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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會為您提供房屋買賣及相關的全方位, 一站式服務, 包括:
1. 地產評估 2. 按揭貸款  3. 房屋買賣 4.過戶登記 5. 安家服務。

代理費用最低！
服務態度最好！

作為您的房地產經紀和置業顧問,

Sophie Zhang

地址：950 Corbindale Rd, Ste 100, Houston, TX77024
網址：sophiezhang.kwrealty.com
電郵：szhang@kw.com

  電話: 832-   833- 0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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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美最權威的華文全媒體傳媒集團 today-ameri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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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學新導演           
中國文革後第一屆導演碩士班畢業
曾在中國大陸導演著名電影，並獲得大獎
導演作品包括「顫動的金翅膀」、「兩宮皇太后」、「復仇大世界」、
「中國勇士」、「青春卡拉 OK」、「苦樂三兄弟」、「天地人心」
和兒童片「龍虎父子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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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加利亞警方開展安保行動保加利亞警方開展安保行動 兩天繳獲上百只非法槍支兩天繳獲上百只非法槍支

保加利亞索菲亞警方展示保加利亞索菲亞警方展示1212月月11日和日和22日的行動中繳獲的非法槍支日的行動中繳獲的非法槍支，，
其中包括其中包括6565支卡拉什尼科夫沖鋒槍支卡拉什尼科夫沖鋒槍、、3737支蠍式沖鋒槍和支蠍式沖鋒槍和4343支手槍支手槍。。

冰島瀑布結冰畫面震撼冰島瀑布結冰畫面震撼
如天外仙境如天外仙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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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客在荷蘭遊客在荷蘭Gouwe KerkGouwe Kerk 教堂教堂
設置的臨時滑冰場內滑冰設置的臨時滑冰場內滑冰。。GouweGouwe
KerkKerk 教堂是壹座建於教堂是壹座建於 19021902 年至年至
19041904年間的哥特式教堂年間的哥特式教堂，，位於荷蘭位於荷蘭
中部的中部的 GoudaGouda小鎮小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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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軟市值重返全球第壹
昔日IT王者憑啥殺回來

