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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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THERN CHINESE WEEKLY

全美最權威的華文全媒體傳媒集團 today-america.com 2.22.2019

1157

 全球直播
LIVE

盧林  醫師
德州執照資深中醫針灸師
具有 40 幾年醫療教學經驗
入選中國名醫大典
中西醫結合，療效佳，口碑好
應用中西醫多項常規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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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國博火災後首次對媒體開放巴西國博火災後首次對媒體開放 四處遍布腳手架四處遍布腳手架

繽紛孔雀彩燈展亮相香港維港賀元宵繽紛孔雀彩燈展亮相香港維港賀元宵

元宵佳節將至元宵佳節將至，，香港節日氣氛正濃香港節日氣氛正濃。。矗立於維港海濱矗立於維港海濱
顯著位置的顯著位置的““雀屏春瑞耀香江雀屏春瑞耀香江””春節專題彩燈展合共展示春節專題彩燈展合共展示
超過十組形態各異的孔雀超過十組形態各異的孔雀，，最大的壹組高約最大的壹組高約55米米、、長約長約1515
米米，，孔雀的尾巴橫跨兩個水池孔雀的尾巴橫跨兩個水池，，形成壹扇拱門形成壹扇拱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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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洛杉磯祖馬海灘美國洛杉磯祖馬海灘（（Zuma beachZuma beach），），這裏有個超級大懶蛋這裏有個超級大懶蛋，，壹只海鷗壹只海鷗，，
這個厚顏無恥的家夥不但把壹位大爺的腦袋當成了歇腳石這個厚顏無恥的家夥不但把壹位大爺的腦袋當成了歇腳石，，還心安理得的搭起了還心安理得的搭起了
便車便車。。意大利攝影師意大利攝影師Andrea IzzottiAndrea Izzotti在祖馬海灘遊玩時拍下了這搞笑的壹幕在祖馬海灘遊玩時拍下了這搞笑的壹幕，，這位這位
大爺正在海邊踱步大爺正在海邊踱步，，這時這時，，壹群海鷗飛了過來壹群海鷗飛了過來，，其中壹只海鷗不知道是累壞了還其中壹只海鷗不知道是累壞了還
是怎樣是怎樣，，竟然直接停歇在了大爺的頭上竟然直接停歇在了大爺的頭上，，悠悠然搭起了便車悠悠然搭起了便車。。這位大爺並沒有被這位大爺並沒有被
這個不速之客嚇到這個不速之客嚇到，，而是繼續頭頂海鷗繼續散步而是繼續頭頂海鷗繼續散步，，畫面甚是逗趣畫面甚是逗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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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債券納入國際主流債券指數，對投資影響幾何？
綜合報導 從今年4月起，人民幣計價的中國

