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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律師事務所
美國最高法院及德州最高法院執照，前休斯頓警察工會法律顧問。

強大資深德州律師團隊，聯邦第五巡迴上訴法院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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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舉辦年度自行車復古騎行倫敦舉辦年度自行車復古騎行 民眾穿毛呢服裝展民眾穿毛呢服裝展““英倫範兒英倫範兒””

風暴風暴““埃莉諾埃莉諾””吹襲法國吹襲法國
民眾單板帆船挑戰巨浪民眾單板帆船挑戰巨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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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近日，，攝影師用無人機航拍的甘肅金昌攝影師用無人機航拍的甘肅金昌““火星火星””營地營地。。位於甘肅省位於甘肅省
金昌市山區的金昌市山區的““火星火星11號基地號基地””根據真實航天邏輯打造根據真實航天邏輯打造，，通過讓參觀者通過讓參觀者
體驗登陸艙體驗登陸艙、、地貌觀察地貌觀察、、野外徒步等趣味性活動野外徒步等趣味性活動，，模擬體驗模擬體驗““火星火星””生生
活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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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CPI漲幅繼續“2時代”
物價或保持溫和上漲

國家統計局公布數據顯示，4月份

CPI同比上漲2.5%，漲幅繼續處於“2時

代”。

分析認為，豬肉、鮮果等價格上漲

導致食品價格上升，是CPI漲幅擴大的

重要因素。預計今年CPI同比高點或破

3%。

4月CPI漲幅繼續擴大
受豬肉、油價、出行等因素影響，4

月份CPI同比漲幅2.5%，漲幅較上月擴

大0.2個百分點，繼續處“2時代”。

國家統計局城市司處長董雅秀分

析，食品中，4月鮮菜價格水平仍處於

高位，受非洲豬瘟疫情等因素影響，豬

肉價格繼續回升；水果存量不足，鮮果

價格上漲等。非食品中，出行人員增多

，飛機票、景點門票和旅行社收費價格

上漲等。

綜合看，多重因素推動4月CPI漲

幅擴大。據測算，在 4月份 2.5%的同

比漲幅中，去年價格變動的翹尾影響

約為1.3個百分點，新漲價影響約為1.2

個百分點。

“食品價格上升尤其是豬肉價格上

升是CPI漲幅的壹個重要影響因素。”

