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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吸力,

方太第三代侧吸油烟机全新上市!
FOTILE’S 3RD GENERATION OF SIDE-DRAFT RANGE HOOD

挥手就来!
WAVE AT FUTURE VENTILATION POWER

Free basic installation

 預售日期：

MORE FEATURES, MORE POWERFUL!

增值不加價預購包基本安裝

11/15-11/28
Pre-Order Duration

分享即送額外3年有效質保，延長8年！
1.谷歌地圖 / Yelp / 微信朋友圈 /  INS / FB壹平臺嗮圖好評；

2.掃碼添加 “FOTILEUS”客服，進行驗證

WWW.FOTILEGLOBAL.COM/US

FOTILE KITCHEN APPLIANCE
地址：3510 Hwy 6, Sugar Land, TX 77478

電話： 281-201-8186

假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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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33綜合經濟

Westing 醫療診所
毛誌江醫生 MD PHD. 40 多年臨床經驗

主治 

家庭全科/專治打呼嚕/睡眠健康/心血管健康/精力不濟
亞健康/移民體檢/常規體檢/遠程診斷/遠程視頻會診

Tel:346-777-6688 
地址： 6918 Corporate Dr, A-13,Houston, TX 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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趕進度，控成本
波音飛機安全隱患折射企業文化

據報道，在波音737 Max陷入信任

危機，波音737NG型飛機因發現裂紋而

停飛時，波音787夢幻客機也被指存在

安全隱患。

近日，壹位波音退休工程師巴奈特

實名舉報，787 夢幻客機的供氧系統

有缺陷，壹旦遇到機艙突然減壓的情

況，系統可能不工作。巴奈特認為，

他發現的問題折射出波音的企業文化

，管理層只重進度和降低成本，不關

心安全質量。

對此，波音公司堅決否認，稱所

有的波音飛機都符合最高安全和質量

標準。

“趕進度、控成本”
約翰•巴奈特(John Barnett)2017年

因健康原因退休前曾在波音公司工作了

32年，最後7年在南卡羅來納州北查爾

斯頓波音飛機制造廠，負責質量控制。

他說，測試結果顯示，多達四分之

壹的供氧系統有缺疵，這些質量有問題

的部件是在壹個波音工廠的生產線上安

裝的，而且是在知情的情況下安裝的。

目前，世界上最先進的波音787夢

幻客機由兩家波音工廠總裝，其中壹家

是巴奈特曾就職的北查爾斯頓波音工廠

。

巴奈特告訴BBC記者西奧•萊格特

(Theo Leggett)，他2016年發現部分應急

氧氣系統有問題，氧氣瓶在需要的時候

不釋放氧氣。作為質量控制經理，他安

排了壹次測試，由波音公司的研發部門

對300套機艙乘客應急氧氣系統進行模

擬檢測，結果發現25%不達標。

他向公司高層提出了這個問題，但

沒有得到回應，於是在 2017 年向聯邦

航空管理局(FAA)投訴無果；FAA稱，

波音公司表示“已經在著手解決這個問

題”。

波音承認，承包商提供的部分氧氣

瓶有問題，都已經從生產線上撤下來，

公司也已經在跟供應商交涉。

波音公司還表示，波音飛機上的每

壹個應急氧氣系統在飛機交貨前都經過

多次測試，通不過的都得更換。

現年57歲的巴奈特

正在跟波音公司打官司

，指控公司詆毀品格、

阻撓事業，最終導致他

退休。公司反駁說，巴

奈特早有計劃退休，而

且最後也是自願退休，

公司“沒有對巴奈特先

生繼續從事他自己選擇

的職業的能力產生任何

負面影響”。

波音還指出，公司

鼓勵員工表達意見、報

告隱患。

空難折射出的企業
文化

2019年上半年，埃

塞俄比亞航空公司的波

音 737 Max 客機空難

發生後，有4名波音前

員工和現職員工向FAA舉報他們認為的

隱患。

巴奈特認為，他發現的問題折射出

波音的企業文化，管理層只重進度和降

低成本，不關心安全質量。

這個看法得到另壹位前波音工程師

的贊同。亞當•迪克森(Adam Dickson)

曾在華盛頓州蘭敦的波音工廠參與 737

Max 飛機的生產。

他對BBC表示，那裏也是只講進度

，不管程序和質量。他所在的團隊經常

要為程序和質量問題跟車間交涉，求助

公司高層沒用。

2019年10月，美國壹位民主黨眾議

員在國會聽證會上讀了波音737 Max工

廠壹名資深經理的電郵，稱生產線上的

進度壓力太大，導致員工或者故意或者

下意識地規避、違反現有規則，影響到

產品質量。電郵的作者還提到，他平生

第壹次對自己家人搭乘波音飛機產生顧

慮。

波音公司高層表示正在與FAA合作

，提高安全和質量檢驗標準，飛機下線

離廠前要經過多重安全檢測和試飛，以

及方方面面的檢查。

承諾改正，但沒有行動
據路透社報道，過去幾年裏，美國

聯邦航空管理局(FAA)經常發現波音的安

全問題，責令改正，公司承諾改正，但

沒有行動。如果這些安全不合規案例都

訴諸法庭，那麼罰款金額或高達數千萬

美元。

這些安全問題包括壹家日本承包商

多年來壹直在偽造波音777貨艙艙門證

書；美國的波音工廠技師把工具留在機

翼裏，而且就在控制機翼活動的電纜旁

邊；787飛機的電路網安裝不規範……

路透社引述壹名不願透露姓名的

FAA官員說，最後監管當局決定把所有

查出的問題打包，跟波音公司談判解決

方案。

2015年聖誕節前，雙方達成壹攬子

協議，波音交1200萬美元罰款，並承諾

5年內從各個層面完善安全機制，從企

業文化到操作準則，包括提高透明度，

以達到並超過政府規定的最低安全標準

。

然後，2018年10月和2019年3月，

先後發生兩起重大空難事故，壹次在亞

洲，壹次在非洲，總共346人喪生。兩

架失事客機都是波音737 Max，墜機原

因後來查明都跟壹款叫MCAS的軟件有

關。

時隔半個世紀，似曾相識的“套
路”

