的菲律賓海岸防衛隊人員判刑，已
轉任律師的昔日承辦檢察官劉嘉凱今天表示，當
時全案蒐證完備，起訴罪證還獲菲方採納，功不
可沒。

2013年5月9日，菲律賓巡邏艇在台菲重疊
海域射擊台灣 「廣大興28號」 漁船，造成船員洪
石成中彈身亡，馬尼拉地區初審法院判處8名開
槍的菲律賓海岸防衛隊人員8年又1天到14年8
個月又1天不等徒刑。

時任屏東地檢署檢察官的高雄市浩業法律事
務所律師劉嘉凱當時承辦廣大興案，他下午在律
師事務所接受媒體聯訪回憶當時辦案情況。

劉嘉凱當時往返台菲兩地辦案，馬拉松式偵
訊相關涉案人員，並多次登上 「廣大興28號」 漁
船及菲國公務船勘驗，案發後3個月後將全案起
訴。

劉嘉凱指出，當時跟承辦檢警人員與正處低
氣壓中的家屬到屏東縣小琉球大福漁港登上 「廣
大興28號」 辦案，看見船身彈孔、彈痕累累，令
人怵目驚心，當下的心情與家屬一樣難過；他並
對漁船在經濟海域內作業卻遭菲律賓公務船掃射
攻擊而出人命，深表同情，決心為家屬討回公道
。

他說，雖然台菲兩地司法制度不同，以國內

殺人罪刑期10年以上，菲國法院對本案的判刑雖
不滿意但還可以接受。

劉嘉凱表示，當時與承辦檢警人員對全案蒐
證相當認真且齊全，不僅在台對死者相驗並對漁
船現場勘驗，還赴菲律賓登上菲律賓公務船勘驗
；他到菲律賓辦案從一早8時開始，往往一路訊
問被告到隔天凌晨，赴菲辦案期間受到漁業署、
外交部駐菲人員幫很大的忙。

他提到，全案起訴後，菲國檢察官也多次來
台採證台灣檢警蒐證的罪證，為確認罪證，自己
當時也接受過來台的菲律賓檢察官詢問2、3次，
並協同他們去台北法務部拜會或南下屏東看現場
，甚至菲國法院還一度要請他出庭作證，但後來
幾經溝通對方就以罪證取代人證。

劉嘉凱認為，台菲司法制度不同，但菲國法
院能採納台灣起訴的罪證，經雙方司法合作一起
將被告繩之以法，值得肯定。他說，本案起訴罪
證完備且明確，未來無論兩造任何一方要上訴，
相信罪證都經得起檢驗。

至於死者洪石成女兒洪慈綪對本案政府處理
不盡滿意，劉嘉凱表示，參與本案偵辦過程後深
覺得政府包括法務部、外交部及漁業署等單位都
已盡了全力，洪慈綪可能因沒有全程參與而有所
誤解。

廣大興案宣判 昔辦案檢察官：起訴罪證功不可沒

（中央社）調查局舉辦 「FUN禦我最行，
英雄你來當」 全民保防有獎徵答活動，總獎項
價值超過新台幣41萬元，共吸引64萬餘人次
參加，今天公開抽出APPLE手機等196個好
禮得獎者。

法務部調查局長呂文忠致詞時表示，希望
藉此讓民眾深入了解安全維護的重要性，本次
活動吸引64萬餘人次參加，網站瀏覽人數近
400多萬人次，雙雙創下歷史新高，充分感受
到民眾的熱情。

本次活動由藝人舒子晨擔任代言人，舒子
晨今天在抽獎典禮上表示，年輕時曾遇過網友
以贈送線上遊戲點數為由，要她提供父母的信

用卡卡號，因此對於網路安全有深刻體認，希
望藉此呼籲民眾要特別小心網路上的安全問題
。

有獎徵答採網路進行，10個問題出自於
調查局宣導影片 「你是透明人嗎？」 、 「你被
黑了嗎？」 ，內容涵蓋營業秘密、個資保護、
假訊息等。

調查局今天下午在律師見證下舉辦抽獎典
禮，抽出196名得獎者，全國保防工作會報組
成機關也一同參與，代表著所有會報機關通力
合作，一起在各個專業領域上，對全民安全防
護盡心力。

