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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馬遜雜貨店開張了亞馬遜雜貨店開張了：：沒收銀員不用排隊沒收銀員不用排隊

【美中頭條編譯報導/ 鄧潤京】（商業內幕 BusinessInsid-
er 1月22日訊 ）亞馬遜（Amazon）正在以一種嶄新的方式進軍
實體零售業市場。

亞馬遜的沒有收銀員雜貨店週一在西雅圖開張。
這家在線零售巨頭於2016年12月首次開始與僱員進行食品

雜貨店的測試，當時該公司還公佈了其對一家沒有收銀員的商店
的設想。

這家店名為“Amazon Go”。

新的商店不像典型的沃爾瑪或超市那樣運作，而是設計成這
樣：購物者會使用一款名為“Amazon Go”的應用程序（app）
自動添加他們購買的商品到數字購物車中; 然後他們就可以走出
大樓而不用排隊結賬。

據路透社(Reuters)報道，這家店週一開業，面積1,800平方
英尺(約486平方米)，位於亞馬遜(Amazon)的辦公大樓內。

具體想法是，Amazon的機器學習技術可以自動識別什麽時
候將產品添加到購物車中，這樣您就不必親自動手了。當你離開

商店時，亞馬遜會自動對你的亞馬遜賬戶收費。
這些商店將出售現成的食品，像麵包和牛奶，以及其他食品

。在1800平方英尺的地方，與大型超市相比，這家店的面積相
對較小。

據《商業內幕》(Business Insider)報道，公司內部計劃顯示
，未來10年，亞馬遜將在美國各地建立2000家這類的食品店。

華裔夫婦兇殺案華裔夫婦兇殺案 嫌犯假釋期間又犯案嫌犯假釋期間又犯案

亞馬遜公司的大手筆亞馬遜公司的大手筆，，將改變食品零售業的傳統格局將改變食品零售業的傳統格局。。 亞馬遜公司的無收銀員商店出售現成食品和其他食品雜貨亞馬遜公司的無收銀員商店出售現成食品和其他食品雜貨。。

每個商店都需要一個名叫每個商店都需要一個名叫：“：“Amazon GoAmazon Go””的應用程序的應用程序，，
當顧客走進商店的時候掃描二維碼當顧客走進商店的時候掃描二維碼。。

面對記者和攝像機面對記者和攝像機，，卡里肯德里克對自己所犯罪行表示道歉卡里肯德里克對自己所犯罪行表示道歉。。但是但是，，並不能挽回生命並不能挽回生命。。

【美中頭條編譯報
導/ 鄧潤京】（休斯敦
ABC 新聞網（KTRK）1月
18 日訊）卡里肯德裏克
（Khari Kendrick）是三名
被 控 謀 殺 害 鮑 林（Bao
Lam）和珍妮林（Jenny
Lam）的嫌疑人之一。

調查人員說，這些嫌
疑人伏擊了林氏夫婦，折
磨並殺害了他們。警方認
為搶劫是作案動機。

在這殘忍的罪行發生
前不到兩個月，卡里肯德
里克（Khari Kendrick）還
在監獄裡。他因入室盜竊
、非法持有武器和有組織
犯罪活動而被判刑30年。

在30年的刑期中，他
只服刑三年，就被假釋了
。

受害人的辯護律師安
迪卡蘭（Andy Kahan）被

激怒了。他說他不能相信
這個嫌疑犯能服這麽短的
刑期。

記者聯繫了假釋委員
會，詢問他們關於短刑期
的問題，他們說他獲得假
釋的理由如下:

1. 犯人保持了令人滿
意的監獄表現。

2. 犯人完成了監獄項
目、活動和治療。

3. 這是犯人第一次蹲
監獄，假釋後他將在監督
之下生活一段時間。

與此同時，諾斯蓋特
森 林 （Northgate Forest
）小區的鄰居們說，他們
正在哀悼這一對夫婦，他
們的離去給社區帶來瞭如
此多的損失。

社區管理部門的道格
香 農 （Doug Shannon）
說，犯罪嫌疑人在大門下

爬進去的。
“他們從我們的大門

下面爬進去。他們可以走
來走去。當然還有其他的
方法可以通過，”香農說
。

“大鐵門的主要目的
是限制汽車和卡車的交通
。我們這裡沒有人偷電視
機和大件東西，因為他們
沒辦法把它們弄出來。”
香農說。

香農說，犯罪率在小
區裏是很低的，但承認確
實發生過。

“你也攔不住壞人做
壞事，如果他們決心這麽
做的話，” 香農說。

人們很感激他們大門
上的攝像機能夠及時捕捉
到那些導致犯罪嫌疑人被
逮捕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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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航企紛紛宣布“空中開機”
機艙Wi-Fi迎來春天