波音公司歷史上曾有過創新遭遇危

機的先例。

1965年冬到1966年春，4個月不到

的時間，有4架波音727客機墜毀。這款

飛機是波音1964年推出的最新機型，技

術領先全球，當年在市場上的地位跟被

停飛前的737 Max差不多。

這款3引擎客機比 4引擎飛機更省

油，機翼超大，襟翼系統精密，使它在

跑道較短、空間較局促的機場也能自如

起降，操作也更簡便。

當時對那4起空難的調查發現，不

少飛行員沒有完全理解這種全新的襟翼

系統，降落時速度太快。飛機本身沒有

問題。

美國民航監管當局在第三起空難發

生後的次日就宣布，波音公司需要為飛

行員提供更多培訓，但沒有理由停飛

727。

波音隨後更新了飛機操作手冊和步

驟，727後來成了公司最暢銷的產品，

穩坐空中霸主地位30年，直到2003年全

部退役。

不過，半個世紀前公眾對監管當局

的決定並不買賬，自發抵制。空難發生

後半年內，許多用727客機的航班都只

有壹半的乘客。

時隔半個世紀，波音公司今天也在

更新737 Max 8飛行員的培訓和相關軟

件。

但這次，FAA在第二起空難發生後

迅速下令737 Max 8停飛，直到能夠確

定波音的更新、改進措施生效。

波音最近委托獨立機構就飛機生

產的安全規程做評估，結果沒有發現

令人擔憂的問題。但評估報告公布後

不久，2019 年 9 月，波音宣布成立壹

個新的“產品和服務安全部門”，還

有壹些其它涉及安全和質量控制的機

構性調整。

這個部門的職責包括“就不合理的

壓力和員工匿名提出的產品與安全隱患

展開調查”。

波音已經向FAA提交恢復737 Max

適航證的申請，預計年內可以獲準。

美國航空公司(AA)10月上旬宣布，

準備2020年 1月重新啟用波音737 Max

客機，逐漸分批讓737 Max 客機重新上

天。

不過，巴奈特保持懷疑。

他說，根據自己的經驗和過往的空

難歷史，他認為787夢幻客機早晚會出

大事。

“但願我是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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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12日（星期二）神州大地2 ■責任編輯：徐曉明

2019年度“最美的書”（原“中
國最美的書”）評選結果11日在滬揭
曉，共有25種圖書在來自全國各地
106家出版社的342份參賽作品中脫
穎而出，榮獲本年度“最美的書”稱
號，並將代表中國參加在德國萊比錫
舉行的2020年度“世界最美的書”評
選，這將是飽含中國氣質的“最美的
書”連續第17次在世界舞台上與各國
同行的作品同場競艷。

翻開這25種“最美的書”，我們
能在方寸中感受設計師的巧思，於毫釐
上觸摸非凡者的匠心。以《漫長的告
別》為例，宛若可以傾聽一位關於集郵
者心聲的筆記本。全書設計緊扣郵票收
集者文本故事的線索，延展出全書圖文
敘述架構的特徵，從封面的造形、書口
的形態，以及全書的基本色調，內頁郵
票的配置，時代把握的分寸感都恰到好
處。開篇部分的一枚郵票，也是該書珍
藏的亮點。

20種書獲獎曾兩次摘金
多年來，“最美的書”活動致力

於通過對參選書籍設計的整體性、書籍
內容與形式的完美結合、書籍設計對於
書籍本身功能的提升、設計風格與手感
的和諧統一，以及技術手段的運用等多
方面的評審，挑選出既能與“世界最美
的書”的評選要求相接軌，又能反映出
中華文化的特質和精髓的佳作，讓中國
文化“走出去”，積極弘揚中國文化自
信。

十多年來，已有16批346種來自
中國的“最美的書”亮相德國萊比錫，
其中，有20種書籍獲得“世界最美的
書”的獎項，更有兩次摘得金獎。

■香港文匯報記者 夏微 上海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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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種圖書獲評2019年度“最美的書”。
香港文匯報上海傳真

在爸爸媽媽的影響下，10歲的“小畫家”郎朗
從小熱心公益，經常把作品拿出來義賣。去

年濰坊壽光水災期間，郎朗在網絡上賣出一幅作
品，用這筆錢為災區農民買種子、重建大棚。在
這個過程中，郎朗結識了一位在雲南公益助教的
朋友，於是便萌生了要去雲南幫助同齡孩子的想
法，希望貧困地區留守兒童也能拿起畫筆，描繪
美好生活。

郎朗和雲南公益組織取得聯繫，希望能參與到
他們的助教活動中，並給雲南學生帶來一節“瀕危
動物保護”課程，得到了對方的積極回應。

赴雲南義教 為傳遞理念
在父母的幫助下，郎朗開始作赴雲南助教的

準備，包括課程和經費。全程近40分鐘的“瀕危
動物保護”課程由她自己收集材料、自製插畫，
想要把自己對世界的所思所想傳遞給小夥伴們。

經過半年準備，郎朗帶着賣畫得來的四五千
元人民幣，和爸爸媽媽一起登上了飛往雲南的航
班，開啟了為期一周的助教之旅。

郎朗的媽媽說，山區的條件艱苦到難以想
像，他們居住的是以布代替玻璃的“豪華透風
房”。“但是孩子的世界裡沒有辛苦，只有快

樂。”郎朗媽媽說，條件簡陋郎朗卻異常興奮，
在蚊蟲飛舞的房間裡抓壁虎，和小夥伴們到山林
裡捉昆蟲，彷彿置身童話世界。

沒有野孩子 只有好朋友
在去助教前，因為從來沒有去過山區，郎朗

也擔心他們會不會是傳說中的“野孩子”。
到了雲南，她發現站在自己面前的同齡人和

想像中的完全不一樣，他們都衣着簡樸但很有禮
貌，會主動和她打招呼。當發現大家都是小動物
愛好者後，郎朗很快和他們打成一片，成了親密
無間的好朋友。

在助教期間，郎朗除了配合義工通過遊戲的
方式教小夥伴們識別色彩，還主講了一節“瀕危
動物保護”的課程。充足的準備，使郎朗的課深
受大家歡迎，她很高興自己的心思和工作都沒有
白費。