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副院長趙錫

軍說，隨著貨幣政策針對性和靈活性的

加大，投資增速開始恢復上升，再加上

國際市場新的變化，也對CPI上漲起到

推動作用。

具體數據上，4月食品價格同比上

漲6.1%，漲幅比上月擴大2個百分點，

非食品價格上漲1.7%，漲幅比上月縮小

0.1個百分點。其中，鮮菜價格水平上漲

17.4%，影響CPI上漲約0.43個百分點；

豬肉價格上漲 14.4%，影響CPI 上漲約

0.31個百分點。

物價或保持溫和上漲態勢
進入5月份以後，多類農產品價格

有所上漲。

據農業農村部“全國農產品批發市

場價格信息系統”監測，4月26日—5月

2日，豬肉、羊肉等畜產品批發價格回

升、雞蛋價格連續升高、水果價格持續

上漲。

未來壹段時期，物價漲幅是否會繼
續擴大？

趙錫軍預計，受成本等因素影響，

CPI依舊面臨上升壓力，不過按照目前

情況看，物價不會出現大幅上漲的情

況，依然保持溫和上升的態勢。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曹和平指

出，6月底之前，CPI漲幅將保持微弱擴

大趨勢，下半年預計物價上漲將持續到

9月份。

聯訊證券分析師李奇霖等認為，二

季度因豬肉價格低基數，CPI同比出現

第壹個高點，預計二季度 CPI 同比為

2.6%。全年上，預計2019年CPI同比為

2.5%，較2018年的2.1%明顯擡升。

豬價影響下，CPI 漲幅是會否破
3%？

農業農村部市場與信息化司司長唐

珂表示，二季度豬價有望保持波動上行

走勢。專家初步預計，下半年豬肉價格

同比漲幅可能超過70%，創歷史新高。

“3%”是年初指定的物價控制目

標，上壹次CPI 同比超過 3%的時間還

是2013年 11月，今年在豬肉價格等帶

動下，是否會再次出現漲幅超3%的情

況？

銀河證券分析師許冬石認為，豬周

期對通脹影響或是未來兩年通脹預測的

最重要因素。CPI的高點或會在2019年

11月至2020年春節左右到來，甚至超過

3%。但如果只有豬肉價格上行影響，

CPI雖會受到沖擊，但沖擊時間不會很

長。

“四季度在豬肉價格持續上漲以及

去年四季度油價大跌所產生的低基數共

同作用下，CPI 同比漲幅高點可能破

3%。”聯訊證券分析，“不過只是

單月，並非整個季度，且難以持續，通

脹風險整體可控。”

趙錫軍說，從目前情況看，2019

年全年CPI 同比漲幅尚無超過 3%的可

能。

中國數字經濟勢頭猛動力足
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發布的《中國數字經濟發

展與就業白皮書(2019 年)》指出，2018年，我國數

字經濟規模達到31.3萬億元，占GDP比重為34.8%

。自2018年4月首屆中國數字中國建設峰會召開以

來，400個數字經濟重大項目中已有壹半已開工建

設，壹批項目已建成運營。在我國新舊動能轉換的

關鍵時期，數字經濟作為重要引擎，將為我國經濟

的快速發展註入強大推動力。

中國數字經濟動力來自於哪裏？
第壹、來自於制度設計與模式創新。

壹方面，中國高度重視數字經濟，發布各類促

進數字經濟發展的指導綱領和政策性文件。特別是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就加快發展數字經

濟發表了壹系列重要講話，對“實施國家大數據戰

略，構建以數據為關鍵要素的數字經濟，加快建設

數字中國”等工作做出重大戰略部署。

另壹方面，傳統行業與信息技術的深度融合成

為重要模式。中國大力發展信息化發展戰略、國家

大數據戰略、“互聯網+”行動計劃，促進新壹

代信息技術加速與經濟社會各領域深度融合。

有專家指出，融合型數字經濟模式在數字經濟

總量中占比高達七成。網絡約車、共享單車、網

絡訂餐、房屋短租、互聯網醫療等融合型數字經濟

應用快速發展。

第二、來自於中國廣袤的市場和基礎設施

建設。

壹方面，數字經濟發展的土壤在中國，廣袤的

市場需求和人口紅利為數字經濟發展帶來了源源不

斷的動力。電子商務是數字經濟的典型代表，從天

貓、京東、蘇寧易購等B2C的商城到拼多多、微商

等C2C的賣家平臺，滿足了全地域、全年齡段、不

同收入人士的需求。

另壹方面，中國對網絡信息化等基礎設施的投

入巨大，為數字經濟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在已到來的5G時代，大家普遍看好中國在這壹