國債和政策性銀行債券將被納入彭博巴克萊全球綜

合指數。此舉對市場意味著什麼？投資者是否準備

好迎接其帶來的影響？

1月31日，彭博確認，以人民幣計價的中國國

債和政策性銀行債券將從2019年4月起被納入彭博

巴克萊全球綜合指數，並在20個月內分步完成。

被完全納入全球綜合指數後，人民幣計價的中國債

券將成為繼美元、歐元、日元之後的第四大計價貨

幣債券。

彭博董事長高逸雅表示，中國壹旦被納入全球

綜合指數，中國債券市場將為全球投資者提供更多

機遇。

為增強投資者信心，改善市場準入，央行、財

政部和國家稅務總局已經完成納入全球綜合指數所

需的壹系列改進措施，包括實施券款對付結算、實

現批量交易在不同投資組合之間的分配以及明確稅

收政策。

業內人士表示，此次中國債市被納入國際主流

債券指數是非常重要的壹步。

交通銀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金融分析師鄂永健

表示，此舉是對中國不斷發展壯大的債券市場地位

的承認，將有助於吸引更多境外投資者進入境內債

券市場進行投資和交易，同時也有助於推動我國債

券市場進壹步擴大對外開放，加強與境外市場的互

聯互通。

匯豐大中華區行政總裁黃碧娟表示，中國債券

市場在去年已經吸引了大量外資，中國資本市場正

迅速融入全球金融體系的主流，中國規模巨大的資

本市場在國際投資者的資產配置中將日益受到與之

影響力相匹配的關註。

事實上，中國債券市場發展的腳步從未停止。

德意誌銀行中國固定收益策略分析師劉立男分析認

為，過去十年，在金融改革開放的支持下，人民幣

債券已經成為新興全球投資資產類別，並且取得了

四大進展，包括自2008年以來，中國固定收益市場

的廣度和深度均顯著發展；自2013年以來，債市不

斷擴大對外開放的力度，國內人民幣債券市場的外

國投資呈上升趨勢；投資者結構趨於豐富；信用違

約事件的發生。

人民幣債券即將被逐步納入彭博巴克萊全球綜

合指數有望帶動穩定的海外投資流入，並加大人民

幣債券收益率的波動。劉立男預計，未來20個月

，流入中國債券市場的海外資金規模約為1200億美

元，其中480億美元將在2019年年底前流入。未來

五年，投資國內債券市場的海外資金流入規模或達

7500億至8500億美元。

鑒於看重中國債券市場的吸引力，海外投資者

紛紛提前布局。今年1月，富達國際旗下外商獨資

企業富達利泰完成了“富達中國債券優選壹號私募

基金”的備案，這只新的基金將投資於中國債券市

場。

1月CPI預計維持在2%以內
年內通脹預期減弱

1月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公布在

即。多家機構預計，1月CPI同比增速或

將較上月小幅微升，在1.7%-2.0%左右，

年內通脹預期再度減弱；與此同時，PPI

或將跌至負值，為近兩年來首次，不排

除引發階段性工業通縮的可能。

菜價、油價或推漲CPI
據Wind數據統計，近期共有12家

機構對1月份的CPI走勢進行了預測，預

測最大值是同比上漲2.0%，預測最小值

為1.7%，預測平均值為1.8%。機構分析

人士認為，節日臨近拉動消費物價，CPI

或將同比小幅上升。

作為對CPI影響作用最大的食品項

因素，進入1月以來，豬肉價格震蕩下

挫、蔬菜價格卻壹路微漲。

商務部監測數據顯示，1月份以來

30種蔬菜平均批發價格呈不斷上漲趨

勢。具體來看，12月31日至1月6日，

價格為每公斤 4.26 元，比前壹周上漲

1.7%；1月 7日至13日，價格為每公斤

4.28元，比前壹周上漲0.5%；1月14日

至20日，價格為每公斤4.5元，比前壹

周上漲5.1%。

此外，據商務部公布的數據，1月

以來肉類批發價格小幅波動，豬肉價格

不斷走低。從周監測數據來看，12月31

日至 1 月 6 日，豬肉價格為每公斤

20.66 元，比前壹周下降 0.7%；1 月 7

日至 13 日，豬肉價格為每公斤 20.21

元，比前壹周下降 2.2%；1月 14 日至

20日，豬肉價格為每公斤19.86元，比前

壹周下降1.7%。

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分析

稱，1 月份以來，因為春節臨近，食

用農產品價格出現持續小幅回升。分品種

來看，蔬菜、水產品等價格都出現上漲，

其中蔬菜價格上漲幅度較大，而豬肉價格

受疫情影響，仍出現小幅下降。連平表示

，預計1月食品價格環比將繼續出現小幅

上漲，漲幅在1.8個百分點左右。

此外，連平表示，近期國際油價底

部回升，1月份國內成品油價經歷壹次

小幅度的上調，因此預計非食品價格同

比漲幅小幅回升到1.8%左右，將繼續維

持在2%以內。第三方機構卓創資訊研報

則表示，多重因素將促使國際油價開啟

小幅反彈走勢，而國內成品油零售限價

也將繼續上調。

具體來看，卓創資訊分析稱，下個

周期，影響國際油價的主要因素在於中

美貿易談判和全球股市的企穩，經濟悲

觀預期的部分修復帶來較為樂觀的需求

預期。此外，沙特超額減產繼續推進令

供應端繼續收緊，以上利好都將促使國

際油價開啟小幅反彈走勢。據此卓創資

訊預計，2月28日24時，國內成品油零

售價或繼續上調。

結合翹尾因素，連平稱，初步判

斷 1 月份 CPI 同比漲幅可能在 1.8-2.2%

左右，取中值為2%，漲幅相比上月小

幅回升。

PPI或跌至負值，引發階段性工業
通縮

在PPI方面，機構人士認為2019年

PPI平均漲幅或將明顯下降，近幾個月甚

至將會降到負值，並表示“不排除出現

階段性工業通縮”的可能性。

據Wind統計，近期共有13家機構對1

月份的PPI走勢進行了預測，預測最大值

是同比上漲0.8%，預測最小值為同比下跌

0.2%，預測平均值為同比上漲0.2%。

連平分析稱，從1月已公布的周頻

生產資料價格走勢看，主要產品中除了

橡膠產品以外，其他產品價格環比都有

不同程度下降，其中黑色金融、有色金

屬、農資產品價格降幅較大。在流通領

域，主要生產資料價格中有24%的產品

價格上升，68%下降，8%基本持平。從

9大類生產資料價格看，林產品、石油

天然氣價格小幅回升，其余7類產品價

格下降，非金屬建材價格環比降幅最大，

超過-3%。預計2019年1月PPI環比整體

下降，在-0.4%到-0.8%之間。

此外，連平表示，去年1月PPI環比

上漲0.3%，漲幅明顯高於今年同期，對

同比增速形成高基數作用。1月PPI翹尾

因素為0.49%，顯著低於上年水平。綜

合判斷，預計1月PPI環比下降，疊加基

數上升和翹尾因素不高，導致同比漲幅

繼續下行，在-0.3%到0.2%之間，取中值

為-0.1%左右，為2016年9月以來首次跌

到負值。

展望年內物價走勢，連平認為應重

點關註兩個因素：壹是豬肉價格，二是

國際原油價格。受疫情影響，國內能繁

母豬存欄量持續下降，至2018年12月份

已經跌破3000萬頭，創下近十年以來的

新低。受此影響，2019年豬肉價格可能

企穩回升，但預計回升幅度有限。此外，

連平稱，全球經濟放緩對石油需求預期

減弱，北美增產效應持續影響，2019年