幸福非必然 更珍愛父母
回到濟南後，郎朗跟自己的朋友、同學們分享了

自己的經歷。郎朗說：“去了這一趟，我更愛我的爸
爸媽媽了。看到他們沒有玩具，在滿是泥的操場上
跑，讓我知道了自己的幸福生活是多麼不容易。”

■郎朗協助義工以遊戲方式

進行教學。
受訪者提供

■■郎朗給山區孩子畫像郎朗給山區孩子畫像。。 受訪者提供受訪者提供

在崎嶇的盤山公路上暈車到天旋地轉、住四面透風的“無敵風

景房”、被毒蟲咬傷腫起大包……這是山東一名10歲小女孩雲南助

教之旅的小插曲。2019年暑期，山東濟南小學生郎朗自籌路費，和

爸爸媽媽一起到雲南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梁河縣大廠鄉小學，給

小夥伴們帶來自製賀卡，教他們認識色彩，還主講了一節“瀕危動

物保護”課程。 ■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臥龍 山東報道
山東小畫家
自費助教山區小夥伴自費助教山區小夥伴

■郎朗和她養的小動物。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臥龍 攝

2019年11月12日（星期二）體育新聞5 ■責任編輯：李鴻培

李慧詩日前出戰凱林賽時不慎翻車
倒地，戰衣大腿位置也被撕破，

最後只得第8名。幸好經檢驗後，證
實傷勢不算嚴重，Sar-

ah經過一晚的休
息後，只需
在傷處貼
上 膠
布，仍

可繼續出戰爭先賽。不過，負傷上陣
的 Sarah，在 200 米資格賽只踩出
10.758秒，排名第4晉級次圈。另一位
港將李海恩則以第22名晉級24強，惟
之後被法國嘉露絲（Mathilde Gros）
淘汰。

經過熱身後，Sarah在淘汰賽漸
漸恢復水準，更一路過關斬將躋身4
強。面對德國車手費德妮芝（Lea So-

phie Friedrich），Sarah再兵不血刃，
輕鬆以2：0出線。到決賽硬拚另一位
日耳曼車手軒絲（Emma Hinze），
也順利直落贏2：0奪魁。這也是Sar-
ah繼白俄羅斯站後一個星期內再贏爭

先賽金牌，自2018年6月以
來均未逢敵手。

完成白俄羅斯及
格拉斯哥兩站比賽
後，港隊便會返港備

戰本月29日至12月1日在將軍澳單車
館舉行的世界盃香港站。雖然香港近
月因修例風波引發亂局，惟賽會暫時
未有改期打算。賽事門票由30至200
港元不等，現正於城市售票網公開發
售。同時亦可於本月23日至12月 1
日，於指定時段在比賽場地香港單車
館票務處購買，有關購票詳情可瀏覽
賽事官方網站 www.ucitrackworldcup.
hk 。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訊訊 （（記者記者 黎永黎永

淦淦）“）“牛下女牛下女

車神車神””李慧詩李慧詩（（SarahSarah））成功成功

克服日前翻車陰影克服日前翻車陰影，，北京北京

時間周一凌晨於世界盃時間周一凌晨於世界盃

場地單車賽英國格拉場地單車賽英國格拉

斯哥站爭先賽斯哥站爭先賽，，以大以大

熱姿態贏得女子爭先熱姿態贏得女子爭先

賽金牌賽金牌，，一星期內兩一星期內兩

度封后的同時也延續度封后的同時也延續

了該項目了該項目 1818 個月長勝個月長勝

走勢走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雷 河南報道）為期兩天的

2019三門峽沿黃國際單車邀請賽，
10日在河南三門峽收官。蒙古CCN車隊

MARAL Erdene Batmunkh、烏克蘭科爾斯職業
隊BUTS VITALIY 、河南合利兄弟隊崔沛翔獲得繞圈賽
第一賽段前三名。澳洲聖喬治車隊CARTER Betlles奪得個
人總成績第一的黃衫，蒙古CCN車隊MARAL Erdene

Batmunkh奪得象徵“衝刺王”的綠色領騎衫，代表“大中
華最佳”的紅色領騎衫由河南合利兄弟隊崔沛翔獲得。

本次比賽設置公路大組賽、山地車男子公開賽60公里
和山地車女子公開賽40公里三個組別，均為三門峽市區繞
圈賽，賽期兩天，總獎金346,000元人民幣，吸引來自英
國、日本、澳洲、俄羅斯、伊朗等15個國家和地區的15支
國外車隊、20餘支國內車隊，近600名國內外單車專業運
動員比拚。

三門峽沿黃國際單車賽收官

2019-2020賽季短道速滑世界盃蒙特
利爾站當地時間10日進入了最後一個比
賽日的爭奪，中國隊在當天賽事中發揮
出色，奪得女子1,000米和女子3,000米
接力金牌，加上9日拿到的1金 1銀 2
銅，蒙特利爾站中國隊以3金1銀2銅的
優異成績結束比賽。