領域的“彎道超車”。

第三、來自於企業不斷“走出去”的發展

雄心。

企業作為數字經濟發展的最重要主體，在中國

市場耕耘的同時，也積極“走出去”，進壹步拓展

國際市場。阿裏巴巴並購東南亞最大電商LAZADA

，積極投資在線支付工具等，將中國的電子商務模

式有效地復制到東南亞並采取本地化策略，雇傭或

保留並購標的公司的高管，實現公司的有效持續經

營。雖然華為作為全球網絡設備運營商在美國及其

某些盟友國家遭遇了挫折，但其作為數字經濟的基

礎設備供應商，在全球市場仍占據著極其重要的地

位。中國企業積極響應“壹帶壹路”倡議的號召，

勇於“走出去”，成為數字經濟發展的壹大動力來

源。

中國數字經濟的潛力在何方？
發展要註意什麼？
毫無疑問，中國數字經濟發展潛力巨大。

第壹，數字經濟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

據估算，2003-2018年數字經濟增速顯著高於同期

GDP增速，數字經濟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十分明

顯。第二，支撐數字經濟的發展支柱較為堅實。從

軟性方面看，人才儲備、市場空間、制度環境等較

為充沛或正逐步優化，發展有空間。從硬性方面看

，國家政策、基礎設施等都呈支持、保障狀態，發

展有保障。

當然，數字經濟的發展離不開不斷的創新、穩

定的國際環境和重要的國際話語權。我們需要關註

到的是，我國的核心技術與原創性研發與發達國家

有壹定差距；當前的中美貿易紛爭會影響到部分與

美國貿易密切相關的企業發展；而在關於全球數字

化治理領域，我們也有提升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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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XIN LU, M.D.

Board Certified by ABIM; Affiliated wlth Memorial
Hermann Southwest Hospital 美國內科專業證書

糖尿病、高血壓、高膽固醇、心肺、胃腸、肝臟、過敏、咽喉炎、鼻炎、皮膚、
甲狀腺及風濕等疾病。現有NB-UVB機，特效治療皮膚頑症(牛皮癬/濕疹/神經
性皮炎/蕁麻疹/白癜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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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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報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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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蹤報導。
本期節目主題：《《海峽兩岸》頻出壞招 臺當局挑動兩岸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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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華時間》

《新聞面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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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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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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今日美南公眾號直播： 
      觀眾可在「今日美南」
      公眾號上，
       點選「美南視頻」裡的
    「美南國際電視直播」
      就可輕鬆連接至STV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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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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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thern TV-STV15.3 Hou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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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深泉深//圖文圖文】】20192019年年55月月44日日，，國際著名病理國際著名病理
學學、、腫瘤學家腫瘤學家、、MDMD安德森癌症中心談東風教授安德森癌症中心談東風教授
應邀在休斯頓中華文化服務中心學術廳作腫瘤精應邀在休斯頓中華文化服務中心學術廳作腫瘤精
準診斷的地位和發展路徑的學術講座準診斷的地位和發展路徑的學術講座，，休斯頓地休斯頓地
區部分癌症患者和家屬湧躍參加了這次社區活動區部分癌症患者和家屬湧躍參加了這次社區活動
。。

談教授用通俗易懂的語言為大家系統介紹了分談教授用通俗易懂的語言為大家系統介紹了分
子檢測指導下的循證醫學和腫瘤個性化治療子檢測指導下的循證醫學和腫瘤個性化治療，，介介
紹了腫瘤診療原則及理念紹了腫瘤診療原則及理念。。他強調精準醫療的前他強調精準醫療的前
提就是精準診斷提就是精準診斷，，因為如果沒有這個基礎和前提因為如果沒有這個基礎和前提
，，後面的腫瘤管理和治療就會盲目的後面的腫瘤管理和治療就會盲目的、、被動的被動的，，
臨床決策就不會聚焦的臨床決策就不會聚焦的，，甚至會有誤導的可能甚至會有誤導的可能，，
就不會有真正意義上的精準腫瘤學和所謂的生物就不會有真正意義上的精準腫瘤學和所謂的生物

大數據大數據，，而腫瘤精準診斷是要花功夫才可能真正做好的而腫瘤精準診斷是要花功夫才可能真正做好的。。從全球來看從全球來看，，精準診斷也同樣是精準醫精準診斷也同樣是精準醫
療的瓶頸之一療的瓶頸之一，，不論是常規診斷不論是常規診斷，，還是二代測序還是二代測序、、循環腫瘤細胞循環腫瘤細胞、、循環循環DNADNA、、循環蛋白質等等循環蛋白質等等，，
都是在圍繞精準診斷做文章都是在圍繞精準診斷做文章，，只有建立在一個高質量準確的病理只有建立在一個高質量準確的病理、、分子病理診斷基礎上分子病理診斷基礎上，，才能實才能實
現真正基於循證的精準治療現真正基於循證的精準治療。。合理的基因檢測指南的製定及相關評審及監管也迫在眉睫合理的基因檢測指南的製定及相關評審及監管也迫在眉睫。。