綜合報導 繼中國海南航空、東方航

空為手機飛行模式“解禁”後，中國國

際航空宣布，從1月21日零時起，可在

國航飛機上使用手機。消息指，22日

後，中國還將有多家航企宣布解除

“手機禁令”，這意味著2018年中國民

航將進入“手機時代”，機艙Wi-Fi的春

天到來。

國航表示，全程允許使用的電子設

備，包括但不限於：心臟起搏器；助聽

器；不會影響飛機導航和通訊系統的用

於維持生命的電子設備（裝置）。單手

可握持的小型便攜式電子設備，如智能

手機、電子書、視頻播放器、遊戲機

等，關閉蜂窩通信功能選擇飛行模式後

可在飛行全程使用。在飛行關鍵階段應

關閉Wi-Fi和藍牙等功能，且不得連接耳

機、充電、數據連接等外圍設備，不得

使用語音和數據通信。

在飛行期間，當機長發現存在電

子幹擾並懷疑該幹擾來自於您使用的

便攜式電子設備時，以及機長必須執

行低能見運行程序和啟動緊急撤離

時，為防止幹擾飛機通信和精密導航

設備，國航有權要求乘客關閉便攜式

電子設備。

國航強調，出於安全原因：國航全

程禁止在航空器上使用的電子設備，包

括但不限於發射功率在100mW（含）以

上、Wi-Fi工作頻率不在2.4GHz波段的

便攜式電子設備，如無發射功率標識的

手機、衛星電話、移動Wi-Fi、對講機、

無人機遙控平臺、遙控玩具和其他帶遙

控裝置的便攜式電子設備。

在滑行、起飛爬升和進近著陸等飛

行關鍵階段禁止使用，在非飛行關鍵階

段允許使用的便攜式電子設備包括但不

限於：未經認證品牌的便攜式氧氣濃縮

器（POC）。

國航是在中國四大航空公司當中的

最後壹家允許乘客在飛機上使用手機的

航空公司。據透露，1月22日，山東航

空將允許乘客使用手機；春秋航空將於

春運首日2月1日起“解禁”手機飛行模

式。

中國民用航空局根據中國國情，經

過技術測試、規章修訂等壹系列工作，

認為現在開放機上便攜式電子設備使用

的條件已基本成熟。

1月16日，民航局飛行標準司發布

《機上便攜式電子設備使用指南》(簡稱

《指南》)，對航空公司評估和驗證在飛

機上使用便攜式電子設備提供具體要求

和指導，也為民航局進行事中事後監督

檢查提供依據。

《指南》對於航空公司在其運營的

飛機上開放機上便攜式電子設備使用前

，應建立的使用規範作出規定。其中，

航空公司需要做到五點：壹是明確可用

的便攜式電子設備種類；二是明確可用/

禁用的飛行階段；三是明確便攜式電子

設備的存放、保管和應急處置要求；四

是明確可用/禁用模式；五是明確通知旅

客的方式以及內容。

《指南》明確，在空中應關閉便攜

式電子設備的蜂窩移動通信功能（語音

和數據）。

民航局統計數字顯示，2017年國內

民航旅客運輸量超過4.88億人次。北京

喜樂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席運營官李

洋表示，中國人均航線時間約為2.5小

時，如果通過互聯網把這些時間利用起

來，將產生巨大的商業價值。

中國民航網調查顯示，超過73%的

旅客其旅途行為第壹意願就是上網，而

當飛行時間超過4小時後，這壹意願接

近100%；另壹調查則顯示，超過70%的

旅客願意付費享受空中Wi-Fi服務，當飛

行時間超過4小時後，這壹意願更是高

達88.8%。

相關專家透露，未來3年內，飛機

上網有望普及。

近日，德國和法國央行將人民幣納入外匯儲備

的消息在國際社會“炸開了鍋”，英國路透社、美

國彭博社、法國《費加羅報》等壹大批外媒紛紛聚

焦此事。其中，法國主流媒體《費加羅報》發表的

題為《人民幣在各央行外匯儲備中的分量增加》文

章直言，德國央行將人民幣納入外匯儲備再次體現

了中國在全球經濟中的重要地位。業內人士指出，

隨著人民幣儲備貨幣地位逐漸被認可，已有超過60

個國家和地區將人民幣納入外匯儲備，人民幣正在

成為全球外儲“新寵”。未來，國際市場上或將出

現人民幣、美元及歐元“鼎足之勢”。

歐洲各國央行熱捧
日前，德國聯邦銀行（央行）董事會成員安德

烈亞斯· 東布雷在香港表示，繼歐洲央行去年6月

宣布增加等值5億歐元的人民幣外匯儲備後，德國

央行也已在去年決定將人民幣資產納入外匯儲備。

就在德國央行公布這壹消息的當天，法國央行

也表示，作為其外匯儲備多元化的壹部分，已經持

有壹些人民幣資產。德法央行雖都未透露計劃增持

人民幣儲備的具體數額，但將人民幣納入外匯儲備

如今已在歐洲各國央行間演變為壹種“潮流”。東

布雷表示，“人民幣被用作央行外匯儲備的情況越

來越多，不僅是歐洲央行，還包括歐洲壹些國家的

央行。”

據報道，瑞士央行在其報告中稱，人民幣是其

外匯儲備多樣化的選擇之壹。路透社報道稱，西班

牙央行表示，正在考慮投資人民幣；比利時央

行稱，已經購買了價值2億歐元的人民幣；斯洛伐

克央行也表示，已購買了人民幣。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研究員張煥波對本報

記者分析，現在歐洲各國央行越來越看好人民幣，

特別是隨著人民幣被納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

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歐洲央行將人民幣

納入外匯儲備後，歐洲各國投資人民幣的意願明顯

增強。再考慮到中歐經貿往來活躍等現實因素，未

來歐洲其他國家很可能還會繼續跟進。

國際地位日益重要
全球範圍來看，人民幣正在成為各國外匯儲備

的“新寵”。IMF於2017年3月31日首次公布全球

人民幣外匯儲備持有情況，最新數據顯示，截至去

年 9 月末，人民幣占全球外匯儲備的比例為

1.12%，占比保持上升。此外，目前已有新加坡、

菲律賓、俄羅斯、阿根廷等超過60個國家和地區

將人民幣納入外匯儲備，而在5年前這個數字幾乎

為零。

“越來越多的央行和貨幣當局把人民幣作為

其儲備資產，這反映了市場需求。過去很多年的

時間裏，全球各國央行持有的外匯儲備大部分

都是美元，但近年來美元變數明顯增多，這種

‘把雞蛋放在壹個籃子裏’的做法不利於國際市

場的穩定。而隨著人民幣儲備貨幣地位逐漸被認

可，其顯然為各國央行提供了壹種可靠的新

選擇。”張煥波說。

“人民幣在全球外匯儲備中地位上升對中國和

其他國家都有脾益。”《費加羅報》日前報道稱，

對中國而言，這有助於擺脫對美元的依賴，減少貿

易換匯成本和風險，同時也有利於吸引投資，為

“壹帶壹路”項目提供資金。對其他國家而言，將

人民幣納入外匯儲備，使得其央行能投資壹種“堅

實”的貨幣，“回報率比美元還有吸引力”。同

時，這也是外匯儲備多元化的壹種手段，而且反映

出與中國合作的意願信號。

未來占比還將提升

“取得不少進展的同時，也應看到，人民幣目

前仍未進入世界舞臺的中央，如作為儲備貨幣，目

前人民幣在很多國家的外匯儲備中占比依舊較低。

而考慮到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及在全球貿易

投資中的重要地位，人民幣國際化顯然還有更大的

發展空間，未來人民幣在全球外匯儲備中的份額肯

定也還會提升。”張煥波表示。

中國人民銀行前不久也指出，人民幣儲備貨幣

功能將逐漸顯現。隨著人民幣正式加入SDR貨幣籃

子，人民幣國際地位持續提升，人民幣國際接受程

度將不斷提高，各國央行和貨幣當局持有人民幣作

為儲備貨幣的意願將逐步上升。

美國石英財經網站日前則報道稱，隨著特朗

普奉行“美國優先”政策，把美國推出國際舞臺

的聚光燈下，越來越多的人認為中國會填補這個

空缺，世界金融界的看法也不例外。報道援引加

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經濟學教授、全球貨幣

體系專家巴裏· 艾肯格林的推測稱，美元最終會

喪失統治性地位，國際市場上會出現多種貨幣以

比較平等的地位共存的現象。他說，將來美元將

不得不跟別的貨幣共享統治地位，特別是人民幣

和歐元。

歐洲各國央行熱捧 人民幣成全球外儲“新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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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獎金豐厚，但“世界桌球”能否
真正認可中國公開賽的國際地位，