（中央社）桃園市警局中壢分局表示，一
名41歲古姓男子今天下午前往派出所投案，
並表示因與友人發生口角，情緒失控下憤而持
刀將59歲陳姓友人殺害，目前警方已經著手
調查以釐清案情。

中壢分局副分局長洪漢周接受媒體聯訪表
示，下午3時12分接獲報案，在長樂街一處
民宅有人呼喊救命，並看到全身是血的男子逃
逸，中壢分局立即通知所轄的文化派出所員警
到達現場查處，在警消抵達現場後進入屋內，
在民宅內發現一具屍體。

洪漢周表示，內壢派出所隨即於下午3時
21分，接獲一名41歲古姓男子到派出所投案
，並表示因與朋友發生口角，在情緒失控下，
憤而持刀將59歲陳姓友人殺害。

洪漢周說，古男與死者陳男原本是朋友關
係，借住在陳男家約3個月的時間後，3、4月
份時遭陳男趕出家門，今天下午3時許，古男
前往死者家中理論，後來因為一言不合雙方互
毆，古男在氣憤之下，拿了陳男家中的殺魚刀
與菜刀，砍殺陳男致死，然後古男再拿著2把
凶刀前往附近的派出所投案。

桃園男子與友口角引殺機雙刀砍死人投案

調查局全民保防有獎徵答 64萬餘人次參加創新高

108108年公務員高普考試放榜年公務員高普考試放榜
考選部考選部1818日舉行日舉行 「「108108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暨普通考試放榜典禮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暨普通考試放榜典禮」」 ，，典試委員長典試委員長、、考考

試院副院長李逸洋試院副院長李逸洋（（中中））親自點榜親自點榜。。

遇上百年大震遇上百年大震 張鴻銘拚命救災一個都不放棄張鴻銘拚命救災一個都不放棄
2020年前的九二一地震重創中台灣年前的九二一地震重創中台灣，，時任埔里鎮長的張鴻銘深知必須做出抉擇時任埔里鎮長的張鴻銘深知必須做出抉擇，，因而斷因而斷

然採取許多被視為瘋狂的救災行動然採取許多被視為瘋狂的救災行動，，包括封鎖加油站包括封鎖加油站、、鋸腿保命等非常措施鋸腿保命等非常措施，，雖飽受外界雖飽受外界
批評批評，，但卻因此挽救無數寶貴性命但卻因此挽救無數寶貴性命。。

台灣安全監控資安升級台灣安全監控資安升級 吸引國外客戶下單吸引國外客戶下單
奇偶科技經理林重光奇偶科技經理林重光（（圖圖））說說，，中美貿易戰之前中美貿易戰之前，，就有客戶詢問產品有無資安防護的驗證就有客戶詢問產品有無資安防護的驗證，，再再

加上中國相關產品持續被揭露疑配合中國政府要求開後門加上中國相關產品持續被揭露疑配合中國政府要求開後門，，資安堪慮資安堪慮；；當外國客戶看過當外國客戶看過TAICSTAICS的的
資安驗證文件後資安驗證文件後，，台灣業者就取得商機了台灣業者就取得商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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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话题

本栏目主持人：陈振凯

今非昔比 中国变化日新月异

“作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中国过
去 10 年为世界经济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阿
根廷天主教大学“全球时代中国研究”研究生
部主任、阿根廷国际关系委员会中国工作组主
席乔治·易·马勒纳对中国当代史了然于胸：

“新中国成立让中国站起来；改革开放让中国
富起来；新时代，肩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的伟大使命，中国正在强起来。”

马勒纳深谙中国历史，缘于学术研究，更缘
于 40 年间与中国的亲密接触。1979 年，14 岁的
他第一次到中国，几年的生活学习经历成为他终
生难忘的记忆。“截至去年，我到过中国 12
次。”这位爱吃糖醋鱼和饺子的“中国通”，很喜
欢跟人介绍自己的中文名“马恩豪”。

瑞士呼吸系统疾病药物研究专家、长风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让·马克·博维特，也有
一个中文名“博江盟”。1986年，作为一个背包
客，博维特游历了中国多地。“那时中国实行改
革开放不久，市场经济刚刚起步。”他回忆说，