原油和天然氣價格難以顯著提高。

對於2019年的全年物價，連平認為

全年CPI同比將回落至2%以內，且他認

為通脹不是經濟運行的主要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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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55美南電視介紹

跟蹤海峽熱點，反映兩岸民意

▲ 節目截圖

節目介紹：
“海峽兩岸”是中央電視台惟一的涉台時事新聞評論欄目，節
目宗旨是“跟踪海峽熱點，反映兩岸民意”節目分為兩個版塊
：第一個是“熱點掃描”，主要報導當日和近期台灣島內的熱
點新聞;第二個是“熱點透視”，當日或近期涉台熱點深度報
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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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跟踪報導。
本期節目主題：統一是大勢：台灣民意正在覺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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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視廣播合為一體」

               不需任何付費，
             觀眾可24小時直接收看及收聽該頻道，
             行車間也可方便收聽，輕鬆獲取美南電視節目
             以及各類國際、社區重大資訊。 

 3. 下載Apps收看：
         可在蘋果商店搜尋  
      「Today America」，
         下載Apps，除了
         可用手機讀報
         更方便，也可以在Apps裡
         收看STV15.3 電視直播。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如需開車時收聽廣播，請鏈接到車載音響設備 (數據線/藍牙設備），效果更佳。

2. Google搜尋：觀眾只要在Google網站搜尋
    「Southern TV- STV15.3 Houston」

         或輸入該平台網址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就可直接連結美南國際電視直播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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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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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華時間》

《新聞面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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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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ld Journal  ARTWORK  APPROVAL SHEET
 All text, graphics, interfaces, photographs, trademarks, logos, artwork and computer code (collectively, “Content”),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design, structure, selection, coordination,
  expression, "look and feel” and arrangement of such Content is the property of World Journal. and is protected by trade dress, copyright, trademark laws, and various 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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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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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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助紅魔
誓拆殘“巴”

PSG當黑連番折將 曼聯強陣搶佔先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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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巴比將在麥巴比將在PSGPSG鋒線單天保至尊鋒線單天保至尊。。 法新社法新社

歐洲聯賽冠

軍盃於北京時間

13日凌晨揭開淘

汰賽序幕，16強

首個比賽日焦點自然是曼聯主場對

巴黎聖日耳門（PSG）的首回合大

戰。曼聯在蘇斯克查帶領下愈戰愈

勇，而這位盛傳於季後“坐正”的

看守領隊更是“行運行到落腳趾

尾”，撞正 PSG 有大量傷兵出

現，看來“紅魔”有力先

拔頭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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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聯於過去周六英超早場作客3球
淨勝富咸，由於早早奠定勝局，

蘇斯克查更可於比賽中先後收起安東尼
馬迪爾、保羅普巴及安達靴里拉，讓他
們能以較佳體能狀態應付比賽。此外，
蘇帥於對富咸之戰也沒有讓域陀連迪路
夫、艾舒利楊格、連格、阿歷斯山齊士
及拉舒福特上陣，明顯是為今仗留力。
事實上，曼聯自蘇斯克查上任後

