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霹靂舞有望入奧運會霹靂舞有望入奧運會
巴黎壹音樂會現場進行巴黎壹音樂會現場進行““鬥舞鬥舞””

近日巴黎奧組委宣布近日巴黎奧組委宣布，，將將
向國際奧委會提議在向國際奧委會提議在20242024年巴年巴
黎奧運會上增加霹靂舞黎奧運會上增加霹靂舞、、滑板滑板
、、攀巖以及沖浪四個大項攀巖以及沖浪四個大項。。其其
中中，，霹靂舞相對是新生事物霹靂舞相對是新生事物，，
去年剛剛登上了布宜諾斯艾利去年剛剛登上了布宜諾斯艾利
斯青奧會的舞臺斯青奧會的舞臺。。

二戰時期囚犯墓地重見天日二戰時期囚犯墓地重見天日 700700余具遺骸被發掘余具遺骸被發掘
白俄羅斯布列斯特白俄羅斯布列斯特，，靠近白俄靠近白俄

羅斯和波蘭邊境的布列斯特市中心羅斯和波蘭邊境的布列斯特市中心
壹個住宅開發項目建築工地裏發現壹個住宅開發項目建築工地裏發現
了蘇聯衛國戰爭時期當地猶太區囚了蘇聯衛國戰爭時期當地猶太區囚
犯的大型墳墓犯的大型墳墓，，截至目前截至目前，，士兵們士兵們
已發掘出已發掘出730730具遺骸具遺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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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外媒報道據外媒報道，，壹頭長約壹頭長約1111米米、、重達重達1010噸的座頭鯨屍體噸的座頭鯨屍體，，2222日出現在巴日出現在巴
西北部西北部、、亞馬遜河的馬拉若島叢林內亞馬遜河的馬拉若島叢林內。。由於此地距海邊約由於此地距海邊約1515米遠米遠，，加上與加上與
座頭鯨群的棲息地相隔甚遠座頭鯨群的棲息地相隔甚遠，，令當地生物學家感到不可思議令當地生物學家感到不可思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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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為、OPPO、三星……
5G手機大PK，哪個是妳的菜？

近日，三星、華為、小米、中興、

OPPO等手機廠商仿佛是商量好了的，

爭相發布自家的5G手機。這些售價不

菲，造型各異的終端能代表5G手機的發

展趨勢嗎，值不值得現在花錢入手？

5G手機密集亮相，蘋果缺席
三星打了第壹槍，21日，率先發布

三星S10 5G版，AMOLED顯示屏，配

備高通驍龍855或Exynos 9820處理器，

屏幕達到6.7英寸。

24日，華為也發布了Mate X，配備

了8英寸的柔性可折疊OLED顯示屏，麒

麟980處理器。壹個亮點是采用了折疊

屏並超薄，折疊厚度只有11毫米，全展

開後厚度為5.4毫米。

此外，中興發布了中興天機Axon

10 Pro，配備壹塊6.47英寸AMOLED水

滴屏，高通驍龍855處理器。OPPO發布

的5G手機也是高通驍龍855處理器配合

X50調制解調器。小米發布MIX3 5G版。

值得註意的是，在這壹波5G手機密

集亮相中，蘋果的iPhone缺席。這有可

能因為蘋果和高通發生訴訟所致。觀察

發現，目前的5G手機大部分都是配備高

通驍龍855處理器，華為除外。

5G手機PK：“屏”的決鬥
不難發現，5G手機的壹個共性是

“大屏”。電信行業分析師馬繼華接受記

者采訪時稱，“5G手機大屏是必然，但怎

麽個大的方式，很多路線。”