微軟公司市值壹度超過蘋果公司，時

隔16年後重返全球第壹。盡管在收盤時這

壹位置得而復失，但這壹輪強勁走勢足以告

訴世人：被遺忘多年的微軟又回來了。

盛極而衰
錯過風口被後起之秀超越
曾幾何時，微軟就是IT界的壹個奇

跡。憑借著Windows和Office兩款產品，

它幾乎壟斷了PC端的操作系統和辦公軟

件市場。從1998年到2002年，它蟬聯市

值第壹的名次達4年之久。

然而，正所謂盛極而衰。微軟在達

到極盛後，也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

造成衰落的原因有很多，但其中最重要

的有以下兩點。

壹是組織問題。著名經濟學家熊彼

特曾指出，當企業發展到壹定的規模後，

就會逐步失去其初創時的活力，轉而走

向僵化、滋生內耗嚴重的人事爭鬥。微

軟的現實完全印證了熊彼特的預言。微

軟現任 CEO 薩提亞· 納德拉在其新書

《刷新》中曾援引壹位漫畫家的作品形

容微軟當時的境況：內部系統就像敵對

幫派，相互用槍指著對方。

二是戰略失誤。盡管組織問題可能

會制約微軟的發展，但它至多只是壹種

“慢性病”，並不致命。相比之下，更

重要的問題來自於戰略。微軟的鼎盛時

期恰好也是互聯網飛速發展的時期，風

口壹個接壹個。然而，微軟卻對這些風

口視而不見，壹心守著PC這個日趨沒落

的市場。盡管它在PC軟件市場上壹直努

力保持創新，但戰術上的勤奮卻遠不能彌

補戰略上的失誤，最終微軟完美地錯過了

整個互聯網時代和移動互聯網時代，只能

眼睜睜地看著“沈舟側畔千帆過”。

平心而論，微軟的決策者或許並非沒

有看到互聯網的機會，但他們卻沒有專心開

拓這個市場。管理學家克裏斯滕森在《創新

者的窘境》壹書中曾經分析過類似的情況。

在他看來，如果壹家企業在舊有業務上過於

成功，那麽在新興業務上投入過多的精力就

可能會影響其在舊有業務上的優勢。這導致

他們不會追求新業務的發展，最終也就難免

會被後起之秀超越。從這個角度來講，微軟

錯失互聯網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於它在PC

業務上做得實在太成功，從而不可避免地滑

進了“創新者的窘境”。

調整戰略
借助產業互聯網重新掘起
當納德拉從微軟前CEO史蒂夫· 鮑

爾默手中接過CEO的職位時，昔日風光

無限的帝國已是壹片殘破。彼時，該公

司市值僅剩2000多億美元；隨著PC時

代轉向移動互聯時代，Windows系統的

價值大大縮水，整個資本市場都不看好

微軟。盡管微軟也推出了自己的智能手

機Windows Phone，但是其市場份額只

有可憐的4%，幾乎沒有任何存在感。

面對如此局面，納德拉首先對微軟

的戰略進行了方向性的調整。這個調整

的內容，壹言以蔽之，就是擁抱產業互

聯網。過去，微軟由於傲慢和輕視，錯

失了互聯網的很多商機，但總體來說，

這些商機都是消費互聯網領域的。如今，

這些原本的風口已是壹片“紅海”，再

去爭奪已沒有意義。相比之下，產業互

聯網領域則是壹片“藍海”，只要能搶

占這塊領地，就足以讓微軟重新掘起。

為推進這個轉型，納德拉對微軟的組

織架構進行了大刀闊斧的變革。此前，微軟

采用的是M型的組織架構，每個業務都有

獨立的營銷與財務部門，彼此割裂，難以

形成合力。針對這壹問題，納德拉將原有

的5個事業部調整為3個。原本的核心業

務Windows與硬件等業務被整合成1個事

業部，由此被邊緣化；原有的Office業務

部則和其他的商業服務業務被整合為1個

部門，其業務重心也從個人轉向了企業；

原有的Windows Server和其他基礎設施產

品業務則被整合為了智慧雲業務部，成為

了公司業務的新中心。此後，納德拉又陸

續對組織架構進行了調整。壹方面，對盈利

能力較弱的業務，如Windows Phone、必應

地圖等，進行出售或削減；另壹方面，則根

據業務發展的需要，加入了“體驗與設備”