11戰取得10勝1和佳績，球員在摩連
奴年代累積的頹氣一掃而空。剛和球隊
續約的中堅菲爾鍾斯表示：“我們季初
一度淪為笑柄，但現在再沒有人敢笑我
們；蘇斯克查帶領我們走出困局，也帶
來變化；現在的曼聯會積極製造機會，
如普巴及馬迪爾等球員也尋回了笑
容。”

蘇斯克查遺憾無緣鬥尼馬
蘇斯克查本人看來也信心十足，更

揚言對於對手有尼馬等球星缺席感可
惜：“尼馬是一位很偉大的球員，但遺
憾地得知他無法落場，當你與最好的球

隊對壘時，總希望能跟最好的球員過
招，球迷們相信也有這意願，所以對奧
脫福球迷而言，這實在是一大憾事。”

迪馬利亞回奧脫福鬥舊會
PSG近期頭頭碰着黑，球員接二

連三受傷，雖然之前曾受重創的意大利
中場馬高華拉堤已經復出，但右閘梅尼
亞、左閘古沙華和中鋒卡雲尼均於最近
加入了“十字軍”，是日將聯同王牌射
手尼馬一同缺陣，豪華鋒線只剩基利安
麥巴比能掛帥，德國中場達斯拿和倒戈
的阿根廷翼鋒迪馬利亞則作輔助，只是
對戰舊會的後者相信會受奧脫福球迷
“熱情”招呼，以其一貫心理質素，實
難望發揮水準。

眼看球隊未能以“夫添”出征，
PSG教頭杜曹明顯十分擔憂，更謂之
前的計劃也要作改動：“說實在我有點
擔心，因之前我以為只有尼馬缺席，但
現在情況看來更嚴峻，我又要重新定下
沒有卡雲尼等主力的計劃。”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浩然

中國男籃（國籃）日前公佈
了世預賽第六窗口期15人集訓
名單。據中新網消息，雖然易建
聯、郭艾倫等主力球員沒有入選
本次集訓，但周琦的名字出現在
名單內，也給球迷帶來了不少的
驚喜。

周琦在大年初三剛剛從美國
返回國內，而本次入選也是雅加
達亞運會後周琦首次進入國家隊
集訓名單。

同時，除了吳前、趙睿、阿
布都沙拉木這些已經在國家隊證
明了自己的球員外，本次集訓隊
還增加了一位新人：八一隊小將
郭昊文，這也是他首次入選了國
家隊集訓名單。

中國男籃主帥李楠稱這樣的
安排主要為了多鍛煉和考察年輕

人。“這次窗口期我們希望能讓
上一個窗口期沒打的幾個人也獲
得一些鍛煉的機會，然後我們也
在進一步考察一下。另外名單中
增加了幾個年輕的球員，這樣的
選擇也是為我們今年夏天的選材
能夠擴大一下範圍，能發現更多
出色的年輕人。”

本次集訓將於2月16日開
始，最後一個窗口期當中，中國
男籃將在香港時間2月22日客場
挑戰約旦隊，24日他們將在中
立場地黎巴嫩與敘利亞男籃交
鋒。

國籃本期集訓名單為：翟曉
川、方碩（北京），吳前（浙
江），劉志軒（遼寧），趙睿、
任駿飛（廣東），阿布都沙拉木
．阿布都熱西提（新疆）， 胡

金秋、孫銘徽（廣廈），于德
豪、沈梓捷（深圳），陳林堅
（福建），付豪、郭昊文（八
一）以及周琦。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李宗偉（右）與家人透過facebook向
球迷拜年。

■■中國男籃主教練李楠中國男籃主教練李楠（（右右）。）。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宋
偉 大連報道）2月11日，大連
一方足球俱樂部與韓國籍教練
崔康熙（左圖）完成簽約，後
者正式出任大連一方主教練。
現年59歲的崔康熙曾任韓國國
家隊主教練，並率隊在2014年
巴西世界盃亞洲區預選賽十強
賽中出線。

崔康熙曾是韓國國腳，退

役後開啟了足球教練的職業生
涯。他曾於1996年執教水原藍
翼，2002年至2004年任韓國國
家隊助理教練，2005年 7月重
返韓國K聯賽擔任全北汽車主
帥。崔康熙在擔任全北汽車主
帥期間，帶領球隊6奪聯賽冠軍
和2奪亞冠冠軍，把全北現代帶
成一支亞洲一流球隊。崔康熙
的執教能力也因此得到了韓國