記者註意到，在首發5G手機的屏幕

處理上，大部分采用了全面屏或曲面屏。

而華為Mate X采用了外折疊。三星雖然

沒有在5G手機上做折疊處理，但在另壹

款三星Galaxy Fold手機上，采用了內折

疊，不排除未來應用在5G手機上。

另外，OPPO、LG、TCL等都在推

出自己的可折疊屏手機產品的方案。

馬繼華稱，從使用的角度來講，5G

時代，折疊屏勝出的概率最大，但很多

技術難題也沒有太成熟的方案。

記者註意到，內折疊就像書本壹樣

，使用時就得折疊開，好處是中間沒有

凸出。但想使用小屏幕？那或許再配個

小屏幕手機才行。

外折疊則沒有這方面的顧慮，甚者

可以得到三個大小不壹的屏幕。但折疊

開來，很有可能中間折疊處有凸出。

據華為介紹，華為的工程師為了解

決屏幕折疊後凸出的問題，經過三年的

研發提出了僅零部件就有上百個的革命

性鉸鏈技術，實現壹體化的完美折疊形

態。真機如何，尚不得知。

價格均不菲
價格上，5G手機均售價不菲。華為

Mate X高配版甚至達到了17500元左右，

遠超三星Galaxy S10 5G版的約7400元。

壹向以性價比著稱的小米，其MIX 3 5G

版售價也約4500元，遠超小米其他機型。

如果說華為5G手機從外形看有了

“質”的改變，值這個價，那小米

MIX3 5G版就有點“劃水”了。

據了解，小米MIX3 5G版比起普通

版的小米MIX3，其僅僅是升級了驍龍

855處理器以及高通X50芯片而已，為的

就是搭載5G網絡，但是其起售價卻提升

了1200元，遠超雷軍當初所說的至少加

價700元。

所以這引起網友吐槽，“難道壹塊驍

龍855芯片就要比驍龍845貴500元？”華

為的Mate X售價也引起吐槽，“原來是沒

錢買華為，現在是沒錢買華為。”

能如約量產嗎？
據了解，目前的5G手機只是發布，

等發售還有壹段時間。所以用戶現在即

便真想換5G手機，“不好意思，沒有”。

從各大手機廠商公布的消息顯示，

中興最快，“預計2019年上半年即可率

先在歐洲和中國市場上市。”

華為稱，“Mate X今年6月份有望

對外發售。”“有望”兩字可見，即便

是華為，也不敢完全為量產打包票。

馬繼華稱，今年年中，5G手機量產

有難度，即便實現量產，也是初級版的

5G手機。

移動通信產品分銷企業天音控股相

關人士表示，從相關5G手機廠商了解到

的消息，首批5G手機國內上市的時間可

能是今年的下半年，7-9月的可能性較大。

5G網絡能不能跟上？
話說回來，如果是量產發售了，要不

要第壹時間上手？那也要看5G試商用牌照

下發進度怎麽樣，不下發的話也是白搭。

不過，5G試商用牌照應該不是問題

，據工信部的消息顯示，今年發放5G試

商用牌照，並且“正在加快速度”。

即便沒有5G網絡，也並不影響5G

手機的基本使用，只是沒有完全發揮5G

的全部作用而已。因為5G手機對原來的

網絡兼容。

有手機廠商把“兼容4G網絡”當做

5G手機的壹個賣點，但兼容其實應該是

5G手機的壹個“標配”，就好比4G時

代，4G手機同樣支持2G、3G網絡壹樣

稀松尋常。

目前來看，有的手機采用了多模終

端芯片和雙卡設計實現支持4G網絡，例

如，華為Mate X采用了雙卡設計分別支

持4G和5G，即當把雙卡中的壹張卡設

為主卡時，則該卡支持5G，另壹張卡能

支持4G/3G/2G。而三星S10 5G版則同時

采用5G和4G LTE兩種通訊芯片。

哪些生活場景將率先實現？
“5G肯定會給各行各業帶來翻天覆

地的變化。”不止壹位業內人士這樣說

。5G手機作為5G網絡的先頭兵，哪些

生活場景會率先實現呢？

首先下載速度快是必須的。據華為

介紹，Mate X理論峰值達到4.6Gbps，

領先於業界水平。根據測試，最快可實

現3秒下載壹部1G的視頻。

然後是4K高清視頻，多種5G終端

都對4K直播做了嘗試，效果棒棒噠。

另外最被看好的虛擬現實可能迎來

爆發期。三星稱，在Galaxy S10 5G版

增加了兩顆3D景深相機，可以實現更精

準的增強現實(AR)功能。《頭號玩家》

在未來有可能成為現實。

前海港資企業逾萬家 系列優惠政策助港企發展
綜合報導 “前海落實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