“当时有人告诉我，对一个中国家庭而言，最幸
福的三件事是拥有洗衣机、电视机和电冰箱。”

33年间，洗衣机、电视机和电冰箱，早已是
中国百姓家的寻常之物。博维特表示：“现在，
中国的现代化水平与西方国家不相上下，在电子
支付、公共交通、移动社交平台等领域甚至超越
大多数西方国家。”

设想离开中国 10 余年后归来，你会看到怎

样的变化？南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加拿大
籍教授阿卜杜勒·加尼·瑞泽普对此深有感触。

1987 年，瑞泽普第一次到中国。他记得，
那时的北京是个比较安静的城市，没有很多汽
车，但有很多自行车，人们对外国人充满好
奇。再次到中国已是 2000 年。在上海，他惊喜
地看到一个现代化的繁华大都市，“崭新闪亮的
高大建筑鳞次栉比，车水马龙的宽阔道路热闹
喧嚣。”

“中国70年的发展成就太了不起了！在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这个特殊时刻，中
国人都备感自豪，我真诚地向中国人民表示祝
贺。”2018年，几经考察，斯洛文尼亚物理学家
鲁道夫·波特卡尼克到中国科学院大学物理学院
任教，仅仅一年，他便发现：“在中国，人们对
未来充满乐观和信心。”

艰苦奋斗 中国成绩来之不易

“不到中国，就不知道中国的美和好。”北京
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德国籍教授大卫·巴拓
识赞叹，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反腐败和社会发
展方面都取得了巨大进步，减贫成就在人类历史
上更是独一无二。

中国成就，入眼入心。外籍专家学者纷纷赞
叹：亮眼的中国成绩单来之不易！

“中国的成功是在长期艰苦奋斗和顽强探索
中取得的，深层次原因是深厚的文化积淀和伟大
的民族精神。”巴拓识表示，中国善于从历史中
汲取经验教训，具有极强的学习能力和自我革新

能力。
对此，瑞泽普也深以为然：“中国政府拥有

强大、坚定和组织良好的领导力，制定了明确的
目标和计划。中国人中不乏敏锐的学习者，他们
富有进取心，吃苦耐劳，不会被任何艰难险阻吓
倒。此外，中国不断向世界扩大开放，愿同各国
建立友好合作关系。”

“我能感受到，越来越多的创新来自中国。”
博维特说，在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基础上，一些
中国制造商的自主创新能力正在飞速提升，这使
得中国的企业和产品在国际市场上越来越有竞争
力，“这应归功于中国大学优质的教育。”

波特卡尼克表示：“中国对科学和教育的重
视程度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科学和教育是一个国
家发展的‘二级基础设施’，中国正在通过设置
明晰的教育目标，为国家创新发展注入持久动
力。”

“在我的专业领域——土木工程领域，中国
已成为世界领先者。中国在桥梁和建筑领域的设
计、施工能力在世界上首屈一指。”瑞泽普认
为，这与中国科研人员在工程领域的科研创新密
不可分：“他们通过高质量的学术出版物与世界
分享研究成果，并积极与世界各地的同行合作研
究。这种精神令人敬佩。”

文明互鉴 中国经验启迪世界

“之前，我只是从书籍和西方媒体报道中了
解中国，很不充分。到中国后，眼见为实，我很
难用语言描述中国的发展成就带给我的震撼。”

波特卡尼克感慨万千。
“对于那些从未到过中国的朋友，他们并不

了解中国的发展状况。”为此，博维特当起民间
大使，“当与家人、朋友谈论我在中国的经历
时，我尽我所能地介绍中国在经济、科技领域日
新月异的发展速度。”

在“博维特”们的努力下，中国正在向世界
释放越来越强大的吸引力。

马勒纳表示，在拉丁美洲，伴随中拉关系的
火热升温，关于中国的学术研究在过去 20 年间
飞速发展。拉美的汉学家正从对中国的研究中寻
找启发。

“世界可以向中国学习借鉴发展战略和扶贫
经验。”瑞泽普说，“希望未来更多人到中国访问
和学习。大家会发现这是一个充满智慧的国家。”