乃至整個亞洲足球界的廣泛認
可。2006年，崔康熙獲得亞足
協最佳主教練稱號。10年後的
2016年底，崔康熙再獲殊榮，
當選亞足聯年度最佳男教練。

大連一方足球俱樂部方面表
示，期待崔康熙通過冬訓盡快熟
悉球隊，也盡快了解和熟悉中
超，率球隊在新賽季取得優異成
績。

罹患鼻癌的馬來西亞羽毛球名將李
宗偉11日表示，他將報名參加4月的馬
來西亞羽毛球公開賽，但之前會再次接
受身體檢查，以決定是否全面恢復訓練
並參賽。

李宗偉當天進行了春節後的首次訓
練。他在訓練後對媒體表示，現在重要
的依然是恢復肌肉。當天他在場地訓練
了約1小時15分鐘，隨後在健身房訓練
了1小時，情況一切正常。

“可能再過一到兩個星期我就能恢復到正常
的身體機能水平，這對我來說是最重要的。”他
說。
馬來西亞羽毛球協會教練總監黃宗翰日前表

示，羽協方面將在2月19日截止日期前為李宗偉報
名參加4月初舉行的馬來西亞羽毛球公開賽，國家
隊方面也做好了李宗偉恢復全面訓練的準備。
李宗偉在去年的馬來西亞公開賽決賽中擊敗

現世界男單排名第一的日本選手桃田賢斗，第12
次獲得冠軍。但他不久後就查出患上鼻癌並接受治
療，直到去年年底才開始逐漸恢復訓練。■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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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名帥崔康熙執教大連一方

周琦周琦入選國籃新一期集訓隊入選國籃新一期集訓隊

■■周琦自雅加達周琦自雅加達
亞運後首次回歸亞運後首次回歸
中國男籃中國男籃。。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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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頓地產市場連續第三個月銷售下降休斯頓地產市場連續第三個月銷售下降
（本報訊）根據休斯頓地產協會的

每月報告，休斯頓一月份房地產銷售連
續出現第三個月下降，成交數量比去年
同期減少了362起交易。
當月房屋的中間價格為 22.2 萬美元，比
全年提高了1.4%，成為自去年10月份以
來的年度最小增幅。

休斯頓地產協會的會長在聲明中表
示，對於市場來講，一月份成為經濟動
蕩的一個月，許多家庭在支付之前節假
日中的消費賬單，同時也受到房地產市
場貸款利率調整的影響，以及政府部分
關閉也是原因之一，都造成了市場的停
滯不前。
當地市場連續三個月出現下滑，這也是
繼去年以來休斯頓地產市場創下記錄之
後出現的狀況。

同時，銷售下滑體現在不同價位的房屋，其
中包括從最低檔的房屋到豪華房屋，首次出現全
面銷售下滑，根據地產報告，其中的市場地區包
括哈瑞斯郡，福遍郡和蒙哥馬瑞郡。

一月份獨立家庭房屋一共成交了4100，比去
年同期下降了8.1%，而聯排公寓出現了連續第五
個月的下降。

相反，房屋出租市場獨立家庭房屋和聯排公
寓屋的銷量出現大幅度的增加，分別提高了
16.5%和16.4%。

（本報訊 ）作為當前中國院線最賣座
的科幻大片，《流浪地球》也火到了北美——
《流浪地球》官微於17日晚間宣佈，該片在北
美上映11天，攬獲382萬美元票房，成為近五
年來中國電影在北美票房的最高紀錄。

隨著該片5日同步在美國29座城市的部分
影院上映，這部普通話原聲配以英文字幕的影
片吸引了以華人為主的大量北美觀眾，部分影
院的黃金時段甚至出現一票難求的火爆景象。

《流浪地球》在北美一票難求的一個重要
原因是放映的影院較少。雖然影片在全美29個
城市上映，但主要瞄準的還是華人人口相對較
多的城市，如紐約、洛杉磯、舊金山等。而且
每個城市僅在少數幾個電影院上映。

比如在洛杉磯縣，放映影院主要集中在幾
個華人聚居區。記者搜索15日放映該片的影院
，洛杉磯縣只有11家，平均每家僅5場左右，
而洛杉磯華人人口超過50萬。華人觀影踴躍，
但放映影院相對較少，自然造成一票難求