綱要政策推介會”在香港舉行，記者從會上獲悉，

截至2018年12月底，深圳前海蛇口自貿片區累計

註冊港資企業達10800家，合同利用港資達1021.5

億美元。前海多方面推出優惠政策，為港企提供開

放型經濟發展平臺。

深圳市委常委、前海蛇口自貿片區管委會

主任田夫在會上表示，前海累計註冊港資企業

數量、合同利用港資金額，較 2012 年前海管理

局剛成立時的 21 家、7.37 億美元，增長分別高

達 514 倍及 138.6 倍。目前，多家知名港企如匯

豐集團、東亞銀行、港交所、嘉裏集團、周大

福等已進駐前海。

在深港金融合作領域上，前海率先推動跨

境人民幣貸款、跨境雙向發債、跨境雙向資金

池、跨境雙向股權投資和跨境資產轉讓等“五

個跨境”。

據了解，前海對香港建築服務業企業和專業人

士開放前海工程建設領域專業服務，積極鼓勵香港

專業人士到前海合作區參與前海建設。目前，共引

進28家香港建築業服務機構，合同金額約為6.26億

元(人民幣，下同)。

此外，前海率先實現港澳居民免辦《臺港澳人

員就業證》，更允許在前海工作的港澳居民、外籍

人士自願繳存住房公積金，享有本地市民待遇，以

及住房公積金個人自住房貸款權利和購房貸款等優

惠。

據統計，截至 2018 年，前海深港青年夢工

場累計孵化創業團隊達 356 個，包括港澳團隊

176 個，超半數項目成功融資，累計融資總額

超過 15億元。前海每年接待香港青年參觀交流

約6000人次。

前海隨身寶(深圳)科技有限公司創始人、

香港創業者郭瑋強分享其在前海創業經歷時

表示，前海為港人提供了非常良好的創業條

件，團隊享受到辦公場所租金優惠、企業和

個稅優惠、核心成員的保障房、港澳居民免

辦就業證等。他鼓勵香港青年積極融入國家

發展大局，實現自己的夢想，也為國家發展

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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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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選2020，吳敦義透玄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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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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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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深/圖文】3 月 2 日在休斯頓 NRG 體
育館舉行的休斯頓牛仔節（RODEO HOUS-
TON）競技比賽超級系列II冠軍爭奪賽（SU-
PER SERIES II CHAMPIONSHIP ROUND）
期間，從不同組別的28名牛仔和女牛仔中選出
系列賽冠軍。超級系列賽共五組 （SUPER

SERIES I, II, III,IV,V CHAMPIONSHIP
ROUNDS），這只是五個超級系列賽的一組
。這些組冠軍選手將進入超級系列賽半決賽
(SUPER SERIES SEMIFINAL)。半決賽中每場
比賽的前四名將進入3月16日星期六舉行的超
級系列錦標賽 (SUPER SERIES CHAMPION-

SHIP) 決賽。每個項目的獲勝者都將獲得一個
定制的馬鞍和皮帶扣，並且獲得高達 50000美
元的獎金。

休斯頓牛仔競技比賽主要包括：無鞍騎野
馬（Bareback Riding）、有鞍騎野馬（Saddle
Bronc Riding）、騎野牛（Bull Riding）、女牛

仔騎馬繞木桶速度賽（Barrel Racing）、馬車
速度賽（ Steer Wrestling）、兩人套牛（Team
Roping）和單人套牛（Tie-Down Roping)。
每個比賽都有受傷的甚至致命的風險，考驗賽
手的勇氣和毅力。

20192019休斯頓牛仔節超級系列賽精彩瞬間休斯頓牛仔節超級系列賽精彩瞬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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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亮的夜晚经常能够看到流星