在當日進行的女子1,000米第二次
比賽決賽中，中國名將韓雨桐在和加
拿大選手薩勞爾特的纏鬥中，最終在
最後一圈上演超越好戲，以1分 30秒
712勇奪冠軍，薩勞爾特獲得第二。此
前中國隊選手已經多年未能在世界盃
賽場上奪得該項目冠軍。當日決賽
中，和韓雨桐一起站上賽道的還有另
一名中國選手張雨婷，張雨婷一路從

復活賽打進決賽，最終獲得第四名，
成績是1分31秒232。

在本賽季世界盃首戰鹽湖城站的比
賽中，韓雨桐還收穫了一枚1,000米銀牌
和一枚1,500米銅牌，當時在比賽中也顯
示出強大的後程超越能力。

繼鹽湖城站奪得女子3,000米接力金
牌之後，中國隊在蒙特利爾再次在該項
目上斬獲金牌。決賽中，中國隊派上范
可新、曲春雨、臧一澤和張雨婷出場，
對手有俄羅斯隊、意大利隊和東道主加
拿大隊。決賽中中國隊從發槍就領先，
最後時刻俄羅斯隊掀起瘋狂追擊，不過
范可新沉着應對，最終中國隊獲得金
牌。

在9日的比賽中，中國隊奪得混合2,

000米接力金牌，此外中國男選手安凱和
韓天宇分別在1,500米和1,000米項目上
斬獲一銀一銅。在女子1,000米第一次比
賽中，范可新拿到一枚銅牌。 ■新華社

短道速滑世盃 中國隊收穫三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夏微 上海報道）
2019英雄聯盟全球總決賽冠軍爭奪戰當地時
間10日晚在法國巴黎雅高酒店競技場開啟，
經過3局緊張激烈的對抗後，最終來自於LPL
賽區的中國戰隊FPX以3：0擊敗G2戰隊，
斬獲全球總決賽世界冠軍，也在LPL賽區成
功蟬聯冠軍。當晚頒獎儀式結束後，上海副
市長宗明通過全球直播宣佈了2020英雄聯盟
全球總決賽決賽城市落地中國上海。

作為LPL賽區的夏季賽冠軍戰隊1號種
子，FPX戰隊在小組賽的前半段經歷了一些
波折，隨着世界賽進程的推進，FPX戰隊狀

態在後半段開始明顯回暖，愈戰愈勇，在半
決賽中戰勝了去年世界冠軍IG戰隊後挺進決
賽。在10日晚的冠軍爭奪戰中，FPX戰隊展
現出了極強的個人實力以及豐富的戰術設
計，團隊配合相比之前更加成熟，在首局比
賽小優勢取得勝利後，之後兩局勢如破竹，
以絕對優勢擊敗對手。頒獎儀式結束後，巴
黎市長對2019英雄聯盟全球總決賽圓滿落幕
表示祝賀，隨後上海副市長宗明通過全球直
播宣佈了2020英雄聯盟全球總決賽決賽城市
落地中國上海的消息，巴黎代表團與中國上
海代表團也在現場完成了交接儀式。

中國戰隊加冕英雄聯盟總冠軍2019重慶永川國際女足錦標賽10
日晚進入第二個比賽日。在冠亞軍之戰
中，中國女足與勁旅巴西女足在90分
鐘內0：0戰平。隨後進行12碼大戰，
中國女足4：2獲勝，奪得本次比賽的
冠軍。

為備戰2020年東京奧運會，中國
女足主帥賈秀全啟用了不少新人。首個
比賽日，中國女足2：0力克新西蘭，
巴西4：0大勝加拿大。和首場比賽一
樣，賈秀全在新老隊員之間相互輪換。

比賽一開始，中國隊發動進攻，
王霜右路傳中，前點的唐佳麗頭球偏
出。隨後巴西隊還以顏色，第11分

鐘，德本哈禁區前沿轉身射門被彭詩夢
沒收。從場面上看，上半場巴西隊實力
略佔優勢。

隨後雙方陷入膠着狀態，你來
我往，都沒有形成太多好機會。中
國女足最有威脅的機會出現在第 57
分鐘，王霜左路角球傳中，馬君12
碼點附近高高躍起頭球，球擦着立
柱稍稍偏出。90分鐘內兩隊都未攻
克對方球門，進入12碼大戰。

4輪12碼，王霜、唐佳麗、劉杉
杉、吳海燕彈無虛發，而巴西隊射偏兩
輪。最終，中國女足以4：2獲勝，奪
得此次錦標賽的冠軍。 ■新華社

中國女足12碼挫巴西 永川賽封后

■巴黎代表團與中國上海代表團
完成交接儀式。

■韓雨桐（中）與亞季選手合影。
美聯社

■中國隊憑12碼極刑挫巴西，奪永川國際女足錦標賽冠軍。 新華社

■近600名國內外單車專業運動員參賽。 香港文匯報記者馮雷 攝

■■李慧詩一周李慧詩一周
內兩奪世界盃內兩奪世界盃
爭先賽冠軍爭先賽冠軍。。

UCIUCI圖片圖片

■■李慧詩李慧詩（（中中））在女子在女子
爭先賽爭先賽，，1818個月來未個月來未
逢敵手逢敵手。。 UCIUCI圖片圖片

連 奪 兩 站 世 界 盃 爭 先 賽 冠 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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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導】癌症是困擾
人類的醫學難題，科技的飛速發展使越來越
多的治療方法不斷湧現，為全球1億癌症患
者帶來希望和福音，其中 CAR-T 細胞免疫
療法被受關注。

近日，騰訊科學WE大會期間，CAR-T
領域“大牛”、賓夕法尼亞大學Carl June教
授成為大會明星，他暢談了 CAR-T 癌症治
療，並預言五年之內所有血液腫瘤都可以通
過 CAR-T 療法治愈，甚至實體瘤也不例外
！