許多影迷在看完《流浪地球》後，紛紛在
美國的主要影評網站“爛番茄”、亞馬遜旗下
的 IMDb 網站等評分或留言。從用戶名等來看
，華人觀眾留言仍是主力。

截至16日中午，《流浪地球》在IMDb上
的觀眾評分達到7.8分，參與投票人數超過4500
人，超過上週北美週末票房榜冠軍《樂高大電
影2》（評分7.2分）。

在 IMDb 的留言區，影迷們給了該片極高
的評價。有近四成的投票觀眾給出了滿分10分
。 “中國最好的科幻電影”“史詩般的科幻大
片”“電影故事和畫面都非常好”“在科幻電
影中別具一格”等讚美聲比比皆是。

另外還有不少觀眾提到這部影片體現了中
國與好萊塢電影不同的思維與視角。這部影片
其實體現了好萊塢電影所代表的美國文化與中
國文化的許多差別。 ”在好萊塢電影中，當地
球不再適合人類生存時，情節設定的是去尋找
避難之所和登上太空船等內容，但是《流浪地 球》卻體現了中國人的思維：不言捨棄故土與

家園，纔有了給地球裝上一萬臺發動機的設想
……拯救全世界的也不再是超級英雄和個人主
義，而是所有人同心協力挽救世界的故事。

（ 本 報 訊 ） 聯 邦 疾 病 控 防 中 心
（CDC）的專家說，今年的流感疫苗在
本流感流行季中的保護效果令人滿意。
換言之，有大約五成的人因為接種了流
感疫苗而免於嚴重疾病。

據美聯社報道，最初的報告數字顯
示，本流行季所用疫苗的預防流感的效
用度達47%，即能讓接種者的病情不至於
嚴重到要看醫生。衛生當局會對效用度
達40-60%的疫苗感到滿意。

CDC的專家說，這些數字只是早期
的估計，但它們令人鼓舞。

據週四公佈的新的預測數據披露，
在本季的流感流行中，大約有1萬至1.6

萬人死於流感及其併發症。
去年冬季的流感十分兇險，其原因

之一是當時所用疫苗的保護性很差，令
當時的流感成為至少40年中致死率最強
的流感疫情。據估計，當年有8萬美國人
死於流感及其併發症。

今年冬天，美國大部分地區的流感
是由毒性較弱的病毒引起的，而疫苗對
這些病毒的防護作用也較好。

總體來說，流感在美國47州中都有
流行。衛生當局說，他們還不知道今年
的流感疫情是否已經達到峯值。

專家看到，有證據顯示，一種毒力
更強的流感病毒正向更多州蔓延。

CDCCDC：：今年流感疫苗效用令人滿意今年流感疫苗效用令人滿意《《流浪地球流浪地球》》在北美大賣在北美大賣 票房創新高票房創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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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菩提中心所在地華樂郡學區官員
，於2月13日至美洲菩提中心參訪，由菩
提中心住持宏意師父，於香雲堂會客室，
親自接見。

華樂郡學區官員由學區總監Kevin Mo-
ran率領7位部門主管，包括：中、小學部
負責人、人事局負責人、資訊部負責人、
學術科負責人、財務部負責人，以及華樂
高中校長等，於13日上午約11:30抵達，受
到中心大眾的熱忱接待與歡迎。宏意師父
為來訪賓客作了菩提中心興建緣起簡報，
並邀請大家參加將於3月9日舉辦的 「敦親
睦鄰」 活動。學區官員亦就菩提中心歷年
所舉辦的夏令營與人文營，以及禪修課程
等活動，表示關切。

午齋後，宏意師父與續超法師親自駕
駛兩輛高爾夫球車，導引來賓參觀了明心
堂、水月觀音聖像、阿育王石柱、鹿野坊
，以及觀自在迷你高爾夫球場等地。華樂
郡學區官員一行，於午後約二時許，告辭
離去。

華樂郡學區官員參訪美洲菩提中心華樂郡學區官員參訪美洲菩提中心

【泉深/圖文】2019 年2月14日情人節晚上，飄
洋過海蒞臨休斯頓慰僑演出的天津市青年京劇團聯袂
騰龍教育學院同台獻藝，慶祝元宵佳節的來臨。晚會
由騰龍教育學院和洲際商會（ Intercontinental Cham-
ber of Commerce）聯合主辦。中華人民共和國駐休斯
頓總領事館總領事李強民、僑務組組長葛明東、福遍
郡郡長Gorge、騰龍教育學院董事長俞曉春、天津青
年京劇團團長周玲、洲際商會會長 Gray、 國會議員
Peter Olson的亞裔代表張晶晶、斯坦福市議員候選人
譚秋晴、藝術家王維力、王鑫生等以及大休斯頓地區
僑學界僑領和觀眾800餘人出席了盛大的歡天喜地慶
元宵文藝晚會。