仍值得懷疑。因為按照“世界桌球”多
年來的宣傳口徑，仍然把世界錦標賽、
英國錦標賽和大師賽作為三大賽事，而
所有比賽的預選賽，也都在英國舉行。
中國賽事的組織者除了出錢之外，還需
要更多爭取自己賽事的品牌權利。

“世界桌球”在聲明中還說，今年
中國公開賽的總獎金比去年的51萬英鎊
翻了近一番，冠軍獎金也將高達22.5萬
英鎊，比去年的8.5萬英鎊多出近兩倍，
冠軍獎金數額也僅次於世錦賽的42.5萬
英鎊。另外，中國公開賽決賽也將首次
實行21局11勝制。

本屆中國公開賽將通過中國中央電
視台、歐洲體育以及其他多家媒體向全
世界的桌球觀眾轉播。

與贊助商簽訂四年合約
“世界桌球”主席巴里·赫恩透露，

該組織與中國的兩家贊助商簽訂了一份
為期四年的合作協議，中國公開賽也將
成為“世界桌球”主要的旗艦賽事之
一。
“我們非常高興首次和星牌以及北

京復華展開多方合作，相信到時我們會
見識到一項真正無比精彩宏大的賽事。

多年以來和星牌的合作已然將我們的運
動提升到一個更多維的層面，在過去十
年中也一直是我們忠實友好的合作夥
伴。”他表示：“這是一個非常重大的
官宣，意味着我們已把中國公開賽打造
成為桌球運動在亞洲地區的旗艦賽事，
想想2005年成立之初，我們的賽事獎金
總額只有20萬英鎊，冠軍獎金也才3萬
英鎊。再看看現在，這表明桌球在過去
13年在中國的發展成果。”

赫恩繼續說：“這對球員們而言將

是格外重要的一站賽事，獎金水平是此
前常規排名賽事未曾擁有的，球迷們也
能確保在未來四年享受到精彩絕倫的
視聽盛宴。”
中國公開賽自2005年以來一直

在北京舉辦，當時的總獎金只有
20萬英鎊，冠軍獎金3萬英鎊。
今年的比賽將於4月1日至8日
舉行。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陳曉莉

“世界桌球”

（World Snooker）

在英國時間21日宣

佈，2018年中國桌

球公開賽的總獎金

將首次突破 100 萬

英鎊，成為世界錦

標賽之後獎金最為

豐厚的賽事，也是

繼世錦賽後第二個

獎金超百萬英鎊的

比賽。

在21日結束的日本藏王女子跳台
滑雪比賽中，中國女運動員常馨月名
列第16，以總排名第35名的成績獲得
參加平昌冬奧會的最後一張入場券，
成為中國跳台滑雪歷史上第一次闖入
冬奧會的女子運動員，取得歷史性突
破。
根據平昌冬奧會參賽規定，

2016-2017和2017-2018兩個賽季的夏
季跳台和冬季跳台世界盃總積分男子
前65名、女子前35名的運動員有資
格參加冬奧會。

截止到2017年9月的夏季跳台世
界盃俄羅斯站，中國選手李雪堯參加
了36站世界盃中的14站，獲得積分
15分，排名第40名。常馨月共參加9
站世界盃，積分7分，排名第43名。
而當時第35名的奧地利運動員積分57
分，那時留給中國隊的只有9站世界
盃，很多人認為常馨月拿到冬奧會參

賽資格幾乎不可能。
但此後國家隊加強訓練、合理規

劃，雖然在此後幾站經歷了成績被取
消、惡劣天氣等遭遇，但隊伍始終沒
有放棄，終於常馨月不負眾望，在本
次比賽的最後一跳後排名第16，積分
達到106分，以總積分第35名身份進
入冬奧會。 ■新華社

中國跳台滑雪女將首進冬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盧靜怡 東莞

報道）2019國際籃聯籃球世界盃亞洲區
預選賽東莞賽區比賽將於下月23日在廣
東東莞舉行。記者從組委會獲悉，2月23
日中國隊在東莞主場迎戰新西蘭隊，本
次賽事門票已於21日正式開售。對於在
2月即將舉行的世界盃亞洲區預選賽東莞
賽區比賽，中國國家隊（國籃）主教練
杜鋒表示，新西蘭作為世界籃壇的勁
旅，由於比賽正值春節假期，如何在短
短五天時間內提升球隊的競技狀態、心
理狀態等是一個挑戰，將會竭盡所能參
賽。
“現在國家隊都是短集訓制，如何盡

快整合各支球隊的球員，怎樣更好地比
賽，都是全新的挑戰。”杜鋒透露，將會
總結自己上一個月在美國跟隨猶他爵士和
猶他大學隊交流的經驗，讓隊員通過良性
競爭提升水平。

記者了解到，國際籃聯籃球世界盃是

世界最高水平的國家隊級籃球賽事，本屆
籃球世界盃由北京、上海、廣州、南京、
武漢、深圳、佛山、東莞8個城市聯合承
辦。東莞將在2月23日承辦籃球世界盃亞
洲區預選賽中國隊主場第二站比賽，這也
是廣東賽區的首場比賽。

國家體育總局籃球運動管理中心主
任、中國籃球協會副主席李金生還介紹了
2019年籃球世界盃的籌備進展。他稱，目
前賽事安排、賽事推廣等相關工作，正在
按國際籃聯的要求有序推進。中國隊有6
個窗口期的比賽，是很好的熱身機會。

國籃下月世盃預賽主場戰新西蘭

■■常馨月奪冬奧入場券常馨月奪冬奧入場券。。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中國男子籃球隊主教練杜鋒出中國男子籃球隊主教練杜鋒出
席發佈會席發佈會。。 新華社新華社

■■中國男子籃球隊去年年中在澳洲集訓中國男子籃球隊去年年中在澳洲集訓。。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沙比在去年的中國賽封沙比在去年的中國賽封
王王。。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奧蘇利雲在去奧蘇利雲在去
年的中國賽年的中國賽44強強
止步止步。。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丁俊暉在中國公開賽丁俊暉在中國公開賽
曾兩次奪魁曾兩次奪魁。。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西甲豪門皇家馬德里球星C朗，
22日打破個人近來入球荒兼梅開二
度，幫助球隊主場以7:1宰殺拉科魯
尼亞，但媒體關注的不是他的亮眼表
現，而是他向隊醫借手機當鏡子，查
看自己爆缸的帥臉，被外界諷刺自戀
狂。
皇馬22日以 7:1痛宰拉科魯尼