June教授的驚人預言立即引起全社會廣
泛關注，據悉，CAR-T 相關的公司股票也
應聲而漲，一片飄紅……

就此熱門話題，《美南新聞》及《今日
頭條》資深記者專訪了著名病理學、腫瘤學
雙科教授、美國MD安德森癌症中心談東風
博士。

談教授首先並沒有點評有關June教授的
預言，而是語重心長的說，人類在應對癌症
上已取得諸多成果，使癌症總體死亡率得到
相對控制，其成績歸功於2方面: 第一是預防
，即主動避免致癌因素(如吸煙，紫外線，過
度肥胖，肝炎等)，使近 50%人不患腫瘤；
（2)早診早篩(如兩癌篩查、腸鏡等)，使腫瘤
得到根治。第三才是現代藥物治療的貢獻，
但很有限，因為晚期腫瘤治療已是非常被動
了。

採訪中，我們能體會到談教授本人很敬
佩 June 教授，作為 CAR-T 療法創始人之一
，June 教授的工作大大推進了 CAR-T 作為
一種新型療法在臨床上的應用，己有兩款治
療被FDA批准上市。繼MD安德森癌症中心
James Allison

教授之後，June教授也被《時代周刊》
評為“2018 年全球最具影響力的 100 人“之
一。

談教授接著說，CAR-T 在五年內可治
愈所有血液腫瘤甚至實體腫瘤只是June教授
的一個美好預言。誠然，在人類與癌症近100
年的抗爭史中，這類預言已經數次出現，但
無一實現……為什麼呢? 談教授解釋說，對
癌症的認識，我們還仍然處在"瞎子摸象"的
狀態，儘管我們有很多突破性研究成果，有

更多更先進手段在臨床上取得了階段性成就
……往往一個新突破就會使這個領域的權威
和大咖一時振奮，自然就有會大膽預言了
……其實，全球有近5千個包括CAR-T的腫
瘤免疫臨床試驗的現狀，從一個側面就是我
們"高級“瞎子摸象的真實寫照! 我們實際上
還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關注局部，沒把
握整體，還沒有探究透癌症的複雜本質及多
變性……

從病理學講，目前已發現有80多种血液
癌症，200多種實體癌症，而基因組學檢測等
分子/亞分子技術則可將這些"常見"癌症又分
成 數 千 種 或 更 多 的 罕 見 病 …… 上 市 的
CAR-T藥物僅只能使不超過20%的少數有適
應症的血液腫瘤亞群的患者受益，而不都是
治愈，同時仍然有毒副作用。 CAR-T在實
體腫瘤的應用尚無突破性成果(除少數病案報
導外)，還有更漫長的路要走……

談教授總結他30多年的腫瘤診治經驗，
強調指出人類對腫瘤理論認識大多來源單一
的、"靜態“實驗室系統的數據，然而癌症尤
其是晚期癌不是單一的細胞系，而是多細胞
群、多突變潛能的動態系統! 再者，癌症是我
們身體的一部分，宿主與癌症微環境中多種
成分在時間與空間的消長變異，僅用單一技
術方法(包括CAR-T治療)能在短期內攻克治
愈癌症嗎? 且不說每年超過40萬美元的治療
費，又有多少患者能承受?

早在 2012 年，談教授的專著(Principles
of Molecular Diagnostics and Personalized Can-
cer Medicine) 歸納總結了現代腫瘤學成就，
系統介紹了分子檢測技術，全面評估了主要
腫瘤治療方法，著重強調了MDT腫瘤全程管
理路經，並理性的指出，攻剋癌症還需要幾
代人的繼續努力。他坦言，他不能預示今後
5∽10年人類抗癌的里程碑。但他預言，人類
治愈癌症很可能要晚於人類登上火星。

談教授最後說，對癌症的挑戰最有效的
方法是: 預防和早診早篩；通過系統病理、分
子病理分型及MDT全面評估每個癌症的特徵
，有的放矢地系統和聯合醫治。顯然，人類
應對腫瘤的方法越來越多，越來越有信心，
但我們面臨的諸方面的挑戰決不能低估，治
愈癌症尚未指日可待，而是任重道遠

重磅：CAR-T細胞免疫療法5年治愈癌症? 只是美國一位腫瘤專家的善意設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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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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1》畅游海湾中国 东山——西班牙 圣塞巴斯 蒂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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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019 -11/17/2019

美中時間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SUN.

11 12 13 14 15 16 17

00:00-00:30 遊走美國 (重播)

00:30-01:00 養生堂 (重播) 

01:00-01:30 中華民族 (重播) 

01:30-02:00 中華民族 (重播) 華夏新紀錄 (重播) 中華一絕 (重播) 中國大舞臺 (重播) 華夏新紀錄 (重播) 

02:00-02:30

02:30-03:00

03:00-03:30 中華一絕 (重播)

03:30-04:00 司馬白話  (重播) 美國人走長征路 (重播)

04:00-04:30

04:30-05:00

05:00-05:30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05:30-06:00 中國大舞臺

06:00-06:30 遊走美國 (重播)

06:30-07:00 司馬白話 (重播)

07:00-07:30

07:30-08:00

08:00-08:30

08:30-09:00

09:00-09:30

09:30-10:00

10:00-10:30

10:30-11:00 洋言洋語 (重播)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記住鄉愁 (重播) 華夏新紀錄  (重播) 中華民族  (重播) 功夫 大鵬秀

11:00-11:30

11:30-12:00

12:00-12:30 這裡是北京  (重播) 這裡是北京

12:30-13:00 大鵬秀 (重播)

13:00-13:30 中國緣 (重播)

13:30-14:00 生活 (重播)

14:00-14:30 遊走美國

14:30-15:00 記住鄉愁 (重播)