中国经验“圈粉”世界，中国理念启迪世
界。“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有很多共通之处，可
以相互借鉴，共同推动人类文明向前发展。”巴
拓识认为，人类要在地球上实现可持续发展，必
须创新理念，摆脱以自我为中心的单边主义，在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框架中思考问题，而中国正是
这一创新理念的提出者。中国坚持多边主义、包
容互鉴、合作共赢等理念，这些都是人类未来需
要努力的方向。

“人类面临多重挑战，世界需要‘希望’引
领航向，走出迷雾。也许中国能用理念和行动为

‘希望’一词注入强大能量。”波特卡尼克说，希
望西方世界可以放下傲慢与偏见，填补对中国的
认识盲区，正视中国的发展成就，并从中国的发
展中汲取有益经验。

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
世界眼中的新中国

外籍专家学者盛赞新中国70年发展成就

“不到中国，就不知道中国的美和好”
本报记者 贾平凡

在新中国70年的发展历程中，有这样一群见证者和参与者，他们是从世界各地络绎不绝走进中国的国
际友人。到中国旅行、工作和生活，使他们拥有多重身份：在中国人眼中，他们是亲切友好的外国朋友；在
亲友眼中，他们是了不起的“中国通”；在国际社会，他们是离中国最近的观察者。中国的发展状况如何？
他们很有发言权。

近日，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5位有在中国工作和生活经历的外籍专家学者纷纷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0周年，盛赞中国70年发展成就，期待中国未来更有作为。

辉煌中国·力量篇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
周年，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
第70个年头。

风雨兼程70年，中国共产党为
什么赢得了中国民众的拥护和支
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
何以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行稳致
远？中国社会面貌何以发生翻天覆
地的变化？中国人民的生活何以芝
麻开花节节高？习近平总书记对此
的回答无比坚定——“就因为我们
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
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

这就是初心的力量。小可以使
之大，危可以使之安，贫可以使之
富，弱可以使之强。为什么有这么
强大的力量？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

的初心，连着中国人民的心。近代
以来，中国人民期盼着生活安定祥
和、越过越好，期盼着祖国繁荣昌
盛、蒸蒸日上，期盼着中华民族自
立自强、重现辉煌，而这正是一代
代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英勇奋
斗的根本动力之所在。古人说：圣
人本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当代
中国共产党人，正是以中国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天地立心，天
地由此而开生面，历史由此而开新
篇。

70年前尘往事，留下多少令人
怀想、令人感佩的瞬间——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
尽舜尧。”这是 1958 年的毛泽东同
志。“读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余
江县消灭了血吸虫。浮想联翩，夜
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
望南天，欣然命笔。”他满怀着对
人民的礼赞，写下了充满壮心与激

情的中国诗篇。
“领了 工 资 …… 留 下 生 活 费

……其余全部买化肥农药，支援
农业……我不要房子，不要给我
盖房子……”这是 1986 年的甘祖
昌同志。这位从井冈山走出来的
开国将军，新中国成立后主动解
甲归田当农民，他用最后的遗言
写完了自己毕生的信仰。

“走到一个僻静角落，悄悄地
背 过 身 子 ， 掏 出 手 绢 偷 偷 擦 眼
泪。”这是 2007 年的孙家栋同志。
当中国第一颗探月卫星“嫦娥一
号”奔月成功后，这位曾经最年轻
的“两弹一星”元勋、如今最年老
的探月工程总设计师，用泪水诠释
他的忠诚无悔。

“和我一起并肩作战的战友，
有多少都牺牲了。他们的功劳，比
我要大得多。”这是 2018 年的张富
清同志。当年的突击队长、战斗英

雄，曾经百战归来，曾经深藏功
名，如今在鲐背之年，他挺起身
姿，向后代子孙讲述一个中共党员
该有怎样的战士风骨。

“一个人，燃尽了青春，把爱
与希望种在无数人心中……”这是
2019年的黄文秀同志。这位年仅30
岁的驻村第一书记，在冒着暴雨连
夜赶往工作岗位的路上遭遇山洪牺
牲，留下一首村民为她写的歌，凝
聚起人们心中的力量。