亞，葡萄牙前鋒C朗在比賽中兩度進
球，協助皇馬緩解近來危機，但在第
84分鐘“梅開二度”的他代價慘重。
C朗飛身為皇馬攻入第6球時，不慎
被敵方後衛法比安舒哈踢中臉部，血

流滿面，隨即要求在場邊治療。C朗
因傷離場時向隊醫借手機，打開相機
自拍功能當鏡子看臉，還不悅地搖搖
頭。
路透社體育新聞賽後寫道：“C

朗自戀程度來到新高點。”體育網站
Benchwarmers則說：“C朗有史以來
最經典一刻，簡直不可思議。”BBC
體育報道還有人評論說：“C朗連在
場上都要照鏡子。”BBC網站報道
說，雖然部分球迷和媒體酸言酸語，
令人忍不住對C朗心生同情，不過這
名球星昔日確實曾談到自己的長相。

最有名的是他2011年曾說，敵隊球
迷噓他是因為他“有錢、長得帥且又
是一個很棒的球員”。

皇馬大勝拉科“七個一皮”
談及C朗的傷情，皇馬主帥施丹

賽後表示：“C朗賽後縫了 2至 3
針，沒有大問題。”至於皇馬以7:1
大勝拉科取得近4場西甲首勝，重返
聯賽第四時，施丹說：“今場試了很
多不同的戰術，最重要的是態度，不
記得上次在班拿貝入7球是何時。希
望所有人都健康，為巴利高興，他清

楚自己要經常上陣。”
皇馬在23分鐘先失一球，阿祖

安盧比斯為拉科魯尼亞打開缺口。9
分鐘後，拿祖費南迪斯為皇馬追平1:
1，42分鐘巴利右路彎入死角為皇馬
半場反超前。下半場形勢更一面倒，
巴利接應角球頂入、C朗後腳妙傳莫
迪歷禁區頂射入拉開3球差距。今仗
多番起腳的C朗戰至78分鐘接應傳
中左腳射入，取得近4仗首個入球。
及後C朗再接應傳中頭槌梅開二度，
最終皇馬以7:1大勝一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啟剛■■CC朗朗((右右))血流披面血流披面。。路透社路透社

皇馬大勝拉科 C朗被諷自戀狂

升級為亞洲區旗艦賽事升級為亞洲區旗艦賽事

獎金破百萬 中國桌球公
開賽是在中國舉
辦的一項老牌賽
事，是“世界桌
球”職業排名賽之
一。世界職業排名前
16位的選手可直接進入
正賽，另外16個正賽參
賽名額需通過資格賽產
生。
中國桌球公開賽的前身

是1995-96球季在泰國曼谷舉
辦的泰國經典賽（Thailand
Classic）。由於贊助商等的變
動，賽事幾度易名。第二年改名為
亞洲經典賽（Asian Classic）。1999
年，賽事更名為中國國際賽（China

International），並首次登陸中國。
2000年，又易名為中國公開賽（Chi-
na Open）。
除 1997-98 球季，該項賽事從

1995-96球季至2001-02球季一直是亞
洲地區僅有的一站職業排名賽，不過
2002年在上海舉行的中國公開賽閉幕
之後，“世界桌球”因縮減經費等原因
取消了該項賽事。不過隨着桌球運動在
中國的蓬勃發展，2004-05球季中國公
開賽再次成為職業排名賽。
2005年起，該項賽事長期固定在

北京舉辦。這一年，18歲的中國球手
丁俊暉戰勝“桌球皇帝”亨特利奪得個
人首座排名賽冠軍獎盃，同時將桌球運
動帶到中國的千家萬戶。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丁俊暉05年奪冠
助中國桌球起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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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代，他是破案小隊的一分子。有個報道說他像貓一樣靈巧。
有一次去抓吸毒犯，他被吸毒犯從二樓窗口扔下來，他居然還能雙腳落
地。[5]他能上屋頂,就像人蠅。他的鞭法出神入化。一個星期二的晚上，
在檀香山的史密斯街一座大廈，張阿平偽裝成一個普通的中國人，戴著
本地的帽子和一副黑眼鏡，身穿中式大褂。大廈門口甚至有看門人看住
警察。張阿平經過四道門衛，來到樓上的房間。他看到了有四十個人在
玩賭。賭徒們立刻認出了他。他在沒有其他警察的協助下，揮舞牛鞭，
單槍匹馬地拘捕四十多名賭徒,要他們乖乖地排好隊，把他們押回了警察
局。[6] 他還是破案高手。有一則報道說他是化裝高手。他頭戴一頂草帽
，身穿舊衣服，挑著兩籃椰子，扮成小販，故意被馬匹和馬車撞倒。他
趁到地的時候發現一批走私品並報了警。他是一個天生的偵探，他有很
強的觀察能力。有一樁案子，他通過臥室樓梯上一條奇怪的真絲細線給
破了。他通過觀察鞋子的泥土找到了殺人犯。

在當時，夏威夷人將麻風病人稱為 mai pake， 意為“中國病”，
1830年代，亞洲一些地方把麻風病人強制送往麻風病人隔離地——莫洛
凱島等死。中國送來的麻風病居多，所以這種病人被命名為中國病。有
一則新聞說張阿平試圖抓捕一名染上麻風病的日本人，但是這個麻風病
人害怕被送去莫洛凱島。他企圖用一把鐮刀砍張阿平，張阿平的右眼上
方被劃傷，留下一塊疤。[7]

雖然張阿平在媒體總是以神探和勇敢警察的形象出現，他有一次也
面臨犯罪指控。原因是他沒有報告賭博活動。這被認為是在保護某些賭
博的群體。但是張阿平沒有報告是因為他在等上峰的命令批準他去抓捕
。又有一次警察局甚至開除了他。但最終張阿平回到警察局，繼續打擊
犯罪。

經過34 年的服務，張阿平在一次車禍中受傷。1932年月在他短暫擔
任夏威夷信托大樓看守。他在 1933年12月2日退休。張阿平習慣了緊張
的破案生活，退休後生活突然太休閑，他病了。他的病情日益嚴重，進
了皇後醫院一個月後，醫生們竟然不能治愈他的病。1933年12月7日，
他壞疽的腿被截肢，他在第二天便死亡了。張阿平被埋葬在檀香山馬諾
阿分校邊的中國公墓。[8]

1924年，比格斯在紐約公立圖書館的閱覽室翻閱夏威夷報紙到張阿
平的這些真人真事。這時他已經對自己的偵探小說計劃成竹在胸了。他
決定寫陳查理。那一年,國會在其他法律中通過了1924年移民法,排除在國
外出生的“亞洲人”。