和“雲計算與人工智能平臺”等新事業部。經過

這壹系列的調整，微軟就在組織上為擁抱產

業互聯網做好了準備。

除了組織架構上的調整，納德拉還

推動了微軟在生態上的開放。此前，微

軟的生態是封閉的，不僅軟件只為Win-

dows設計，並且對開源軟件也非常排斥。

針對這些問題，納德拉倡導微軟積極為

安卓、iOS等系統提供軟件，這樣就壹

下子打開了盈利渠道。同時，他還積極

倡導開源，鼓勵開源軟件的研發，這為

保證其雲服務的質量起到了關鍵作用。

在業務建設的同時，納德拉還十分重

視公司文化建設。他在微軟中推行這樣的理

念：團隊之間應攜手合作，各自的工作成果

應該分享。對員工的評價不應僅僅看個人業

績，也要看員工的工作成果如何為他人所用。

員工們不應再像過去那樣，總試圖證明自己

是“這個房間裏最聰明的人”。

盡管所有的轉型對於微軟來說都十分

痛苦，但其成效確實明顯。如今，微軟已

脫胎換骨，Azure雲、HoloLens等新業務已

經取代Windows和Office成為了最重要的

業務增長點，市場上對微軟的認可聲也在

日漸增加。微軟，曾經的那個王者已經回

來了。不過，它已不是原來PC時代的那個

微軟，它的新生屬於產業互聯網新時代。

跨國公司為何紛紛在中國幹這件事？
綜合報導 近年來，跨國公司紛紛在中國設立研

發中心，不僅數量快速增加，同時研發中心的規模也

不斷擴大。

早在1992年，微軟就看好中國市場的潛力，

不僅在中國設立分公司，還成立了多個研發中

心。如今，中國已是微軟在美國本土以外機構設

置最完備、業務布局最全面、研發投入最大的國

家之壹。

微軟大中華區總裁柯睿傑表示，微軟二十年前

便在中國設立美國之外最大的研發基地，這為微軟

現在中國的發展鋪平了道路。

不僅僅是微軟，許多大型科技公司也在中國設

立了研發中心。

壹年前，在上海舉行的軟件開發者大會上，谷

歌宣布將成立壹個致力於人工智能的中國中心。

谷歌在宣布中提到，中國在人工智能領域的學

術和技術方面的貢獻不斷增加，並表示新中心將

“與中國活躍的人工智能研究界緊密合作”。

《中國人工智能發展報告2018》顯示，中國已

經成為全球人工智能專利布局最多的國家，數量略

微領先於美國和日本，三國占全球總體專利公開數

量的74%。

此外，中國人工智能人才總量也居世界第二。

截至 2017 年，中國的人工智能人才擁有量達到

18232人，占世界總量8.9%，僅次於美國(13.9%)。

經濟學家宋清輝接受中新社國是直通車記者采

訪時表示，跨國公司在中國

設立研發中心是對中國人才

資源和投資環境擁有堅定的

信心。中國在人工智能領域

和移動互聯網上的發展，也是吸引跨國公司的另外

壹大因素。

2017年，蘋果宣布在上海和蘇州再建立兩個研發

中心。此前，蘋果已在北京、深圳設立了研發中心。

蘋果公司CEO蒂姆· 庫克說，國外其他投資者

可能會很關註中國這壹最大市場，但對蘋果來說，

中國最大的吸引力是人才的質量。

宋清輝指出，中國人才對跨國公司的吸引力巨

大，它們“挖”走了大批當地的優秀人才，不但幫

助其迅速完成了本土化，而且還吸引了壹些富有才

智中國學子在海外學成回國，為其發展服務。

同樣看重中國人才市場的，還有東南亞領先的

O2O互聯網移動平臺——Grab。2015年，Grab在北

京設立了第壹個海外(東南亞以外)研發中心。

Grab北京研發中心主管鄭少麟表示，從技術上

來講，全世界最大的兩個中心壹個在中國，壹個在

美國，“我們在這兩個地方都成立了研發機構，希

望吸引這方面的人才”。

Grab是東南亞線上到線下(O2O)互聯網移動平

臺，為東南亞消費者提供交通、送餐、快遞、雜貨

配送、線上支付和金融服務。目前，Grab的業務已

經遍及8個國家235個城市，下載Grab APP的移動

設備超過了1.25億臺。

鄭少麟表示，中國在很多技術領域都是領先的。就

拿送餐來說，中國的發展已經相當成熟，在運營、整

合、技術應用等方面的經驗，“對我們都是非常寶貴

的”。

宋清輝告訴國是直通車記者，外資研發中心帶

來的新理念和技術，有利於中國企業效仿，建成自

己的研發中心（院），逐步形成自主創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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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蹤海峽熱點，反映兩岸民意

▲ 節目截圖

節目介紹：
《海峽兩岸》是中央電視臺惟一的涉臺時事新聞評論欄目，
節目宗旨是“跟蹤海峽熱點，反映兩岸民意”。節目分為兩
個版塊：第一個是“熱點掃描”，主要報道當日和近期臺灣
島內的熱點新聞；第二個是“熱點透視”，當日或近期涉臺
熱點深度報道及兩岸專家對此事的評論，並對兩岸各個層面
的交流交往進行跟蹤報道。本期節目主題： 臺軍謀求加入美
軍武器供應鏈。

播出時間：
首播時間：周一至周五晚上9:30，重播時間：次日早晨8:00。

▲ 節目截圖

《海峽兩岸》精彩
節目介紹

美南廣播電視台     看電視聽廣播

美南國際電視STV15.3為方便觀眾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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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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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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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載Apps，除了
         可用手機讀報
         更方便，也可以在Apps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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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02-IPTV-直播電視B6_4

高清 IPTV 直播電視影視
特價$99/一年 任選其一

1）800多台中英文直播頻道，中港台+英文頻道400臺，
24 小時時事新聞，綜藝，體育，兒童，電影等（原價$120/一年）

2）最新中文連續劇， 電影，綜藝，兒童，老人等節目，
25000小時的節目內容每天更新， VIP節目，

支持回放和點播（原價$120/一年）
兩者都選，可享有套餐優惠價 $120/一年（有時間限制）價格不含盒子

713-505-3919
微信號：chinese_IP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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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福地板以其在休斯頓地板行業十多年的專業經驗，

主營各類(CARB II)環保認證的Hardwood ,Laminate 
,(WPC ,SPC防水耐磨)地板、地磚及地毯的零售和批
發服務，並能為客人量身訂做個性化的檯面和浴室裝

修，提供從專業設計到精品施工的一條龍服務。萬尺

倉庫現貨，歡迎批發零售。

又福地板
最佳品質 
最優質服務 

追求極致完美 綠色環保健康

Tel: 281-501.8330 / 832-978.6440 
9630 Clarewood Dr.,#B-3 ,Houston TX 77036  

www.yulfgroup.com Mon-Sat:9:00Am-6:00Pm   
Sun:電話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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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
單