腫瘤的精準診斷並非是一個簡單的醫療流程腫瘤的精準診斷並非是一個簡單的醫療流程
不管是腫瘤組織還是血液不管是腫瘤組織還是血液，，亦或是尿液亦或是尿液、、唾液都從人體而來唾液都從人體而來，，都是生命的一部分都是生命的一部分。。跟生命打跟生命打

交道就需要有對生命對醫學了解的專業人士去做交道就需要有對生命對醫學了解的專業人士去做。。這可不是有錢買幾台最高級的二代測序儀器這可不是有錢買幾台最高級的二代測序儀器，，
僱幾個博士就能搞定的事僱幾個博士就能搞定的事。。腫瘤醫學實踐需要很長的時間去培養和沈淀腫瘤醫學實踐需要很長的時間去培養和沈淀，，同時需要非常專業的多同時需要非常專業的多
學科團隊共同努力來完成學科團隊共同努力來完成。。

具體來說具體來說，，精準診斷需要從業人員對臨床精準診斷需要從業人員對臨床、、病理非常了解病理非常了解，，需要知道不同生物標本的特點需要知道不同生物標本的特點，，
需要知道具體某個標本有沒有與腫瘤相關的物質信息需要知道具體某個標本有沒有與腫瘤相關的物質信息。。因為從病人身上取下一塊組織因為從病人身上取下一塊組織，，雖說是一雖說是一
個腫塊個腫塊，，但這個腫塊不等於腫瘤但這個腫塊不等於腫瘤。。單靠影像學來指導治療常常是不夠的單靠影像學來指導治療常常是不夠的，，而需要在細針穿刺病理而需要在細針穿刺病理
活檢明確診斷後再做相應處理方案活檢明確診斷後再做相應處理方案，，否則會給患者帶來損害否則會給患者帶來損害，，例如我們見到外科切下的例如我們見到外科切下的““肺腫瘤肺腫瘤
””結果有的是肺結核結果有的是肺結核，，有的是肺膿腫有的是肺膿腫；；外科切下的肝臟外科切下的肝臟““膽管癌膽管癌””是血管瘤等等是血管瘤等等。。

就拿惡性腫瘤來說就拿惡性腫瘤來說，，也還分很多亞型也還分很多亞型，，甚至亞型中的亞型甚至亞型中的亞型。。所以在不知道是不是癌腫塊就將所以在不知道是不是癌腫塊就將
收到的腫瘤標本冒冒失失進行基因測序是很危險的收到的腫瘤標本冒冒失失進行基因測序是很危險的。。比如直腸癌新輔助化療後比如直腸癌新輔助化療後，，取材的組織有可取材的組織有可
能已經主要是變性壞死的組織了能已經主要是變性壞死的組織了，，殘存的腫瘤細胞可能非常少殘存的腫瘤細胞可能非常少，，這種情況下提這種情況下提DNADNA測序也難以得測序也難以得
到可信的結果到可信的結果，，需要有經驗的病理醫生先鑑別和評估有無足夠可分析的腫瘤細胞需要有經驗的病理醫生先鑑別和評估有無足夠可分析的腫瘤細胞。。我們的經驗是我們的經驗是
，，如果沒有病理醫生對治療後標本認真評估並做相應選擇性腫瘤如果沒有病理醫生對治療後標本認真評估並做相應選擇性腫瘤DNADNA提取提取，，約約2727%%會出現會出現““假陰假陰
性性””結果結果。。

現在有一些測序公司現在有一些測序公司，，因為用的是最先進的測序儀器因為用的是最先進的測序儀器，，標榜只要有標本就百分之百出結果標榜只要有標本就百分之百出結果，，
其實暗藏了很大的風險其實暗藏了很大的風險。。就我們就我們MDMD安德森癌症中心而言安德森癌症中心而言，，被召回的標本被召回的標本，，也就是沒有達到我們也就是沒有達到我們
檢測標準的標本檢測標準的標本，，大概佔了全部的大概佔了全部的1010%%左右左右，，甚至有時候達到甚至有時候達到1212%%。。換句話說換句話說，，100100個標本我們可個標本我們可
能只有能只有8888個能夠給出結果報告個能夠給出結果報告。。