比格斯決定以張阿平作為摹本，創造一個查理張的美籍華人虛構的
偵探，周遊列國來破案。這時比格斯正在創作他的《沒有鑰匙的房子》
，他迫不及待地在他小說《沒有鑰匙的房子》的第七章放上陳查理這個
人物。

1925年，這本小說在《在星期六晚郵報 》上連載。很快在包博——
梅雷爾出版公司出版。在這本書中，檀香山警察署的偵探陳查理致力於
偵查一樁火奴魯魯海灘別墅裏的謀殺案。一個叫約翰•昆西•溫特斯裏
普的波士頓的年輕人與第一嫌疑人的女兒浪漫相愛，同時在協助陳查理
做調查助手搬到帕薩迪納的海灘別墅去住。

這部小說的連載，立刻引起了轟動。讀者非常喜歡這個破案有方、
語言睿智、體態臃腫、其貌不揚的“洋華人偵探”。直到現在人們還不

能徹底地解釋當時的讀者為什麽如此迷戀陳查理。當時，美國人厭惡並
害怕中國人卻喜愛中國偵探是因為陳查理太沒有男子氣概, 太卑躬屈膝,
太恭順地工作？ 要說還是有別的什麽原因，很有可能就像現在的情形，
美國白人主流社會對華人的態度，既喜歡又擔心、既佩服又嫉妒。不管
怎樣，陳查理是1920年代美國時代精神的一部分。比格斯正面描寫這個
華裔偵探。這和當時的大眾對華人的主流看法並沒有背道而馳。比格斯
後來說，"我總是在電影裏看到邪惡的華人，在故事裏讀到唐人街和陰險
的華人惡棍。可我突然覺得我的主人公是一位值得信賴、仁慈，和睿智
的，這樣的描述才接近正確呈現的這個種族"。[9]

很顯然，比格斯不喜歡來自加州的對華人蔑稱“黃禍”的老調，明
確構想這個人物必須改變。他寫道:"奸詐和邪惡的中國已經成為過去，可
是在法律和秩序一邊的這個和藹可親的中國人從來沒有在文學作品中出
現過。"[10]

這部小說立刻引起了福克斯電影公司的注意，他們派人和比格斯接洽
電影版權，一拍即合，很快成交。美籍日裔演員喬治. 桑（George Kuwa
）被選中出演電影《沒有鑰匙的房子》（1925）中的陳查理。但是當電
影完成拍攝送到電影院上映後，票房卻不夠理想。

比格斯拿到了一筆客觀的版費，已經去加州，在那裏邊享受溫暖的
太平洋氣候，邊寫下一部的陳查理的作品《中國鸚鵡》。盡管福克斯的
電影票房不那麽理想，讀者還是熱切地盼望這讀到他的下一部作品。連
載故事的星期六晚郵報《中國鸚鵡》是比格斯的第三個陳查理的故事。
福克斯預付給他$25,000。1926年,比格斯的疑案小說《中國鸚鵡》賣出了
八萬冊。他用版稅在帕薩迪娜買了房子,並雇傭了一個中國仆人。福克斯
電影公司的老總們都是些慧眼識寶的人，他們比讀者更密切地注意這本
小說的進程和反響。讀者的反響當然還是那麽的熱烈。福克斯公司決定
再把《中國鸚鵡》的版權買下。他們不甘心第一部電影不賣座，決定再
試拍《中國鸚鵡》。

1927年《中國鸚鵡》被改編成了默片。在拍攝《中國鸚鵡》時，
福克斯公司又請了另一個日本演員上山草人( Kamiyama Sojin) 飾演偵探陳
查理。福克斯公司選對了題材，但卻沒有選對演劇的主角。和上部片子
一樣，《中國鸚鵡》的票房還是滑鐵盧。這兩部無聲片沒有為福克斯賺
多少錢。可惜的是1926年喬治. 桑參演的電影《沒有鑰匙的房間》和《中
國鸚鵡》都沒有版本留存下來。
參考書籍和網站：
5. Pico (September 06, 2010). "Watching the Detective". In Stengel, Richard.
Time (New York City, New York, USA) (August 23, 2010). ISSN
0040-781X. OCLC 1311479. Retrieved September 15, 2012.
6. Staff (June 13, 1904). "Disguised Apana Caught Gamblers". Pacific Com-
mercial Advertiser (Honolulu, Hawaii, USA: Thurston Twigg-Smith). ISSN
1072-7191. OCLC 8807414.
7. Lepore, Jill (August 9, 2010). "Chan, the Man: On the trail of the honorable
detective". The New Yorker (New York City, New York, USA: Condé
Nast). ISSN 0028-792X. OCLC 320541675. Retrieved September 15, 2012.
8. Deborah Gushman (September, 2003). "Number-One Detective". Hana
Hou.
9.Greorich, Harvard Magazine.
10. Earl Derr Biggers, quoted in "Creating Charlie Chan" 1931.)

陳查理的銀幕傳奇故事陳查理的銀幕傳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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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紛呈一串燒精彩紛呈一串燒
1月11(周四)，North Potomac Community

Senior Center北波社區中老中心舉辦Multicul-
tural Extravaganza 多元文化新春彙演。中心主
任 Teanna Abraham 艾玻女士，貴賓 Gabe Al-
bornoz, Director of Recreation蒙郡娛樂部部長
艾博鈕，Roger Berliner，President of Mont-
gomery Council 蒙郡議會議長貝令訥。在 Dr.
Rev Vikram 魏珂然博士主持人下，韓國扇與
鼓舞， 中國劇及傘舞，印度群和獨舞，合
唱，探戈，排舞輪番上陣。其中Theater Club
戲劇社別開生面的歌舞，令人刮目相看。

首先，華府男高音張明文帶來意大利經典
名曲“Caro Ngrato負心的人”及“Santa Lucia
聖塔露西亞”。嘹亮的歌聲動人心弦。之後，
小白光林玲輕柔唱起“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 當我們年青時”，輕盈的玄律，
點燃觀眾內心的火花。一雙伴舞者，平添花紅

葉綠之妙。
“串燒” 在創始人單

明 華 ， 林 玲 的 精 心 籌 劃
下，盡顯中國文化的多元
風采。團員皆一時之選：
有長樂社敬業的舞蹈老師
趙蔚文，眾望所歸前長樂
社長徐秀玲，華美老協會
長張修發夫人馬林，

CCACC總部常青社民族舞台柱儲為勵，
洛市亞太專任組委員韓穎, 雍容華貴青衣呂宜
蘭，才貌雙全舞林高手黃開群，秦英；及三
“可”：笑容可掬黃素珍，溫柔可人曾玉，和
藹可親伍江蓉。