男
雙

混
雙

世界羽聯總決賽抽籤表
A組：周天成、石宇奇、孫完虎、金廷
B組：桃田賢斗、蘇吉亞托、王正干、

維爾馬

A組：戴資穎、山口茜、辛杜、張蓓雯
B組：奧原希望、陳雨菲、因達農、

李文珊

A組：吉迪恩/蘇卡穆約、韓呈愷/周昊東、
李俊慧/劉雨辰、
阿斯特魯普/拉斯姆森

B組：陳宏麟/王齊麟、蘇敬恆/廖敏竣、
阿山/塞蒂亞萬、遠藤大由/渡邊勇大

A組：松友美佐紀/高橋禮華、
波莉/拉哈尤、陳清晨/賈一凡、
杜玥/李茵暉

B組：松本麻佑/永原和可那、
基蒂塔拉庫爾/普拉瓊艾、
李紹希/申昇瓚、斯托伊娃姐妹

A組：鄭思維/黃雅瓊、德查波爾/沙西麗、
吳順發/賴潔敏、埃利斯/史密斯

B組：渡邊勇大/東野有紗、
陳炳順/吳柳瑩、菲澤爾/維德佳佳、
王懿律/黃東萍

女
雙

女
單

■■朱婷朱婷（（中中））領取最有領取最有
價值球員獎價值球員獎。。 新華社新華社

■■朱婷朱婷（（中中））在比在比
賽中吊球賽中吊球。。 新華社新華社

■■北京首鋼主教練北京首鋼主教練
雅尼斯雅尼斯。。 新華社新華社

■■瓦基弗銀行隊成員在奪冠後慶祝瓦基弗銀行隊成員在奪冠後慶祝。。 新華社新華社

衛冕冠軍瓦基弗銀行隊在本屆比賽中發
揮出色。小組賽不失一局，斬獲三連

勝，以小組頭名晉級半決賽；半決賽中瓦基
弗銀行隊又以3：1擊敗巴西勁旅海灘女
排，與戰勝另一支土超豪門伊薩奇巴希的巴
西米納斯女排會師決賽。

巴西米納斯失誤多
在決賽雙方展開精彩的攻防大戰。比

賽開始後局勢就十分膠着，但經驗豐富的瓦
基弗銀行隊在關鍵分把握上更為出色，先後
以25：23和25：21拿下前兩局。第三局放
下包袱的瓦基弗銀行隊打得順風順水，巴西
米納斯隊則出現連續失誤，最終瓦基弗銀行
隊以25：19鎖定勝局，從而以3：0戰勝對
手斬獲冠軍。

決賽中朱婷斬獲21分的全場最高分。

本屆世冠盃比賽中，作為主攻手的朱婷在一
傳、防守、發球等多個環節發揮出色，技術
全面，在當選最佳主攻的同時蟬聯MVP。
瓦基弗銀行隊主教練古德蒂賽後表示，這對
俱樂部來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勝利：“隊員
們能在最重要的比賽中發揮出最佳狀態，
對此我很滿意。”

伊薩奇巴希奪銅牌
曾兩次奪得世冠盃冠軍的土耳其豪門

球隊伊薩奇巴希最終以銅牌收官。本屆世冠
盃決賽原本被認為是兩個小組頭名、同為土
超豪門的伊薩奇巴希和瓦基弗銀行隊之爭，
但在早前的準決賽上，伊薩奇巴希以2：3
惜敗巴西米納斯隊，無緣決賽。在日前的銅
牌爭奪戰上，實力更勝一籌的伊薩奇巴希以
3：0完勝巴西海灘女排。 ■中新社

瓦基弗教練古德蒂：
執教朱婷是一種幸運

瓦基弗銀行隊在2018年女排世
冠盃比賽中成功衛冕，朱婷也榮膺
了賽事最佳球員和最佳主攻。賽後
瓦基弗銀行隊主教練古德蒂表示，
非常幸運能夠執教朱婷。

對於蟬聯賽事最有價值球員的
朱婷，古德蒂也是不吝溢美之詞：
“我非常幸運，能夠執教朱婷。她是
一個天生的領導者，不接受失敗，每
天都盡最大努力去訓練，在比賽中展
現最好的狀態。”古德蒂說。由於
朱婷的存在，決賽徹底成了瓦基弗銀
行隊的主場，朱婷的球迷身穿顏色統
一的黃色帽衫，揮舞着朱婷加油的標
語，為朱婷的每一次扣球以及瓦基弗
銀行隊的每一次得分而歡呼雀躍。

■新華社

在12月12日至16日舉行的世界羽
聯總決賽，10日於廣州進行抽籤，從
結果顯示，國家羽毛球隊一眾球員要
在今次比賽突圍而出的難度甚高，相
信要更為努力以及加上一點運氣，才
能完成奪標任務。

由於林丹及諶龍等皆未能取得入
場券，石宇奇成為了國家隊於男單的
唯一代表。在抽籤後，石宇奇被編排
與今夏亞運銀牌得主周天成、韓國的
孫完虎及亞運銅牌得主金廷同處A組。
在今夏亞運會，石宇奇便曾不敵周天
成；至於孫完虎能夠在韓國賽擊退桃
田賢斗，同樣有一定級數，可見石宇
奇要突破此關絕不容易。