……
他们的人生如此不同，他们的

初心却如此一样！他们有同样的身
份——中国共产党党员。他们举起
镰刀锤头的旗帜改造世界，也用刀
刃向内的勇气革新自我。他们是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脊梁，他们也是中
华民族伟大精神的传人。他们将青
春与生命奉献给国家和人民，也用
信仰的火炬照亮中国未来的前程。

他们又不仅仅只是“他们”，
他们也是“我们”——我们都是中
国人，我们都是为了中国“强起
来”而工作的奋斗者，是为了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的追梦人。虽
然未来道路上会有山高水远、风急
雨骤，我们也要一起勇敢地向着未
来奔跑。

在新中国成立70年的时候，我
们宣示充满自信地迎接下一个 70
年。只要初心不改、矢志不渝，在
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人民一
定能够取得新长征的胜利，一定能
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

（作者为本报评论员）

70 年：初心的力量
■ 杨 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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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快報活動快報 99月月2121日至日至99月月2222
日日
國慶盃網球賽國慶盃網球賽
中央大學校友會主辦中央大學校友會主辦
99--2121--20192019（（Sat)Sat)上午上午 88時至時至
中午中午1212時時

Memorial Park Tennis CenterMemorial Park Tennis Center
15001500E Memorial Loop Drive,E Memorial Loop Drive,
Houston,TX.Houston,TX.7700777007

國慶花藝展國慶花藝展
松年學院主辦松年學院主辦

99--2121 （（Sat) &Sat) &99--2222--20192019
(Sun)(Sun)上午上午1010時至下午時至下午55時時
僑教中心大禮堂僑教中心大禮堂
1030310303 Westoffice Dr., HousWestoffice Dr., Hous--
ton,TX.ton,TX.7704277042

歡迎國慶文化訪問團晚宴及記歡迎國慶文化訪問團晚宴及記
者會者會
國慶籌備會主辦國慶籌備會主辦
99--2121--20192019（（Sat)Sat)下午下午77時時
姚餐廳姚餐廳
97559755 Westheimer Rd. HousWestheimer Rd. Hous--

ton,TX.ton,TX.7704277042

海洋慶典海洋慶典108108年國慶文化訪問年國慶文化訪問
團團
舞鈴劇場美洲巡迴訪演舞鈴劇場美洲巡迴訪演
國慶籌備會主辦國慶籌備會主辦

99--2222--20192019（（Sun)Sun)下午下午77時時
Stafford CentreStafford Centre
1050510505 Cash Road, Stafford,Cash Road, Stafford,
TX.TX.7747777477

活動活動
快報快報

















九月八日晚上今年的炎黃中秋大型綜藝晚會在一千多人
的史丹佛大劇院完美落幕。出席晚會的有晚會主席黃孔威，
共同主席楊萬青，王宇，王冬梅，名譽主席謝忠，楊德清，
顧問林國雄，邵啟明，楊俊義，貴賓有Stafford City 議員譚
秋晴，金城銀行總經理黃國樑夫婦，恆豐銀行副總裁徐朗夫
婦，德州廣東總會會長商粵生，前會長徐松煥，林西河堂主
席羅秀娟，華夏學人協會會長黃華，前會長陳新華夫婦，休
士頓台灣聯誼會前會長金俊家夫婦，香港會館唐國珍，休士
頓黃氏宗親會財務理事黃達濤，幹事黃廷標，樓業董事會名
譽董事黃湘寶黃順桃，婦女部顧問黃克晴，副主任梁揚燕，
黃惠清，黃金蓮，黃英等。由王宇籌劃導演的節目精彩動人
，來自國內和本地演員同台表演，呈現的多種藝術高水平表
演感動了廣大觀眾。舞台總監鍾玲，節目鑑制張艾 孫熙海，
藝術指導肖楫，高曉慧 陶非。節目主持人陸峻 張傛軒 劉金
璐 王勁將全場節目統籌得很好，風采動人。各種文藝節目有
紅扇舞蹈的舞蹈《呀啦嗦》，週潔曉慧舞蹈學校的舞蹈《收
穫Harvest》，休斯頓民樂團的器樂合奏《山丹丹花開紅艷艷》
& 《彩雲追月》（由肖楫指揮），王宇遲晶達韓麗玫的女高音三
重唱《月圓的時候》，特邀中國北京著名戲曲民歌演員齊虹的戲
曲水袖舞《夜深沉清秋圓月》，豫劇聯唱《朝陽溝好地方》《親
家母你坐下》&《花木蘭》和獨唱《龍船調》，真是多才多藝，
觀眾不斷的鼓掌。糖城女子團體拉丁舞隊的《拉丁舞組合》和華
夏中文學校 Katy舞蹈隊的舞蹈《剪窗花 & 采薇》也生動活潑。
張艾和孫熙海的男女聲二重唱《離別草原》很好，不減當年，他
們在2006年已經在黃氏宗親會主辦的《端午鄉情大型綜藝晚會
》上唱出了名，是休士頓有名的組合。王冬梅和胡辛暑的京劇對