著貴妃裝的宜蘭，與白旗袍的韓穎，典雅
描繪了“春江花月夜”。隨後為勵，秦英歡愉
引領眾人至“ 最美是我們新疆”。翩然翱翔
於蒙古大草原的兩支 “鴻雁”，竟是明華和

馬林。之後，在峰峰叉天的雪域藏原，蔚文及
素珍長袖翻飛起 “姑娘我愛你” ；而終年積
雪的長白山上，秀玲與開群款款揮灑“ 桔梗
花”的清芬麗色；咚咚鼓聲中，曾玉與江蓉動
感十足的山地舞，感染觀眾欣喜加入，激情四
射，欲罷不能。

在蘇笛手風琴，曾石穩鈴鼓的伴奏下，林
玲，李克湘，宋廣祥夫婦帶領“串燒 ”友高
昂齊唱蘇格蘭民謠”Auld Lange Sange友誼地

久天長”。 繽紛眾艷的五光十色及響徹雲霄
的世界名曲，把精彩彙演推至高潮。

好的開始為成功之半。創業為艱難，守城
不易。眾人每周一下午的辛勤耕耘，成果斐
然。參加CCACC“抗日80周年音樂紀念”旗
開得勝，現今“串燒”再創佳績，春節更有多
場演出。預祝北波藝術團成員們百尺竿頭，更
上層樓。 (尹紀穎供稿)

0118D05蔡老師+精彩紛呈

 




"""遇見遇見遇見"""在矽谷在矽谷在矽谷
上個週末，到矽谷的聖塔克拉拉會議中心，參加

了美中高層次人才交流協會（UCAHP）主辦，為期兩
天的“CONNECT遇見”大會。這是他們自從2011年
開始，如今已經是第八屆的智能產業論壇和TEEC杯
北美創業大賽。自從2010年由華府搬來矽谷後，我每
年都參加他們的論壇，了解一些新科技發展的方向。
如今又有幸目睹他們在協會主席孔德海先生（圖一）
的領導下成長為簡稱“遇見”的智能創新和人才交流
的大會。

在這兩天的“遇見”大會中，見到很多來自中美
的科技專家和創投人士， 聽到當下熱門的智能科技發
展和成果，包括智能車輛（圖二）和人工智能在家居
生活和醫療方面的應用等。雖然我不了解他們科技發
展上的細節問題，但是希望他們能幫助我們如
何在日常生活裡面對機器人和使用人工智慧的
成果，包括駕駛智能汽車等（圖三）。

在那兩天裡，也遇到了很多來自國內和美
國各地來的華裔專家，包括教授，律師和工程
師等，真正體會到“遇見”在矽谷的意義。當
然也看到一些參加創業大賽的年輕人在台上展
示他們的計畫等。此外，由南京，蘇州和上海
（張江）等科技地區的報告中，了解到近年來
國內大都市環境的發展等。無怪乎很多人要返
國創業，帶起祖國科技的發展。看來再過幾

年，祖國的科技會隨同經濟的發展，建立更多的中國
“矽谷”。

住在北加州的矽谷，除了可以參加科技論壇等專
業的聚會之外，還可以參加很多其他性質的聚會，例
如校友會，同鄉會等來“遇見”新朋友。就在上個禮
拜，我們就參加了耶魯大學法學院和哈佛大學的校友
會。在耶魯大學法學院的聚會上，念法律的老伴很高
興的見到了法學院歷史上的第一位女院長（圖四）和
很多位在矽谷退休的老律師們。在哈佛大學的校友會
上(圖五），我認識了一些矽谷裡的亞裔校友等。

參加這些活動讓我們可以增加生活的知識和情
趣，也更加喜愛矽谷的環境。

(1/15/18)

蔡老師蔡老師蔡老師

圖五圖五。。在矽谷哈佛校友會上在矽谷哈佛校友會上

左左：：趙蔚文趙蔚文，，黃開群黃開群，，馬林馬林，，韓穎韓穎，，
單明華單明華，，Teanna,Teanna, 呂宜蘭呂宜蘭，，儲為勵儲為勵，，
徐秀玲徐秀玲，，曾玉曾玉，，黃素珍黃素珍

小合唱小合唱，，左左：：張明文張明文((累了累了))，，李克湘李克湘，，宋廣祥宋廣祥，，
林玲林玲，，蘇笛蘇笛，，黃素珍黃素珍，，曾玉曾玉，，徐秀玲徐秀玲

圖一圖一。。與與UCAHPUCAHP孔德海主席孔德海主席

圖二圖二。。智能汽車論壇在矽谷智能汽車論壇在矽谷
((左左；；主持人彭暉教授主持人彭暉教授））圖三圖三。。遇見智能機器人的新世界遇見智能機器人的新世界

圖四圖四。。老伴與老伴與GerkenGerken院院
長長（（by S Blazerby S Blaz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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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 德州佛教會玉佛寺於1月21日下
午為日前不幸在自宅遭遇劫殺之該寺資深志工
及現任董事藍光裕夫婦舉行迴向超渡法會，駐
休士頓台北經文處何仁傑組長、休士頓華僑文
教服務中心莊雅淑主任、李美姿副主任代表中
華民國僑務委員會及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出席
表達哀悼，僑務委員葉宏誌及休士頓僑界關懷
救助協會會長劉秀美僑務委員等人均於法會中
致哀，當天下午前往參與者眾，僑眾均為藍姓
夫婦遇此劫難感到不捨及難過。

儀式開始該寺淨海法師及宏意法師於誦經
後開示，對藍姓夫婦熱心該寺事務表達感謝，

並對渠等不幸感到不捨，同時引據經文解釋因
果果報，並表示大環境的因所造成的果，並非
個人行好事即能避免，提醒信眾於治安不佳時
，需格外注意自身安全，莊雅淑並當面向藍家
家屬轉達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吳新興委員長及
駐休士頓辦事處陳家彥處長關懷慰問之意，休
士頓僑界關懷救助協會劉秀美會長則表示其日
前與Harris County 刑事法庭法官Jay Karahan提
及本案，Jay Karahan表示必依法秉持勿枉勿縱
精神，謹慎嚴懲犯人，藍家家屬對吳新興委員
長以及陳家彥處長這段時間多次透過僑教中心
轉達關懷及慰問，表達由衷感謝與感動。