李強民總領事在繁忙之中剛從飛機場返來致賀詞
。他首先代表中國駐休斯頓總領事館向各位華僑華人
拜年！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週年，中美建交
40週年，鄧小平先生訪問休斯頓40週年，也是休斯頓
總領事館建館40週年。他說1979年2月2日，鄧小平
訪美期間出席了在休斯頓大體育館舉行的牛仔節，戴上象徵美國
西部牛仔生活的牛仔帽，向6000多名觀眾問候，成了中美建交
的經典畫面，確立了中美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他接著說在座的
各位是中美建交40年曆史的見證者、參與者，也是直接受益者
，中美關係好壞與我們各位息息相關。中美外交關係總有些摩擦
，但總體發展是順利的和積極向上的，雙方的交往大幅度增加，
充分證明了一條規律，中美只有合作，才能解決問題，才能共贏
。當今世界如果沒有中美合作，任何問題難於解決。目前中美雙
方貿易代表團正在進行談判，我們對雙方達成協議充滿信心，談
判的結果不僅造福中國人民，也造福美國人民。文化交流是雙方
友好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橋樑，天津青年京劇團的演員們專程來到
休斯頓慰問演出，今天晚有機會欣賞他們的精彩演出，我們感到
非常榮幸，祝天津青年京劇團在休斯頓的慰問演出取得圓滿成功

！
騰龍教育學院董事長俞曉春、洲際商會會長 Gray、 國會議員
Peter Olson 的亞裔代表張晶晶、斯坦福市議員候選人譚秋晴、天
津青年京劇團團長周玲分別上台拜年致賀辭，感謝遠道而來的天
津客人，並祝情人節快樂！
天津青年京劇團創建於1984年，自組建伊始，就受到原全國政
協主席李瑞環的深切關懷和具體的扶持，劇團的發展壯大也受到
各級領導的重視，成為實力雄厚、行當齊全、劇目豐富、流派紛
呈的京劇勁旅。劇團擁有30餘位國家一級演員和一級演奏員。
在歷年的全國重大戲曲演出或賽事中，多次獲得集體和個人獎勵
，包括“示範演出獎”、“優秀保留劇目創新獎”、“榮譽改編
獎”、“特別榮譽改編獎”、 “新編歷史戲一等獎” 等。 2005
年天津市青年京劇團被中國文化部評為“國家重點京劇院團”。

騰龍元宵遊園會演出節目包括：《舞獅表演》 表演者：釋
行浩少林功夫學院；兒童合唱《新年好》、朗誦《三字經》 表
演者： 騰龍教育學院；舞蹈《唧唧魚兒跳》 表演者： MDS
Dancing；舞蹈《Little Mermaid》表演者：周潔曉慧舞蹈學校；
《少林童子功》 表演者：釋行浩少林功夫學院王臻真；

《現代雙人舞》 表演者：東方藝術教育中心；《Boom》 表
演者：陳星舞蹈學院。

天津青年京劇團演出京劇片段包括：京劇《四郎探母》選段
《坐宮》唱段表演者：美南金嗓子虞曉梅、天津青年京劇團國家
一級演員馬連生；京劇《天女散花》選段表演者：優秀青年演員
彭芳宇飾天女；京劇《斷橋》選段表演者： 國家一級演員、梅
花獎獲得者趙秀君飾白素貞；國家一級演員康健飾許仙；國家一
級演員、梅花獎獲得者閆巍飾小青。