女單方面，由於何冰嬌因傷缺
席，被抽中與奧原希望、因達農和李
文珊同在B組的陳雨菲只能單獨應戰。
幸而，陳雨菲今年面對奧原希望與因
達農的往績不俗，其中對戰後者更有3
勝1負優勢，故理論上要於分組賽突圍
該沒有難度。

最後是雙打。男雙韓呈愷/周昊東
和李俊慧/劉雨辰組合均被分在A組，
再加上世界第一的吉迪恩/蘇卡穆約組
合，此組絕對可說是死亡之組。女雙
方面，陳清晨/賈一凡和杜玥/李茵暉
組合也是同組，對手是奧運冠軍松友

美佐紀/高橋禮華，以及波莉/拉哈尤
組合，要出線有一定困難。至於混
雙，鄭思維/黃雅瓊以及王懿律/黃東
萍分列兩組，以兩隊近績看，在決賽
會師的機會頗大，是國家隊的奪冠希
望。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浩然

在日前
以 100： 94
擊敗北控男
籃贏下CBA
北 京 打 吡
後，首鋼男
籃主帥雅尼
斯表示，內
地球員才是最重要的，他們才是
可以改變這個聯盟的人。

“有很多球隊都說外援如
何好、多麼重要，甚至花高價
去簽外援，但我想說的是中方
球員才是最重要的，他們才是
可以改變這個聯盟的人。”雅
尼斯說。雅尼斯表示，對於本
土球員要做的就是要去努力培
養他們，鞭策他們去做到最好
的自己。這件事說起來容易，
但做起來很難：“培養他們的
道路很艱難，甚至是要付出代
價。因為他們很年輕，你要承
受這種代價，才能得到你想要
的。”他說。

當日，首鋼隊的段江鵬和劉
曉宇分別攻入17分和16分，成為
球隊取勝的重要功臣。 ■新華社

短道速滑世界盃阿拉木圖站比賽日前
落幕，韓國隊成為最大贏家，總共獲得5
枚金牌。中國隊則與金牌無緣，僅在女子
1,500米第一次決賽、男女混合2,000米接
力賽以及男子5,000米接力賽中獲得3枚
銅牌。

韓國隊在本次比賽中展現雄厚實
力，斬獲了女子1,500米第一次決賽、女
子1500米第二次決賽、男子1,500米第
一決賽、女子3,000米接力賽以及男女混
合2000米接力賽5枚金牌。如果韓國隊
不是在男子5,000米接力中犯規並被取消

成績的話，將有6枚金牌入賬。
男子1,500米第一次決賽中，韓國隊

林孝俊、黃大憲、金建宇包攬前三名。
男子5,000米接力比賽中，韓國隊第一個
衝過終點。但由於韓國運動員對荷蘭選
手伸手犯規，最終被取消成績，中國隊

由第四名晉升至第三名，獲得銅牌。
男女混合2,000米接力賽十分膠着，

由李靳宇、李璇、許宏志和于松楠組成的
中國隊以2分39秒789獲得第三名，加拿
大和韓國隊排名前兩位。中國隊的另一枚
銅牌來自女子1,500米第一次決賽，李靳
宇本來是第四位撞線，但裁判賽後判定第
二名完賽的菊池悠希犯規，其成績被取
消，李靳宇名次提升至第三。 ■新華社

在9日晚進行的2018女排世冠盃決賽上，中國球員朱婷効力的土耳

其豪門瓦基弗銀行隊以3：0擊敗巴西米納斯，第三次奪得女排世冠盃冠

軍，也是女排世冠盃歷史上第二支成功衛冕的球隊。朱婷獲得全場最高

21分，繼上屆世冠盃後再度當選最有價值球員（MVP）。

國家隊羽聯總決賽路難行

首
鋼
主
帥
雅
尼
斯
籲
重
用
內
地
球
員

短道速滑世界盃阿拉木圖站 中國隊奪三銅

■■石宇奇的奪石宇奇的奪
冠路難行冠路難行。。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古德蒂古德蒂（（右右））對有朱婷為己隊對有朱婷為己隊
効力感幸運効力感幸運。。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瓦基弗銀行衛冕女排冠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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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ndallsRandalls 即將關閉即將關閉 KatyKaty 店店 今年第七家今年第七家

（本報訊 ）由於零售行業競爭加劇，在休斯頓零售業具有很高榮譽和實力的Randalls店今年
要關閉第七家點，即位於KATY的店面，這也是Randalls在經歷了艱苦的商業努力未果後做出的決
定。