15:00-15:30 洋言洋語 記住鄉愁

15:30-16:00 美國人走長征路 歲月留聲

16:00-16:30

16:30-17:00

17:00-17:30 華夏新紀錄  (重播) 歲月留聲 (重播) 美國人走長征路 (重播) 幸福來敲門  上集 幸福來敲門  下集

17:30-18:00

18:00-18:30

18:30-19:00 今日關注 (重播) 中國大舞臺  (重播)

19:00-19:30 先鋒人物 中國緣 (重播)

19:30-20:00 中國緣 生活 中華一絕

20:00-20:30 生活 (重播) 外國人在中國

20:30-21:00

21:00-21:30

21:30-22:00 中華民族

22:00-22:30 司馬白話 華夏新紀錄

23:00-23:30 功夫 (重播)

23:30-00:00 幸福來敲門  上 (重播) 幸福來敲門  下 (重播)

電視台保留變更節目權利，以實際播出為準。 Updated as: 11/9/2019

開門大吉

央視國際新聞

中國輿論場

中國文藝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中華醫藥 (重播)

檔案

中國輿論場 (重播)

大魔術師

幸福帳單

華人世界 

先鋒人物 (重播)

武林風
電視劇《中國遠征軍》 第40~45集

幸福帳單 (重播)

體育報導 (直播) 中華醫藥

中國文藝

電影藏密 (重播)

今日關注 (重播)

今日亞洲

美南大咖談

海峽兩岸 (重播)

檔案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海峽兩岸

中國文化

城市一對一 (重播) 體育報導 (重播) 電影藏密

電視劇《金婚》 第11~15集 (重播)

檔案 (重播) 華人世界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今日關注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美南大咖談 

武林風 (重播)

電視劇《中國遠征軍》 第40~45集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經典電影

中國民歌大會

電影藏密 (重播)

Southern Television 15.3             2019年11月份 電視頻道節目表

中國文藝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行之中國

中國民歌大會 (重播)

大魔術師 (重播)

開門大吉 (重播)
美南大咖談 

Chinese Class

22:30-23:00 養生堂五味草堂

現場面對面 城市一對一

現場面對面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直播)

電視劇《金婚》 第11~15集

快樂精靈

健康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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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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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88休城社區