天津青年京劇團聯袂騰龍教育學院休斯頓演出慶元宵天津青年京劇團聯袂騰龍教育學院休斯頓演出慶元宵

【泉深報導】 每逢佳節倍思親，又迎來了一年一度的農曆
新年！中國人活動中心-華助中心為讓海外華僑華人度過一個歡
樂的春節，於2月15日晚在斯坦福藝術中心劇院（ Stafford Cen-
ter）隆重上演“豬事順利豬事吉祥” 《擁抱春天》大休斯頓地
區2019大型春節聯歡晚會。中國駐休斯頓總領事館總領事李強
民、僑務處處長葛明東、國會議員Pete Olson亞裔代表張晶晶、
國會議員Sheila Jackson Lee亞裔代表羅玲、國會議員Al Green亞
裔代表Catherine Le、著名影星周潔、著名影星陳燁、2019春晚
冠名贊助商北京烤鴨店董事長高龍、中國石油國際事業（美洲）
有限公司總裁崔光磊、美國德克薩斯州廣東總會主席陳灼剛、製
片人張玲等以及大休斯頓地區僑領和僑學界觀眾千餘人出席。
中國人活動中心-華助中心對本次春節聯歡晚會的總體流程安排
做了重大調整：總領事館領導、國會議員代表、嘉賓的致辭和問
候以及頒獎均安排在演出前的春晚酒會期間舉行。總領事李強民
、國會議員 Pete Olson、國會議員 Sheila Jackson Lee、國會議員
Al Green、休斯頓市長Sylvester Turner、以及中央電視台春晚著
名主持人朱迅等的視頻在演出前輪迴播放，效果良好，受到觀眾
的熱烈歡迎。

《擁抱春天》春晚酒會由方一川、趙亞楠主持。中國人活動
中心執行長范玉新介紹嘉賓。中國駐休斯頓總領事館總領事李強

民大使致賀辭。他說： “我謹代表中國駐休斯頓總領事館，向
旅居美南地區的華僑華人、中國留學生、中資機構人員和各界友
人致以誠摯問候和美好祝福！” “2019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
立70週年，鄧小平訪問休斯頓40週年，也是中美建交40週年，
總領館將秉承'外交為民' 的理念，切實服務好僑胞，同大家一道
營造良好的中美友好合作氛圍，促進相互理解和務實合作，為推
動中國同美南各領域交流合作做出了重要貢獻。” “在座的各
位是中美建交40年曆史的見證者、參與者，也是直接受益者，
中美關係好壞與我們各位息息相關。中美外交關係總有些摩擦，
但總體發展是順利的和積極向上的，雙方的交往大幅度增加，充
分證明了一條規律，中美只有合作，才能解決問題，才能共贏。
” 他接著說道。

《擁抱春天》春晚主席陳皙晴在致辭中提到今年的《擁抱春
天》已經到了第7個年頭，她非常榮幸成為2019《擁抱春天》晚
會的主席。 《擁抱春天》是一個由休斯頓當地演員為主，加之
部分外地以及國內來的優秀演員們共同參與的大型文藝演出。今
年的演出集合歌唱、舞蹈、相聲、京劇、樂器等有專業水平的演
員們獻給我們休斯頓的華僑華人們一個春天的序曲。她說：“農
曆2019年是己亥豬年。豬代表了吉祥，有福有財，溫和；在我
們的生活中，豬又像徵著勇敢、厚道、忠誠、謹慎、誠實。在此

豬年之際，祝大家豬年吉祥，豬事順利，豬圓玉潤，豬光寶氣！
感謝所有支持《擁抱春天》活動的個人以及團！祝《擁抱春天》
活動越辦越好！”

中國人活動中心董事會主席靳敏、國會議員 Pete Olson亞裔
代表張晶晶、國會議員 Sheila Jackson Lee亞裔代表羅玲等上台致
賀辭。國會議員代表為中國人活動中心-華助中心送來國會議員
頒發的褒獎狀。

中國人活動中心-華助中心將“傑出貢獻獎” 授予2019春
晚冠名贊助商北京烤鴨店董事長高龍先生、2019春晚共同主席
Jenny Liang女士、贊助商盛諾一家董事長蔡強、2019春晚特邀藝
術家Dorceal Duckens 先生、2019春晚特約單位中央電視台代表
張平先生、2018春晚主席楊德清先生。

中 國 人 活 動 中 心 - 華 助 中 心 請 來 了 休 斯 頓 電 視 11 台
（KHOU11）資深新聞主播、著名節目主持人和著名記者周旋明
（ Shern-Min Chow）女士聯手陸俊、劉金璐和馬建擔任本次春
晚主持人。著名小提琴家、作曲家季家錦先生任本次春晚總導演
。著名舞蹈表演藝術家、周潔曉慧舞蹈學校校長高曉慧擔綱春晚
藝術總監。鍾玲任舞台總監。

“豬事順利 豬事吉祥”《擁抱春天》大休斯頓地區春節聯歡晚會隆重上演

李強民致辭李強民致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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