這家位於North Fry 和 Morton roads的KATY店未來將由一家快速成長的西班牙裔零零售業連
鎖店來收購，這家公司今年年初開始進入休斯頓市場。

總部位於休斯頓的Randalls公司在關閉了KATY點之後，目前在該地區僅剩下一家店面，繼續
經營的這家店位於KATY525 South Fry。

該公司的發言人Connie Yates表示，公司連續關店是根據嚴謹的市場分析以及該公司的整體收
益。目前公司不再有進一步關店的計劃。

Randalls曾是休斯頓食品零售業的佼佼者，多年處於領先的地位，佔有穩定的一席之地，而近
年來隨著競爭加劇，收益下降，該公司連續關閉了 Garden Oaks, Stafford, Cypress, Montrose, The
Woodlands and Sugar Land stores等店面，其主要的店面從2005年的51家減少到如今的22家。

根據最新的Shelby的市場報告，Randalls的市場份額不到4%，H-E-B, Kroger 和Walmart則分
別佔據了25%的市場份額。

（本報訊 ）由於最
後倒計時期間出現問題，在
剛剛過去的週末，美國取消
了 一 枚 載 有 國 家 偵 察 局
（NRO）有效載荷的運載火
箭的發射。

據美國《新聞週刊》12
月9日報道，發射前7秒，聯
合 發 射 聯 盟 公 司 （United
Launch Alliance）決定，德爾
塔IV重型（Delta IV Heavy）
火箭將不再起飛。官方在直
播期間表示，停止發射是由
於在倒計時期間計算機檢測

到意外情況。
該項發射任務原本計劃

於上週六（12 月 8 日）在加
利福尼亞的范登堡空軍基地6
號航天發射場執行，將美國
國家偵察局的一顆間諜衛星
送入軌道。

另據俄羅斯衛星通訊社
報道，這已是該火箭第二次
因技術原因被臨時取消發射
。聯合發射聯盟公司在通報
中稱，“發射已被取消。低
溫燃料開始從火箭內排出。
新的發射日期還未確定。”

聯合發射聯盟公司是波
音公司和洛克希德•馬丁公
司的合資企業，他們為美國
國家偵察局提供發射服務。

關於祕密衛星的消息並
未公佈。不過，據現有消息
， 下 一 個 帶 有 光 電 設 備 的
“鎖眼”（KH-11 KeyHole
）衛星將會被髮射到軌道上
。該衛星的主要任務是實時
向美國情報部門傳輸超高分
辨率圖像。目前，在美國的
軌 道 衛 星 羣 上 已 經 有 四 顆
KH-11衛星。

[綜合報導]到底有沒有聖誕老人，這個
問題最好別在聖誕節期間提出，因為，其結果
一定會自找苦吃。之前，歐洲一些報紙曾將想
挑戰這個極限，但馬上報社就會在一片抗議聲
中淹沒，最後的結果不是登報抱歉就是發聲明
表示是一場誤會。而最近，德州的一名男子又
要打破這個禁忌。

聖誕臨近，美國德州一名男子被逮捕、新
澤西州一名代課老師被炒魷魚，原因是他們都
宣揚聖誕老人是假的。

美國德克薩斯州的一名男子因告訴孩子們
聖誕老人是不存在而被拘。根據多家媒體報導
，在德州北部的克利本（Cleburne）一家教堂舉
行"與聖誕老人吃早餐"活動時，一名31歲的男

子和另外兩人在教堂外大喊，稱聖誕老人是假
的。

許多人對此表示不滿，男子被警方逮捕。
當地市長凱恩（Scott Cain）說，竟然抗議聖誕
老人，這可不行。

就在不久前，有一名女教師也因為告訴學
生聖誕老人不存在而被校方辭退。這位新澤西
州一名代課小學老師告訴學生，聖誕老人不是
真的，之後在回答學生提問時，她還"揭穿了"

復活節兔子、牙仙、聖誕精靈，說它們也不是
真實存在的。

該校校長接受采訪時說："作為4個孩子的
父親，我真的知道這種宣告有多敏感。"另外一
名校方負責人對這件事"感到沮喪"，因為"與節
日和傳統有關的孩童驚喜"具有特殊的意義。

有一名學生家長說，許多爸爸媽媽在家裡
嘗試挽回損失。這名禍從口出的代課女教師未
來不能在這個學區擔任老師的職務。

聖誕老人是真是假聖誕老人是真是假 德州男子惹麻煩德州男子惹麻煩 發射前7秒緊急喊停 美國間諜衛星發射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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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記者秦鴻鈞 ）無論時代如
何變更, 書籍永遠是伴隨我們生命成長
、充實、豐富的良伴。書中自有黃金屋
，書中自有顏如玉，多少的名人在專訪
中透露他們成功的訣竅---在於每天抽
一段時間讀書，數十年如一日。在書本
中他們找到創意和良機，在書本中他們