，这其实是一颗小陨石在宇宙中坠落

。那么如果坠落的是一颗大陨石呢，

在世界上存在着190多个陨石坑，有

些年代已经十分的久远了，这些只是

陆地上的数量统计，如果是面积广大

的海底，哪怕是数千计的统计了。

全球最大陨石坑就位于南非，弗

里德堡陨石坑的面积是非常巨大的，

以至于在其中还有人类居住，但是因

为年代久远，很长时间内人们并不知

道自己所居住的地方其实是个陨石坑

，目前坑中生活55万居民，并且其

中还有四个城镇，这些城镇的面积加

起来有八百多平方公里，可以想见这

是一个多么巨大的坑体。

整个陨石坑的面积还没有被确定

好，但内圈和外圈的直径都有被测量

，内圈是 160 多千米，外圈更是达

到了 300 多千米，并且在判断是否

是陨石坑的时候，专家们也是大费

一番周折的，通过对岩石形态的判

断，以及地表的一些景观才最终确

定。

在专家断定这是陨石坑后，进一

步勘探发现这里的黄金储量至少1000

吨。在这之前处于中心位置的小镇还

是依靠种植粮食的贫困小镇，并且地

势也不平坦，人们生活的质量也比较

差，维持简单的温饱也是有些吃力的

，但是这里却是蕴藏着贵重金属的黄

金小镇。

并且这里的钻石产量更是多到惊

人，当地政府害怕如此大规模的被开

发会影响国际上钻石的市场，所以规

定不可以有私人进行开采，这也是为

了稳定钻石的市场价格。不然如此多

的钻石被民众拥有，产生的后果也是

很难预测的，可见这个陨石坑是多么

的神奇。

另外，随着金矿的发现，已经有

数千名矿工来到这里开始工作了，如

果是游客的话，还有机会来到这里和

矿工们一起感受一些开采的乐趣，这

个之前是难民营的地区，也因为贵重

金属的发现面貌发生了极大的改变，

之前几乎不再发展的小镇，散发出了

新的生机。

无论从面积规模还是年代上看，

这个陨石坑都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对

于陨石文化感兴趣的游客可以亲自前

去感受一下这个里的独特魅力，感受

岩石融化景观的特别，当然还有金矿

的神秘。

世界上最大的陨石坑
黄金储量至少一千吨

相信大家都听说过百慕大三角

的大名，一直以来，它就是一个十

分神秘的存在，许多飞机进入这一

地区后神秘消失，科学家对此也一

直绝对合理的解释。

相传这片海域频繁发生失踪、

海难等各种危机事件，事后甚至连

事故残骸都找不到，仿佛凭空消失

了一样。还有更玄乎的事情就是有

些失踪了几十年的轮船或飞机又突

然出现，上面的乘客还是几十年前

的样子，仿佛穿越了一般。

对此，美国科学家曾提出过假

设性解释："实际上这是由微爆炸

形成的'空气炸弹'，它来自于雷雨

云下方的空气流。空气流击打海洋

表面，形成滔天巨浪。"大气波浪

的相互作用，导致形成湍流区域。

这一说法震动了当时的科学界，也

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百慕大三角，全年主要受热带

气团控制，盛行东北信风。夏秋多

热带飓风，狂风怒吼，常形成10

多米高的水墙，还经常可以遇到海

龙卷，它能把海水吸到几千米的高

空，给航行罩上了可怕的阴影。据

科学家介绍，该海域的海底深处存

在丰富的天然气储备，天然气（主

要成分为甲烷）慢慢泄露，积年累

日之下甲烷堆积在海底形成空洞，

这些内里充满甲烷的空洞最终发生

爆炸。

然而，又有科学家发现所有的

研究方向都走偏了，幕后黑手不在

海底，而是潜伏在百慕大海域上空

：一种非常独特的六角形云层。这

种云层只在百慕大海域上空出现，

并且外形上显得很诡异，是高度对

称的六角形。研究发现，当这些六

角形的云层逐渐在百慕大上空汇集

，到一定程度就会开始引发空气炸

弹的爆炸。而这时，要是有飞机或

者轮船在这海域上经过，必然就会

发生事故，因为这些六角形的云层

就会在瞬间产生庞大的爆炸力，其

中释放出来的能量完全就可以让几

百吨甚至上千吨的轮船沉没。

总之，百慕大三角之所以这么

神秘，其实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取

决这里的气候和独特的地理环境，

所谓的时空密道还是太科幻了，大

家听一听就算了，相信随着科学的

进步，科学家们一定会给出更为合

理的解释的。

神秘的百慕大三角，你了解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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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磯訊】近期，知名調研機構尼爾森
（Nielsen）與中國最主要的第三方支付平台之一