台灣影視

星期三       2019年11月13日       Wednesday, November 13, 2019

國片拍10部賠9部，已經是影

劇圈苦惱許久的問題，也令創作者

尋找投資困難重重，坊間歷來不乏

有導演賣房、賣車拍電影的事蹟。

對此資深監製陳鴻元指出，這十幾

年來所有電影案子找投資，投資人

第一句就問「有沒有申請到文化部

輔導金？」幾乎都要有輔導金，才

有人敢投，一方面有輔導金可以減

少投資風險，另一方面是，代表已

經有一批業界評審看過這個案子，

要找到比較大的投資，幾乎都要先

拿到輔導金。

影視工作室「英雄旅程」10

日舉辦「影視籌資面面觀」論壇

，由瀚草影視總經理湯昇榮擔任

主持人，邀請文策院文化金融處

處長徐嘉聆 、中環娛樂總經理

吳明憲、資深電影監製陳鴻元，

以及中信創投資深副總邱明慧，

一起討論在這個時代，創作者如

何籌資找錢。

陳鴻元表示，投資者投資東

西，就是要找會賺錢的，但台灣

99%電影都賠錢，僅少數作品賺

錢，像是《大尾鱸鰻》、《比悲

傷更悲傷的故事》（註），現在

只能拿這種成功案例去看。

（註：《大尾鱸鰻》全台票

房為4.3億，《比悲傷更悲傷的

故事》全台票房2.4億，全球票

房為48億。）

但另一方面的困難，是題材

開發困難，台灣沒投資商會給開

發費，導演、製片要找編劇開發

題材，只能自己掏錢，不能拿投

資商的錢，開發一個點子到成型

平均要3年上下，像他今年監製

的《第九分局》，是7年前的構

想，3年前遇到導演王鼎霖，之

後開始修劇本。

開發完成後的困難，陳鴻元

指出，這十幾年來所有案子找投

資，投資人第一句就是問，「有

沒有申請到文化部輔導金？」幾

乎都要有輔導金，才有人敢投，

一方面有輔導金可以減少投資風

險，另一方面是，代表已經有一

批業界評審看過這個案子，要找

到比較大的投資，幾乎都要先拿

到輔導金。

但陳鴻元提醒，就算拿到輔

導金，也要準備至少60%的週轉

金，輔導金不會一次給清，第1

次是簽好編劇、主創團隊合約後

，才會給30%左右的金額，第2

次是片子拍完、所有單據申請後

才給錢， 第3次錢是後製全部

完成才給，最後一次約20%的錢

，要拿到准演執照、上映才會全

部進來，所以拿到1000萬輔導金

，至少要準備500萬週轉，這對

沒有錢的製片非常辛苦。

吳明憲說明，如一個3000萬

的案子，已經拿到1000萬輔導金

，就可以跟投資人說，回收門檻

剩下2000萬，接下來就能計算像

版權要多少、OTT授權金要多少

、票房要多少，此外還可能有地

方政府補助 ，投資人就知道有

些資金已經到位，他不用承擔

100%風險，

吳明憲談到，對投資者來

說至少要保本，他們評估投資

，都會先看創作者有沒有想到

市場在哪，第一就是問要拍給

誰看、這些人在哪？而電影收

入除了票房外，還有版權授權

、海外版權、OTT，如果創作

者全押在票房就很危險，所以

投資人都會去問，除了票房還

有什麼可以賺的？對此徐嘉聆

也談到，IP的可行性不侷限於

電影、影集，周邊如遊戲、貼

圖等跟民生更結合的面相，是

目前需要探索的。

邱明慧則指出，OTT 平台

興起後，創作者要知道觀眾或

買家是誰，以前電影是2C模式

（對消費者），要知道觀眾喜

歡什麼，OTT時代比較是2B市

場（對公司），要看像 Netflix

、HBO等平台喜歡什麼。

對此吳明憲表示，從行銷方

看來，去電影院買票的通常是2

人以上，現在OTT那麼多，大家

看電影的重點，多是社交跟約會

，所以重點是題材能不能讓觀眾

說服朋友一起看，創作者要思考

，這部片有沒有社交功能？而大

家看電影社交時，希望是怎樣的

氛圍？

吳明憲也談到，藝術電影當

然也可以投資，如中環投資了

《老大人》，因為它是優良劇本

創作獎的作品，有探討社會議題

，是在國際上會得獎的，很幸運

有輔導金、北市府電影委員會資

金，還有行銷補助，資金上片前

就已經全部回收。

邱明慧對此也舉例，如近

期的《陽光普照》，或過去的

《大佛普拉斯》都得很多獎，

這些都是 2000、3000 萬小成本

的片，也希望哪天有《一屍到

底》這樣的作品。邱表示，其

實大家投資電影都知道不是想

賺錢，而是希望錢交出來，起

碼拍得要不丟人、要能反映時

代。

邱明慧也就投資人財務說明

，最簡單就是經費不要太膨脹，

像李安前 3部電影《推手》、

《囍宴》、《飲食男女》，都沒

超過3000萬，讓中影有賺錢後，

才開始有《臥虎藏龍》，就是一

步、一步做，讓大家有信心，但

她遇過很多新導演，一來就說要

做3億的片。

對於獎補助、輔導金，由於

現場講者，幾乎都曾擔任公部門

輔導金、獎補助評審，講座上也

就過去經驗指出申請「要訣」。

徐嘉聆指出，公部門的獎補助，

通常都有政策目的，尤其像文化

部的長片輔導金，評審內部的事

前會議，都會溝通好方向，所以

大家申請時，要看清楚這個補助

項目的軸線是什麼，理解補助對

象跟方向，還有資金運用限制等

。

陳鴻元則談到，像地方政府

的補助，通常目的是推廣城市意

象，在當地拍攝是最好的，或至

少某方面要出現這個城市這意象

，他舉例自己最近的案子， 拍

是南投的一個布農族合唱團，根

據真人真事改編，但南投沒有任

何補助，就改去高雄山區拍攝，

申請高雄的補助，然後因為也要

台中市補助，所以就把原本在台

北參加合唱比賽的戲改到台中，

呼籲創作者要思考清楚，拿到補

助要付出什麼代價。

陳鴻元也談到，新導演申請

輔導金，除了過去的短片作品外

，評審還會看監製是誰，如果是

菜鳥，就會很難給，但如果是葉

如芬、李烈等人，就能相信他們

判斷，但如果演員卡司太好也不

對，像如果找劉德華來演，評審

可能覺得劉德華自己就會吸金，

幹嘛給你輔導金？

邱明慧則提到，她曾遇過1

名導演，說後期調光要800萬，

她親自打去同一間製作公司問，

對方說只要250萬，呼籲大家申

請之前要做功課，不要報得這麼

誇張，不然評審觀感很差，就不

會想給了。

國片拍10部賠9部資金難找
投資方說出丟錢關鍵是文化部 「輔導金」

本屆金馬獎「年度台灣傑出電影工作者」得主湯湘竹除了是錄音師、紀錄片導演，

還曾以製片、演員的身分參與電影工作。他曾多次客串演出電影，還曾是桂綸鎂主演電

影《最遙遠的距離》製片與男主角莫子儀的人物原型。

2007年湯湘竹力挺導演林靖傑，首次擔任電影《最遙遠的距離》製片，同時也負責

錄音。片中莫子儀飾演的錄音師，因感情破局，獨自到台東錄下自然界美麗的聲音，寄

給台北的女友，希望挽回感情，沒想到女友已搬家，這些錄音卻感動到新搬來的房客桂

綸鎂。電影故事純屬虛構，但莫子儀的角色原型來自湯湘竹，片中名字「小湯」，也是

朋友對湯湘竹的稱呼。該片曾獲威尼斯影展「國際影評人週」最佳影片，湯湘竹也因

影片獲得第一座金馬獎最佳音效獎。

湯湘竹入行的第一部電影是《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當時他負責協助整理聲片，同時

也在該片中客串演出刑警。湯湘竹雖是戲劇科班出身，但身為專業錄音師，客串演電影只是

偶一為之，他還曾在何蔚庭執導的《台北星期天》扮演搬家工人，在《我的少女時代》裡扮

演女主角宋芸樺親切的鄰居大叔。

至於湯湘竹「戲份」最重的一次，應該是在魏德聖電影《賽德克．巴萊：太陽旗

》中演出簽訂馬關條約後，準備與日本代表樺山資紀交接的清廷「割台專使」李經方

。為了扮演清朝官員，湯湘竹還剃了個大光頭，配合做造型。片中他搭乘小船靠近在

基隆外海的日本軍艦「橫濱丸」，雖然電影裡的篇幅很短，但這件事卻是台灣史的重

要轉折點。

桂綸鎂主演電影以他為原型
《牯嶺街》《賽德克》也有他

（綜合報導）佛光山中美寺【中美
文化講壇】繼上個月震撼此地的文學大
師白先勇老師的文學講座之後，另一場
同樣讓人期待的文學講座也即將登場了
。

應【中美文化講壇】執行長趙辜懷
箴女士之邀，11/17 日下午二時， 加州
柏克萊大學葉文心教授將蒞臨休士頓佛
光山中美寺，為大眾做一場精彩的專題
演 講 - 「近 代 史 上 的 桃 花 扇 」 。

清代文學家孔尚任創作的傳奇劇本
《桃花扇》為明朝末年發生在南京的故
事。接近真實的歷史劇，以男女主角悲
歡離合為主線，借離合之情，表興亡之
感。體現明朝末年社會現實主義及朝末
政權興衰的原因，並清晰描述出忠貞不
渝的時代英雄及百姓情感。該劇歷久不
衰，多次被改編成黃梅戲、京劇、話劇
等劇種。

《桃花扇》作者孔尚任是孔子後裔
。劇本中充斥著滿滿的亡國之痛，引發

遺民深深的哀思。他雖因《桃花扇》丟
了烏紗帽，但《桃花扇》卻使他流芳百
世。

《桃花扇》的淒艷境界使它作為一
部歷史性悲劇。當年真是戲，如今戲如
真。明朝之後的學者們喜歡把現代的政
權轉移跟明清的改朝換代相互參照。
在這個背景之下，產生了二十世紀幾次
對孔尚任《桃花扇》的評點與閱讀，這
也就是這場演講的主題。 為什麼 「桃
花扇」這部巨作，三度在近代史被提起
討論?