找到生命的突破口。
一項難得的 「2018 中國地方出版文

化圖書展」 將於本周六下午二時時至六
時,在9440 Bellaire Blvd.Suite208, 百利醫
療廣場二樓，中國城郵局內舉行。書展
僅四小時，歡迎把握良機，在上萬冊近
千種書籍中，尋找您最需要的書籍。包

括：生活與健康類、少兒類、中華經典
類、工具類圖書----書的定價按人民
幣定價除六，折合成美元銷售，並設有
$1 元特價書專區。

National Culture Inc（中國影視）在
休斯頓已經第十九年了，已成為本地華
人的朋友。經過多次的出版與印刷，我

們積累了豐富經驗，已成為出版印刷的
平臺。

出版方面：
著名作家陳瑞琳《“蜜月”巴黎》

，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
著名攝影家賈忠攝影集《中國西部

》，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
緬懷先烈、振興中華的休斯頓僑學

界辛亥革命100周年《紀念文集》；華
夏中文學校《華夏中文學校20周年紀念
冊》、《華夏優秀作文選》……
印刷作品：

《第一次生日 Party》、《A Girl
Name Sue With A Secret》、《天堂與地
獄》、《絕對降服》……
著名作家陳瑞琳在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
出版的《“蜜月”巴黎》與董革在天津
科技社出版的《董革食藝》將在12/15
書展上簽字售書。
關於印刷出版方面的任何問題，歡迎垂
詢。

當天同時展出:
木製品： 博古架、屏風、折疊式木

籃、郎世甯名畫。
玻璃器皿： 鋼化玻璃煲、酵素瓶、

泡酒瓶、儲物瓶、不同款式、不同大小
共幾十種。歡迎各界到場選購，價格會
給你驚喜。

本著幫讀者找好書, 為好書找讀者
的初衷，2018 中國地方出版文化圖書展
將於本周六下午二時舉行開幕式,展出時
間：12 月 15 日（本周六）下午二時至
六時，書展地點：9440 Bellaire Blvd.
Ste 208, Houston TX 77036 (百利醫療廣
場，中國城郵局內），聯絡電話：
713-484-7888

為讀者找好書為讀者找好書,,為好書找讀者為好書找讀者
20182018中國地方出版文化圖書展周六登場中國地方出版文化圖書展周六登場

【【全旅假期全旅假期】】回香港回香港!!!! 只要只要$$888888 起起 ------ 讓您回香港讓您回香港,, 順順
道遊日本與江南看櫻花道遊日本與江南看櫻花. (. (包休斯頓往返機票包休斯頓往返機票,, 團費團費,, 稅金稅金))

費用包含：
機票及稅項（含休斯頓往返

機票）、豪華酒店住宿、行程列
明餐飲、旅遊巴士、專業中文導
遊、團上意外保險。

費用不含：
小費, 自費項目, 簽證費

（全旅假期可代辦十年中國簽證
，參團者只收取$30手續費）、

單房差、旅遊保險、個人消費、
行李超重費、後續行程消費及其
他不在費用包含裏的消費等

註意事項：
僅限 18-69 歲持華僑成人

報名。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
作者所有，侵刪。全旅假期保留
最終解釋權。

櫻花的季節又快要到了
【全旅假期】特別推出 回香港,
順道去遊日本+江南 看櫻花

包機票, 稅金, 團費 只需 $888/人
限時特價 欲購從速

【圖文/泉深】為緬懷中國人民的好朋友、美國第41任已故
前總統喬治·H·W·布什（George H. W. Bush），美南報業電視
傳媒集團於12月9日星期日下午在美南國際貿易中心舉行了追思
回憶老布什總統音樂會， 表達大休斯頓地區華人社團對這位偉
大總統的愛戴和敬意。

中國駐休斯頓總領事館總領事李強民、休斯頓國際區區長李
蔚華、休斯頓聯合國協會主席丹∙斯托克 (Dan Stoecker) 、副主
席帕溫∙巴蓋爾泡（Parvin Bagherpour）、美南國際貿易中心共
同主席金諾威（Jim Noteware）、美中合作委員會副主席範波、
國際著名雕塑家王維力、國際著名藝術家王鑫生、布什好友黃克
華、以及大休斯頓僑界僑領等專程前來追思回憶老布什總統並致
辭。