支付寶（Alipay）聯合發佈《2018年中國行動支
付境外旅遊市場發展與趨勢白皮書》。報告指出
，行動支付已成為中國境外旅遊者首選的付款方
式之一，2018年的交易額首次超過現金支付，而
越來越多的海外商家也開始接受中國的行動支付
解決方案。為此，華美銀行進一步優化全球交易
服務能力，為美國的商業客戶提供使用微信支付
（WeChat Pay）與支付寶的機會，協助其提升市
場競爭力，聯繫中國消費者，開啟更多商機。華
美銀行也是少數幾間能為商業客戶提供此類行動
支付使用機會的美國銀行之一。

華美銀行始終致力於為客戶提供超越一般銀
行的卓越服務。行動支付解決方案操作簡便、價
格優惠，不僅有助于商家實現發展目標，且為中
國消費者提供支付便利。歡迎您蒞臨華美銀行位
於全美各地的分行瞭解更多服務詳情。

華美銀行（股票代號EWBC）現為全美以華
裔為主要市場規模最大的商業銀行，總資產達4
百10億美元。今年，該行以強勁的營運表現獲評
《富比士》 「全美百強銀行」 （Forbes America
’s Best Banks）第八名，並自2010年起，始終位
居該榜單前十五名。華美銀行在美國和大中華地

區共有超過130處服務網絡，美國市場主要分佈
於加州、喬治亞州、內華達州、紐約、麻薩諸塞
州、德州以及華盛頓州；在大中華地區，華美銀
行在香港、上海、汕頭和深圳都設有全方位服務
的銀行，在北京、重慶、廣州、台北及廈門亦設
有辦事處。此外，華美銀行並以中英雙語網路銀
行、自動電話銀行及行動銀行提供全天24小時的
銀行服務。有關華美銀行相關資料，可在該行網
址 www.eastwestbank.com查閱。

為了做矯正牙齒而拔牙，劃不來？
而且拔了牙以後牙齒不是會變很多空隙
嗎？以後是不是要補牙？老人家都勸我
們不要拔牙。

體會一下老人家為這麼有這樣的想
法；上一代人去找牙醫，大概只有二種
服務，一是簡單填補蛀牙，二是拔牙，
只有相當必要或有錢時才會做個活動假
牙。牙齒的問題事實上都不是這麼簡單
就可以解決的。

一顆牙蛀了，若沒補好，以後一定
再二度蛀牙，而且更嚴重地蛀到神經
（慢性蛀牙是不痛的），再不管它，以
後難免要做根管治療（抽神經），再不
管它，該牙就會有慢性根尖炎或膿，再
不理它，拔牙就避免不了。拔了牙後再

不及時鑲牙，整個齒列就要進行革命性
崩盤了。也就是說牙齒向缺牙的空間倒
下來，而且對咬牙會向該空間增長，當
牙齒有這些歪倒高低不平的情形時，連
要做假牙都很困難了。上一代人隨便拔
牙的情形很普遍，所以牙齒崩倒的也很
多。難怪他們會有這種"痛苦經驗"叫人"
勿拔牙"。

為矯正牙齒而拔牙是有計劃的拔，
然後用braces將缺牙區拉攏起來，絕對
沒有昔日崩倒的情形，也不必做假牙來
補缺牙。今日為了矯正而拔牙的 病例約
占總數的 30%，大部份免拔牙，只有很
擠很暴露的時候才拔牙。

四月透明牙套 半價 。 請電
713-981-1888

彭 莉 牙 齒 矯正專 科 博 士
Jasmine PENG, DDS, MS Orthodontist

9889 Bellaire Blvd., Suite C-315

Houston, Texas 77036 (Dun Huang Plaza,
敦 媓 廣 場 一 樓)

春藤課後學校春藤課後學校““酷客酷客””智能培訓技術機器人講座智能培訓技術機器人講座

現代矯正牙科現代矯正牙科
彭莉牙齒矯正專科博士彭莉牙齒矯正專科博士

華美銀行協助商業客戶設定行動支付服務華美銀行協助商業客戶設定行動支付服務
便利消費者便利消費者 開啟更多商機開啟更多商機

矯正牙齒要拔牙嗎矯正牙齒要拔牙嗎??四月透明牙套半價四月透明牙套半價

好消息！遊戲中建立編程思維，在
探究中獲取知識，讓夢中的機器人成真
，創造屬於自己的機器人，春藤課後學
校智能機器人課將引領孩子們開啟人工
智能之門，給孩子們無窮的創造和想象