從這個角度看從這個角度看，，所謂的分析前部分所謂的分析前部分，，精準診斷有很多步驟精準診斷有很多步驟，，每一步都需要嚴格的質量控制每一步都需要嚴格的質量控制，，
用標準化流程管理用標準化流程管理。。另外另外，，分析中部分分析中部分，，不論是任何實驗室方法不論是任何實驗室方法，，都應該有陽性對照都應該有陽性對照、、陰性對照陰性對照
、、內對照等等要求內對照等等要求，，不能為了節省材料不能為了節省材料、、降低成本忽略那些重要的步驟降低成本忽略那些重要的步驟。。精準診斷精準診斷、、精細管理精細管理、、
精準醫療需要標準化精準醫療需要標準化，，需要指南去規範需要指南去規範。。
腫瘤的分子診斷原則與腫瘤個性化治療腫瘤的分子診斷原則與腫瘤個性化治療

從整個腫瘤的生物學特徵從整個腫瘤的生物學特徵，，各種各樣分子檢測平台優缺點和臨床應用各種各樣分子檢測平台優缺點和臨床應用，，到臨床醫生對檢測結到臨床醫生對檢測結
果的認知以及根據檢測結果進行腫瘤的全程管理等方面果的認知以及根據檢測結果進行腫瘤的全程管理等方面，，大家都很關注大家都很關注，，也很需要這方面信息的也很需要這方面信息的
整合整合。。實踐證明實踐證明，，只有多團隊只有多團隊（（Multiple Disciplinary Team)Multiple Disciplinary Team) 的綜合診療的綜合診療，，才有望最有效地醫治複雜才有望最有效地醫治複雜
且多變的惡性腫瘤且多變的惡性腫瘤。。 MDMD安德森癌症中心從安德森癌症中心從19981998年開始系統的腫瘤亞專科建設及腫瘤年開始系統的腫瘤亞專科建設及腫瘤MDTMDT。。該該
院目前院目前MDTMDT覆蓋人體所有器官組織覆蓋人體所有器官組織，，僅消化系統每週就有僅消化系統每週就有99場場MDTMDT討論會討論會，，為腫瘤病人尤其是為腫瘤病人尤其是

複雜病例提供最優的複雜病例提供最優的
診治方案診治方案，，收效良好收效良好
。。

腫瘤相關生物標腫瘤相關生物標
誌物誌物，，多平台標誌物多平台標誌物
檢測檢測，，包括腫瘤的生包括腫瘤的生
物信息學等在腫瘤的物信息學等在腫瘤的
分子診斷方面起著重分子診斷方面起著重
要作用要作用。。另外就是相另外就是相
關檢測的論證關檢測的論證，，監管監管
層面如層面如FDAFDA的批准等的批准等
也是必須的也是必須的。。真正要真正要
得到最新的得到最新的、、最前沿最前沿
的腫瘤知識離不開互的腫瘤知識離不開互
聯網聯網，，最新的學術文最新的學術文
獻內容和病例報告也獻內容和病例報告也
可以通過學術搜索引可以通過學術搜索引
擎查詢擎查詢。。
談東風教授簡介談東風教授簡介