美國德州休士頓北部城市斯普林(Spring)
華裔夫婦藍光裕(Bao Lam)、梁晶晶(Jenny Lam)
於1月11日晚間在自宅不幸遭遇行刑式謀殺，
震驚休士頓及全美，藍氏係柬埔寨華僑，其妻
梁晶晶來自臺灣，兩人均為休士頓西北華人協
會會員，經營連鎖速食餐廳，為人親切厚道，
豪爽大方，也是德州佛教會玉佛寺資深志工，
對佛寺事業貢獻良多，中華民國政府駐外單位
於獲悉該案後，即透過管道向家屬表達關心與
慰問，並關注案情發展，日前哈里斯縣警局已
於1月16日逮捕三名涉案嫌犯，並以一級謀殺
罪起訴。

德州玉佛寺為遇害藍姓夫婦辦迴向超渡法會
中華民國政府慰問家屬

休斯敦旅遊權威全旅假期 獨家推出 ：海陸·歐洲地中海5國9日包郵輪之旅
西班牙/意大利/梵蒂岡/摩納哥/法國！全程入住豪華郵輪，免去搬運行李苦惱！

有沒有這麼一個願望，在有限的度假
時間裡， 來一個海陸齊活的旅行？ 今天給
您推薦的這條
歐洲線路，就會給您這樣一個獨特的出行
體驗！

海陸·歐洲地中海5國9日包郵輪之旅
2018年多個出發日期，$549起（不含機
票）
-7晚郵輪雙人內艙房
-1晚星級酒店標準雙人間

獨家贈送
-船上酒水任飲（價值200歐元）
-巴塞羅那一日遊（價值100歐元）
-酒店住宿及來回接送（價值150歐元）

君主號伯曼郵輪 Pullmantur Sover-
eign

君主號”（Sovereign）改建於 2008
年，是伯曼旗下載客量最多的郵輪。同時
該郵輪是伯曼系列船隊中體積最龐大、設
施最完善的郵輪，有如一座巨大的海上行
宮。共有客艙一千一百六十二間，其中有
七百四十四間海景房，遊客可以不出客房
，直接欣賞海上美景。

君主號共有船上有4個主餐廳，可為
遊客提供意大利、歐美以及亞洲風味的菜
餚。有三個大小不等的游泳池，有可容納
七百多人的劇院，您可以享受到歌劇、舞
蹈、音樂劇表演。還有各式酒吧、夜總會

、豪華賭場、免稅商店、健身中心及SPA
、圖書館，和賭場，甚至還有浪漫的結婚
禮堂。

特別贈送：船上酒水任飲！
Barcelona，Spain巴塞羅那
巴塞羅那位於西班牙東北部的地中海

岸，是西班牙第二大城市、最大的工業中
心。這裡氣候宜人、風光旖旎、古蹟遍布
，素有“伊比利亞半島的明珠”之稱，是
西班牙最著名的旅遊勝地。它是西班牙的
文化古城，有地中海曼哈頓之稱。帶有哥
特風格的古老建築與高樓大廈交相輝映，
共同構成了巴塞羅那令人迷醉的天際線。

Naples， Italy那不勒斯
那不勒斯，意大利南部的第一大城市

，也是意大利人口最稠密的地方。其東西
兩側分別是兩個火山區域：維蘇威火山和
坎皮佛萊格瑞火山區。那不勒斯以其豐富
的歷史、文化、藝術和美食而著稱，那不
勒斯歷史中心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
界文化遺產。比薩餅起源於那不勒斯。音
樂是那不勒斯文化中產生了廣泛影響的的
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包括發明了浪漫吉它
和曼陀林.

Rome， Italy羅馬
羅馬是意大利的首都，是意大利政治

、歷史和文化和和交通中心，同時也是古
羅馬和世界燦爛文化的發祥地，已有2500

餘年曆史。它是一座藝術寶庫、文化名城
，占城區面積40%的古羅馬城擁有著規模
宏大的羅馬古代建築和藝術珍品

Florence, Italy佛羅倫薩
佛羅倫薩位於意大利中部，意大利語

原意為“花之都”。如同所有有河流流經
的城市就天然地具有靈性一樣，佛羅倫薩
也因為阿爾諾河的存在而變得格外有生機
。阿爾諾河將城市一分為二，在河上矗立
著一座座老橋，橋邊則遍布著金銀首飾店
舖等前店後舖的手工作坊。佛羅倫薩是意
大利文藝復興的搖籃，是意大利和世界上
最美麗的城市之一。

Monaco摩納哥公國
摩納哥公國是位於歐洲西南部的一個

城邦國家，是一個典型的微型國家，面積
僅1.95平方公里。摩納哥地處法國南部，
除了靠地中海的南部海岸線之外，全境北
、西、東三面皆由法國包圍，主要是由摩
納哥舊城和隨後建立起來的周遭地區組成
。摩納哥有地中海最美的港灣，蝶之戀摩
納哥在花海輕舞。每年摩納哥的蒙特卡洛
國際雜技節、國際禮花節、一級方程式汽
車大獎賽等均吸引了世界各地的遊客來到
此地。

全旅提示：持美國護照的客人，無需
辦理申根簽證。持中國護照的客人，需要
辦理申根簽證才可出行。

寧波“泛3315計劃”申報截止日期3月14日
圍繞寧波建設“中國製造2025”試點示範城市、國家保險綜合創

新試驗區、國家跨境電子商務綜合試驗區，打造“一帶一路”建設綜
合試驗區、浙東南自主創新示範區等重大部署，2018年重點引進支持
電子商務、港航物流、金融保險、文教衛體、專業服務、規劃設計、
時尚創意、科技服務、現代農業等九大領域高層次人才和高端團隊。

申報詳細要求及材料下載請見：http://web.dfdj.gov.cn/info_show.asp?
ArticleID=150134。

請於截止日期前將填寫好的材料發送至 tinogroup@163.com.
創業匯中國辦公室

德州佛教會玉佛寺於德州佛教會玉佛寺於11月月2121日下午為藍光裕夫日下午為藍光裕夫
婦舉行法會超度婦舉行法會超度，，駐休士頓辦事處何仁傑組長駐休士頓辦事處何仁傑組長
、、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莊雅淑主任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莊雅淑主任、、李美李美
姿副主任姿副主任、、僑務委員葉宏誌及劉秀美等人前往僑務委員葉宏誌及劉秀美等人前往
表達哀悼表達哀悼((本報記者秦鴻鈞攝本報記者秦鴻鈞攝))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冬季氣候比較乾燥，皮膚處於乾燥的
環境，再加上較頻繁地洗澡，皮脂被沖淡，導致皮膚出現龜裂，
易受到外界刺激。因此，冬天沒有必要每天洗澡，老人5~7天洗
1次，年輕人3~5天1次即可。反之，洗得太勤也會帶來一些皮
膚問題。一些人越洗越癢，皮膚變得像魚鱗一樣，白色皮屑直掉
。中國醫學科學院阜外心血管病醫院主任醫師 朱俊，北京同仁
醫院心內科主任醫師 王吉雲，北京軍區總醫院急診科主任醫師
周榮斌為你解答洗澡的相關問題：