空間！
為了方便家長和孩子們更多地了解

和體驗課程，我們將於3月11日舉行機
器人免費公開課，將現場演示機器人的
編程操作。6歲以上的孩子均可報名參

加，由於場地名額有限，請大家盡快電
話或微信報名！

主講：
“酷客”智能培訓技術中心教師
時間：

2019年3月11日下午4:00-5:30
地點：
2553 Cordes Dr. Sugarland
費用：免費
聯系電話：

281-848-8288，346-702-0323
春藤課後學校

八週選情沖刺八週選情沖刺 呼籲更多華人團結一致積極投票呼籲更多華人團結一致積極投票
三八國際婦女節三八國際婦女節 斯坦福市議員候選人譚秋晴將舉辦見面會斯坦福市議員候選人譚秋晴將舉辦見面會
（休斯頓/ 蓋軍）斯坦福市（City of Staf-

ford ）議員候選人譚秋晴女士（Alice Chen）自
2 月16 日在中國熊餐廳舉辦新聞發布及造勢大
會，正式拉開競選大幕之後，截止目前，各項
工作正有條不紊的進行，並計劃在3月8日下午
4點至8點，正值三八國際婦女節之際，譚秋晴
將在競選辦公室舉辦與社會各界人士見面會，
當天徵求義工並有義工培訓，現場提供選民登
記的服務，並設有點心招待，凡參加義工的初
中和高中學生都會給予社區服務義工學分，對
申請大學和獎學金均有幫助，請大家把握機會
，積極參加。
“為族裔發聲為城市出力”是譚秋晴女士此次
參選的目的，並且在短短的時間內，獲得了社
會各界的大力支持，目前選情已經獲得斯坦福
市市長Scarchlla的大力支持並幫忙拉票，國會議
員艾.格林的全力支持及背書，同時還有華裔社
區的鼎力相助，一位華裔慷慨提供了位於斯坦
福市一處地理位置極佳的辦公室來作為此次選
舉的競選辦公室，同時，上週六舉辦的義工和
選舉準備會也吸引了不少的熱心人士參加。

當天，在全新的競選辦公室，譚秋晴女士
向前來的支持者和義工介紹了此次選舉的情形
，並再次闡述了此次參選的目的，就是要努力
改變華裔長期以來在美國政壇上的沈默，讓更
多的人聽到華人的聲音，讓更多人了解華人對
美國社會的傑出貢獻，同時，譚秋晴強調要做
好選區的選民登記工作，打好選舉的基石，讓
更多有資格的選民能夠參加投票。
盡管只有八個星期的選舉沖刺，但是譚秋晴表
示將全力以赴，呼籲華人團結，強大的凝聚力
是此次選舉成功的關鍵。在歷次的休斯頓市議
員選舉中，越南裔和印度裔都表現出空前的團
結，希望這次華人的投票積極性能有全新的改
變。

譚秋晴也感慨，選舉需要勇氣，這不是一
個人的選舉，是整個華人社區共同參與的一件
大事，華人湧現無數的傑出人才，在各個領域
都卓爾不群，在政治上更需要有力的參與決策
的領導者。
當天在座的僑社各界譚秋晴選舉支持者各抒己
見，為選舉出謀劃策，並制定選舉的具體實施
細節。
休斯頓僑領孫鐵漢先生在發言中指出：華裔因
人口比例小，因此被歸納為少數族裔，因此更
要團結，長遠來看，增加華人人口是一個好的
增加社會影響力的方式，在目前選舉中，註重

發展其他族裔的支持者則是非常有效的做法。
來自休斯頓初中和高中的多名義工也發表

了各自的認識，其中一名義工認為，參加這次
競選活動意義重大，不僅能學習到美國選舉的
相關知識，同時也能在實踐中認識到選舉和投
票的重大意義，特別是像年輕的一代華人就更
要意識到華人參政議政的必要。