唱《在那桃花盛開的地方》別開風格，唱出蔣大為的風
味。米君秀和陳新華，姚奇志和陳昌義，遲晶達和韓麗
玫的歌曲聯唱《望月》& 《請跟我來》& 《長江之歌》
都很感人。由思楊和王宇演唱，週潔曉慧舞蹈學校伴舞
的歌舞《Time to say goodbye》更是最佳組合。由休士頓著名
的小品編導藝術家李舞玲導演的小品《三百六十五個祝福》由李
舞玲 顧劍華 陸峻 周利軍 華彬演出很精彩動人。休士頓著名朗
誦名家董思奇的詩朗誦《母親的味道》（作者：楊永珍 , 特邀助
演：徐詠瓊 林勝清 朱萱）也很感人。由休斯頓民樂團藝術名家
楊萬青等手風琴合奏的《匈牙利舞曲第5號》《俄羅斯歌曲聯奏

》很精彩動人。藍韻旗袍隊的旗袍秀《笑顏開》場面感人。休士
頓炎黃合唱隊與全體演員的大合唱《黃帝頌》（Alejandro Soto
指揮），表達了休士頓炎黃子孫對黃帝的懷念敬仰之情。贊助晚
會的有黃明頂 楊萬青 黃家麟 黃孔威/梁揚燕，王宇，王冬梅，
黃湘寶/黃金蓮，裕威參行黃國禎/劉小梅，揚德清，黃惠清，黃
珊珊，永福公司，金城銀行，美南銀行等

2019 炎黃中秋大型綜藝晚會在休士頓成功舉行

由休斯敦著名的小品編導藝術家李舞玲導演的小品由休斯敦著名的小品編導藝術家李舞玲導演的小品 「「三百三百
六十五個祝福六十五個祝福」」 由李舞玲由李舞玲、、顧劍華顧劍華、、主持人陸峻主持人陸峻、、周利軍周利軍
、、華彬演出很精彩動人華彬演出很精彩動人。（。（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特邀中國北京著名戲曲民歌演員齊虹的戲曲水袖舞特邀中國北京著名戲曲民歌演員齊虹的戲曲水袖舞 「「夜深夜深
沈清秋圓月沈清秋圓月」」 ，，廣受歡迎廣受歡迎。（。（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休士頓炎黃合唱隊與全體演員及黃氏宗親會會長黃孔威休士頓炎黃合唱隊與全體演員及黃氏宗親會會長黃孔威、、
Stafford CityStafford City市議員譚秋晴市議員譚秋晴、、楊萬青博士的大合唱楊萬青博士的大合唱 「「黃帝頌黃帝頌
」」 （（Alejandro SotoAlejandro Soto指揮指揮），），表達了休士頓炎黃子孫對黃帝表達了休士頓炎黃子孫對黃帝
的懷念敬仰之情的懷念敬仰之情。（。（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休斯頓民樂團的器樂合奏休斯頓民樂團的器樂合奏 「「山丹丹花開紅艷艷山丹丹花開紅艷艷」」 && 「「彩雲追月彩雲追月」」 ，，由由
肖揖指揮肖揖指揮。（。（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藍韻旗袍隊的旗袍秀藍韻旗袍隊的旗袍秀 「「笑顏開笑顏開」」 場面感人場面感人。。((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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