李強民總領事在致辭中指出，在過去的一周裏，世界各地對
喬治·H·W·布什總統的報道成了報紙的頭條新聞。布什作為海
軍飛行員，一個好父親，一個好丈夫，一個好領導者，他的每有
一個角色都非常重要。他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中國人民將永遠
記住他在中國和美國之間所建立的友誼。1974年至1975年他任
美國駐華聯絡處主任，是唯一在中國擔任特使的美國總統。當時
中美之間沒有外交關系，當布什擔任駐中國聯絡處主任時，他和
芭芭拉在北京騎自行車，他甚至被授予 “騎自行車特使” 的稱
號。布什總統通過與普通中國人接觸，設法對中國有了更好的了
解，這是布什總統留給我們的遺產之一。布什總統入主白宮時，
繼續推動中美兩國關系的發展。他堅信，中美關系不僅對兩國人
民重要，而且對亞太地區和全球的穩定也很重要。離開橢圓形辦
公室後，布什總統建立了美中交流基金會，促進中美之間的交流
與合作。李大使有幸與布什總統會晤了幾次，他邀請布什總統和

芭芭拉到他家吃
北京烤鴨和喝中
國茶。布什的智
慧、迷人的個性和幽默感總是給李大使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接著
說，明年是中美建交40周年。盡管有波折，中美關系一直保持
著全面的發展。現在中美關系正處於一個重要的關頭，習近平主
席和特朗普總統於12月1日在阿根廷共進晚餐並舉行會談，會談
達成了重要共識，雙方同意在明確的協調、合作和穩定的基礎上
促進兩國關系的發展。雙方將遵循兩國元首達成的原則共識，加
強貿易談判，為今後中美關系指明了方向。

休斯頓國際區區長、美南國際貿易中心主席李蔚華先生在追
思回憶中說：“喬治.H.W.布什總統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他強
調良知、文明、寬容、博愛、互助和希望，並追求更高尚遠大的
宏偉目標。他40多年來見證並推動中美關系取得歷史性發展，
為兩國人民友好事業作出了積極貢獻，中國人民對此不會忘記。
我們美南國際貿易中心（ITC）作為大休斯頓地區唯一華人獨立
創辦的跨國界、跨種族、跨文化、跨地域的非營利文化貿易組織
，成立伊始，即得到休斯頓市政府及美中社會各界名流人士，包
括前總統布什等的大力支持。 ITC支持讚助本地多達7000個中
小企業運作，提供經濟服務，促進經濟發展。我們應該受到布什
總統的遠見和智慧的鼓舞，繼續發展美中之間的關系。” 他說
：“我今天宣布，我和我夫人朱勤勤捐款一百萬美元，成立
‘李蔚華朱勤勤基金會’（Wea Lee & Catherine Lee Foundation
），一方面鼓勵青少年受到良好的教育，每年招收中國優秀青少
年學生到美國留學，也選派優秀美國學生赴中國學習，加強青少
年的知識與文化的培養；另一方面也做社會公益活動，每年資助

殘疾兒童，今年12月22日聖誕節前夕就在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
團綠色廣場舉行兒童園遊活動，基金會為殘疾兒童送上聖誕禮物
。”

國際著名藝術家王鑫生老師和老布什總統家族建立了密切的
聯系，王老師在2008年專門為老布什總統創作了肖像畫。 為了
緬懷老布什總統， 王老師查閱布什二戰相關資料，布什在18歲
的生日當天加入了美國海軍，並且在尚未年滿19歲時就正式被
授與任務成為真正的海軍飛行員，派駐到聖哈辛托號航空母艦
（USS San Jacinto CVL-30）上，是當時最年輕的海軍飛行員之
一。 他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從軍，擔任過美國海軍的魚雷轟炸
機飛行員，並執行了共58次的軍事任務。他曾在1944年一場在
日本位於太平洋中的離島小笠原群島所發生的海戰中，在父島附
近遭到日軍炮火擊中。僅有布什被美國的潛艇救起。另有8人成
為了日本的俘虜，全部被殺害，當中5人的屍體更在一系列的食
人事件中被煮食。為此， 王老師為老布什總統特地畫出一幅
《二戰英雄.世界和平》的巨幅油畫，並在追思回憶布什總統音
樂會現場展出，以紀念這位果斷、自信、敢做敢為，以及對中國
人民友好的世界的英雄，一位偉大的美國總統。

丹∙斯托克 (Dan Stoecker) 、范波、王維力、布什好友黃克
華等分別上台回憶老布什總統並致辭。

追思和致辭結束後，美南電視國際藝術團為前來參加追思回
憶活動的人士送上一場追思回憶音樂會。

追思回憶老布什總統音樂會在美南國際貿易中心舉行追思回憶老布什總統音樂會在美南國際貿易中心舉行
““李蔚華朱勤勤基金李蔚華朱勤勤基金”” 會正式成立會正式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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