譚秋晴女士此次參選正是具備了30年的從
政經歷和專業背景，正是認識到華人不僅是在
各行各業出類拔萃，華人更要改變在政治參與
上的被動落後。

譚秋晴女士自2006年至今擔任國會議員艾.
格林助理，具備豐富的從政和社區經驗；同時
，她又是一名在金融界業績顯著受人尊敬的專
業人士，她目前擔任 AIG 美國國際集團-首席
經理，為德州註冊公共會計師，擁有超過三十
年的美國知名公司的管理經驗並擔任高級職位
，榮獲2018年AIG公司全美綜合評比最優秀經
理人獎，並多次入選休斯頓最有影響的女性排
行。

近年來，譚秋晴女士一直活躍在城市建設
和社區義工活動。 2010年在斯坦福學區成立德
州第一個中英文雙語沈浸式教學，組建中英文
教師隊伍，獲得社區高度評價；從卡崔娜颶風
到哈維颶風，譚秋晴女士聯繫FEMA機構，讓
700多個亞裔社區家庭獲得了聯邦政府的災害補
助；在國會議員助理的工作中，她不僅參與了
上千次的華人社團的活動，也接觸到不同的族
裔團體，深感到華人社會要強大就必須團結互
助，了解華人文化，替華人發聲；

20多年的財經工作，她不僅培養出許多優
秀團隊，同時，不懈的勤奮努力也創造了一個
個驕人業績；2018 年休士頓世界石油大會
（OTC）期間，譚秋晴安排國內能源界權威和
領導訪問斯坦福市市長及議員，促進中美經濟
交流，她憑借華裔優勢，未來將會引進更多的
中國投資商；去年12月她隨休斯頓市長特納參
加為期10天的中國之行貿易代表團，走訪北京
、上海、深圳，希望未來能為斯坦福市尋找姊
妹城市，提升城市質量，增加更多商機，促進
國際化合作及雙贏。
事業成功，家庭美滿，譚秋晴女士和畢業於普
林斯頓大學的陳適中博士結縭多年，育有一雙
優秀兒女，都在從事醫生工作，為社區服務，
是華人家庭的良好典範。

此次譚秋晴女士競選斯坦福市議員，目的
是回饋社區，憑借自己多年積累的廣博人脈和

專業能力，為斯坦福市的發展和繁榮做
出貢獻。

立足減少犯罪和增加就業機會，推
動斯坦福市的國際化商業進程，積極推
廣該市的多元文化和商業優勢是此次譚
秋晴女士參選施政的重中之重，其中的
施政綱領包括：
• 支持該市免收商業及住家地產稅的零
稅收政策。
• 讓更多當地和國際商家進駐投資斯坦
福市，增加工作機會，提升該市經濟實
力，創造良好的商業環境，讓斯坦福市
成為商家的首選之地。
• 把減少暴力和犯罪作為首要問題，監
督設立多種語言的幫助熱線電話，讓該
市成為一個包容兼濟的多元化城市。
• 打造該市MURPHY大道，使其成為一條多
元文化為特色的商業走廊。
• 積極推廣GRID（原德州儀器公司Texas In-
struments總部，佔地21英畝），作為購物，居
住和娛樂為一體的多功能商業地標。
• 繼續支持由譚秋晴女士2010年組織設立的位
於斯坦福學區的中英文雙語沈浸式教學，目的
是培養更多的雙語國際化人才。
• 繼續做好水災防範，減少颶風水災帶來的商
業及居民損失。

中國有句古語“不為刀俎，則為魚肉”
（If You're Not at the Table, You're on the Menu
），我們只有用自己手中的選票才能改變這種
現狀，請將您手中珍貴的一票投給最優秀的人
選------譚秋晴（Alice Chen），為華裔發聲
，為斯坦福市發展出力。

斯坦福市議員候選人譚秋晴見面會 ：
時間：3月8日下午 4:00 至8:00
競選辦公室地點 ：12603 Southwest FWY

Suite 166 Stafford TX
聯繫人電話： Lucy Zhao tel: 832-818-6828

Coco Wang tel: 832-648-8605

德州本地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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