洗澡時別用過燙的水，以免刺激皮膚。洗完澡後及時塗抹保
濕霜或護體乳，特別是在皮脂分泌較少的地方，如手臂，腿部等
。正確的洗澡順序應該是 ：洗臉，洗身，洗頭。理由：洗澡時
，熱氣會使毛孔擴張，先洗臉可避免污物阻塞毛孔。洗臉的方向
應由鼻子為中心向外圈清洗。洗身時，應先從遠離心臟的四肢開
始，尤其是天冷時，應先用熱水將雙腳衝熱。剛進入浴室時，血
液會集中在頭部，如果馬上洗頭，可能導致頭部血流不暢，誘發
腦血管疾病。一氧化碳中毒、摔傷、心腦血管疾病突發、低血糖
、觸電等是洗澡時最易出現的意外，而這些意外都有可能引發生
命危險。

洗澡時應盡量避免以下情況：1.緊鎖門窗: 絕大多數人冬天

洗澡都喜歡關緊門窗，但如果使用燃氣熱水
器洗澡，這種行為極易導致一氧化碳中毒。
中毒者輕則頭暈、噁心、皮膚蒼白、意識模
糊等，嚴重時會神誌不清、全身抽搐、呼吸
和脈搏增快。要打開浴室排氣扇或把門開個縫；洗澡後馬上關閉
熱水器，並打開浴室門，讓排氣扇再開半小時。另外，不要鎖浴
室門，否則一旦發生危險，無法及時獲救。 2. 地面濕滑: 洗澡濺
出的積水，稍不留神就會使人滑倒。裝修時選用防滑材料，瓷磚
最好選擇小塊、防滑的；可以在浴缸旁設扶手，放把防滑凳子；
老人要穿防滑鞋。 3.洗澡時間過長: 泡澡時間過長，容易使人疲
勞，易引起心臟缺血、缺氧，甚至誘發心血管疾病。因此，盆浴
以20分鐘為宜，淋浴控制在10分鐘以內即可。3. 水溫過高或過
低水溫過高或過低，都可能給心臟增加負擔。洗澡水溫以40攝
氏度左右為宜。洗完換衣服時也應注意保暖，多披條毛巾，或在
浴室裡提前換好衣服。溫度陡降會使血管受冷收縮，血壓升高，
加重心臟負擔。 4.用力搓泥: 很多人認為，用力搓泥才能把身子
洗乾淨。事實上，這層泥是我們每個人每天新陳代謝產生的脫落
細胞以及身體分泌的油脂等。使勁兒用搓澡巾搓就會破壞這層保
護膜。如果洗後用手指搓皮膚能聽見吱吱的聲音，就說明搓洗過

度了。 5.沐浴露一次使用過多: 沐浴露一般都可激發某些化學物
質快速滲透進入皮膚。如果長期過量使用沐浴露，這些化學物質
被身體過量吸收，就會與鈣、鐵結合，殘留在皮下組織中，引髮
乾燥、過敏性皮炎等。盡量選擇沒有香味、功能簡單的沐浴露，
如果身上不髒，只用清水更好，洗後最好用保濕乳液塗全身。

冬季洗澡還要注意以下幾點：1.洗澡前喝一杯熱開水，可以
補充因毛細血管擴張而導致的水分大量散失。 2.洗澡後，要用乾
毛巾把全身擦乾，並儘快穿上衣服、鞋帽，以防感冒。 3.洗澡後
全身塗抹潤膚露，可以鎖住皮膚表面水分，緩解乾燥瘙癢。 4.平
時注意多喝水，多吃水果、蔬菜，以提供皮膚足夠水分，自身皮
脂對皮膚的保護作用肯定是最好的。 5.在比較乾燥的部位，可以
擦一些凡士林。平時還應多食一些富含維生素B、維生素C的新
鮮蔬菜和水果。 6. 發燒時不宜洗澡。當人的體溫上升到38℃時
，身體的熱量消耗可增加20%，身體比較虛弱，此時洗澡容易發
生意外。

(本報訊)美南華文寫作協會
會長錢莉、副會長唐一美日前致函全
體會員參加 1 月 27 日（ 周六）在文
化中心134 室的美南作協會員大會，
舉行正副會長改選、新年同歡，並舉
行楊艾俐女士演講會 「我寫故我在

： 寫作的樂趣」。
楊艾俐女士， 台灣天下·文化資

深顧問，中國汕頭大學教授，楊艾俐
女士將於一月二十七日以“我寫故我
在”為題發表專題演講。

楊艾俐從事寫作四十餘年，從政

大新聞系畢業後，在青年日報及新生
報任記者，之後留學美國，返台灣後
，加入天下雜誌，是天下雜誌的創刊
班底，

2009年開始在中國廣東汕頭大學
任新聞學院任教，教授深度報導及財

經新聞等，出版有： 「郭台銘霸業」
、 「洪秀柱－未走完的總統路」、
「劉兆玄關鍵478天」三書。

此次演講主題“我寫故我在”，
楊艾俐以個人經驗談她的寫作生涯，
文字的魅力、以及如何長久不懈從事

寫作。
時間：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下午

二時
地點：文化中心134室
講員：楊艾俐女士
請會員們踴躍出席，27日見！

美南華文作協本周六舉行會員大會，正副會長改選，新年同歡
並邀楊艾俐女士以 「我寫故我在：寫作的樂趣」 發表專題演講

讓你冬天洗澡更愉快和健康的提示

股市投資經驗分享及淺見 (Part-II) - 技術分析- Charting the Market
(本報訊) 附中校友會,聯合新

竹交大校友會和中原校友會,特邀
我們的理事張南庭,已於上周六二
十日繼續講他去年 10 月沒時間講
的技術分析, 現場吸引有興趣的校
友, 把握良機,一同前來聆聽這寶貴
的分享。

(團隊成員:古真生,李小華,周成
元,方鮀生,張南庭,馬定遠,喻明麗,
宋宏三,陳志宏及金俊家)

......................股市投資經驗分享及
淺見(Part-II) ......................
•主講人 : 張南庭
•日 期 : 2018年1月20日, 星期六
，下午1:00至5:00
• 地 點 : 10303 Westoffice Dr,
Houston, TX 77042

(Culture Center of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僑 教 中 心 一 樓 展 覽 室

(Room 111)
演講的主題：技術分析- Charting
the Market
（1）2018 年全球經濟和股市的展
望.
（2）那些是 2018 年看好的行業,
公司 及 ETF?
（3）如何從 stock chart 找到 buy
low sell high 的秘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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