桃花扇、和西廂記、紅樓夢、長生
殿並列為中國四大戲曲；如果它只是愛
情劇作？

又為什麼和近代史的民族意識息息
相關，不可切割。

11/17（星期日） 葉文心教授將圍
繞著《桃花扇》為主軸,仔細的為您做
深度的剖析，精彩的演繹，深入淺出的
賞析，絕對讓前來聆聽的您，充分理解

故事中的內涵及精髓，體驗大作之美。
期待與大家分享。

葉文心教授，台灣大學歷史系畢業
，1984 年獲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歷史
博士學位。現任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歷
史系講座教授，從1994年到2000年曾
任該校中國研究中心主任。從 2007 到
2012 任該校首位華裔並女性東亞研究
所所長，長期從事中國近現代史研究，
著重研究中國近現代的文化史和社會史
，在國際漢學界很有影響。

佛光山中美寺歡迎十方大眾再度蒞
臨，敬請把握機會，踴躍參加。

講座免費入場，歡迎事先電話報名
登記，並請當天提早蒞臨以免向隅。

時間：11 月 17 日（星期日）下午
二時

地點 佛光山中美寺 12550 Jebbia
Lane; Stafford, TX 77477

電話：281-495-3100

佛光山中美寺【中美文化講壇】
葉文心教授文學講座《近代史上的桃花扇》

（綜合報導）為了提供癌症幸
存者所需的醫療咨詢及心理支持服
務，光鹽社將在 2019 年 11 月 16 日
，2019年12月14日，2020年1月11
日，2020 年 2 月 22 日，2020 年 3 月
14日，下午2至4點，舉辦癌症關懷
支持小組聚會，為剛被診斷出癌症
，正在進行治療，以及已經結束療
程的癌友及癌友家屬提供專業的醫
療咨詢和心理支持服務。

聚會共五次，包括由專業精神
科醫師權煜提供確診臨床癌症后的
心理建設及壓力管理，專業腫瘤科
醫師郭珊講解癌症后的追蹤治療及
照護，中醫師劉青川提供由中醫觀
點養生抗癌，專業營養師博士Ma-
ria Chang Swartz 主講癌症病人該如
何注意飲食及，以及癌症幸存者的

個人抗癌經驗分享的各種癌症幸存
者所需的重要資訊。

癌症關懷小組第一次聚會時間
為 2019 年 11 月 16 日周六下午兩點
至四點，專業精神科醫師權煜， 畢
業 於 上 海 醫 科 大 學 ， 在 Albany
Medical Center, NY完成精神科住院
醫生訓練， 在 UTMB Galveston 完
成兒童青少年精神科專科訓練，目
前在是休斯頓明湖地區私人執業醫
生。互助小組地點在光鹽社辦公室
（9800 Town Park Dr. Ste 251,
Houston，TX 77036），有任何問題
請致電光鹽社713-988-4724，本活
動免費，歡迎所有剛被診斷出癌症
，正在治療，以及已經結束療程的
癌友和癌友家屬踴躍參加。

（本報訊）HCA休斯敦華裔聯盟將於
11／23 週六下午2 點在福遍圖書館舉辦哈
佛之路：大學申請講座，詳情如下，歡迎
積極參與和宣傳，謝謝支持，順祝冬安～

亞太聯盟主席Victoria Li（黎志一）女
士將於11 月23 日下午在 Fort Bend County
George Memorial Library 舉辦一場如何進藤
校的講座。黎女士是第一代華裔移民，退
休前任州政府及市政府執行長及局長，有
豐富的管理及領導經驗。目前她致力於公
益，任亞太聯盟的全國主席，奧斯汀亞裔
聯合會總裁，德克薩斯州奧斯汀市市長的
高級政策顧問，社區大學公債委員會理事
，ICMA（國際城鎮管理協會）中國中心的
理事，及新生命精神健康諮詢中心理事。

黎女士有三位女兒在各自領域都有不錯成績。大女兒
任休斯頓大都會區哈佛面試委員會主席多年。 （Jocelyn
Tau, partner at Akin Gump, the Houston and surrounding area
Harvard Interview Committee Co-Chair。）

這次黎女士及大女兒徐大欣將和大家深入交流一下如
何進哈佛，並和大家討論一下最近的熱門案件：Students
for Fair Admissions vs Harvard (公平入學聯盟訴哈佛案）。同
是哈佛畢業的 Andy Tau 先生也將前來介紹考進藤校的心得
和經驗。

這一講座的具體時間和地點是：
11月23日 （週六）下午2點至4點
Nov 23 Saturday 2-4 pm
地點：Fort Bend County George Memorial Library
1001 Golfview Dr, Richmond， TX 77469
由於場地空間有限，請感興趣的朋友盡快通過下面的

鏈接免費註冊席位：https://bit.ly/2ryxMUD。講座免費,謝
謝大家支持！

HCA 休斯敦華裔聯盟哈佛之路講座 12/23 2-4 pm

光鹽社癌症關懷支持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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