談東風談東風，，病理學教授病理學教授。。 19831983年畢業於武漢同濟醫科大學醫學系年畢業於武漢同濟醫科大學醫學系，，同年攻讀病理碩士學位同年攻讀病理碩士學位，，
19851985年攻讀病理博士年攻讀病理博士，，師從武忠弼教授師從武忠弼教授。。 19871987年獲年獲VolkswagenVolkswagen獎學金獎學金，， 在德國在德國EssenEssen大學做訪問大學做訪問
學者學者（（19871987--19901990）。）。 19901990--19931993 年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醫學院完成遺傳病理學博士後年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醫學院完成遺傳病理學博士後。。
19931993--19941994年在哥大攻讀醫學管理年在哥大攻讀醫學管理，，並通過美國醫生資格考試並通過美國醫生資格考試。。 19941994--19971997年在耶魯大學醫學院做年在耶魯大學醫學院做
病理住院醫生病理住院醫生。。 19981998年任病理科總住院醫師年任病理科總住院醫師，，同年獲得美國病理醫生專科證書同年獲得美國病理醫生專科證書。。 19981998--19991999年在年在
紐約斯隆凱特林癌症中心腫瘤病理學專科深造紐約斯隆凱特林癌症中心腫瘤病理學專科深造，，師從師從Dr. Juan RosaiDr. Juan Rosai 教授教授。。隨後一直從事病理臨床隨後一直從事病理臨床
診斷診斷，，科研與教學科研與教學。。 20062006年至今就職於美國安德森癌症中心年至今就職於美國安德森癌症中心，，為病理學及腫瘤學雙科教授為病理學及腫瘤學雙科教授。。曾獲曾獲
20062006--20072007年度美國傑出專業人士獎年度美國傑出專業人士獎。。 3030多年來一直從事病理學多年來一直從事病理學,, 分子病理學分子病理學,, 腫瘤學研究工作腫瘤學研究工作,, 主主
持和參與美國多項腫瘤攻關科研項目持和參與美國多項腫瘤攻關科研項目。。發表論文發表論文200200餘篇餘篇，，主編暢銷英文專著主編暢銷英文專著33部部，，應聘為世界應聘為世界2020
多所大學客座教授多所大學客座教授。。第一屆世界癌症會議病理學分會主席第一屆世界癌症會議病理學分會主席,, 美中抗癌協會學術委員會主席美中抗癌協會學術委員會主席。。

MDMD安德森談東風教授談腫瘤安德森談東風教授談腫瘤
精準診斷的地位和發展路徑精準診斷的地位和發展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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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有人說，休斯頓是
個生活單一的城市，但是如果深入
到城市的中心，你會發現休斯頓也
是一個多元時尚的城市，特別是夜
生活別具特色，各種搖滾，鄉村，
藍調，爵士以及嘻哈說唱音樂應有
盡有。以下是幾個非常有名的夜店
。

Etro Lounge
713-529-3449
114 MAIN STREET | HOUS-

TON, TX 77002
位於市中心的這家夜店非常適

合跳舞，尤其是可以隨著上個世紀
八十年代的音樂翩翩起舞，可以舉
辦以八十年代為主題的派對，停車

也非常容易。
Grooves Restaurant & Lounge
(713) 652-9900
2300 PIERCE STREET |

HOUSTON, TX 77003
位於市中心，及餐飲娛樂為一

體，有舞台現場音樂伴奏，可以提
前預約好的位置，環境優雅，極富
情調，每個週五下午 4 點至 9 點為
Happy Hour。

Wild West
713-266-2282
6101 RICHMOND AVE. |

HOUSTON, TX 77057
這傢俱樂部已經有二十年的歷

史，位於Richmond 地帶，典型的德

州風格。有各種風格的音樂，並有
美味佳餚，吃喝玩樂的好去處。

Belvedere
713-552-9271
1131 UPTOWN PARK BLVD.

| HOUSTON, TX 77056
GALLERIA/UPTOWN
多元時尚，裝飾高檔的酒吧有

非常舒適的環境，並且服務一流。
Aura Nightclub
4701 NETT STREET SUITE A

| HOUSTON, TX 77007
每個來賓都會獲得名人一樣的

服務待遇，同時現場有娛樂演出，
有特殊的異域風情。

五光十色五光十色 休斯頓夜生活豐富多彩休斯頓夜生活豐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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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石公園黃石公園--大自然的驚奇與完美大自然的驚奇與完美

（（本報訊本報訊））小提琴家林昭亮即小提琴家林昭亮即
將在將在55月月1919日在日在RiceRice大學舉行的募大學舉行的募
款音樂會款音樂會，，計畫將募得款項協助該計畫將募得款項協助該
校及休士頓地區的青年音樂家校及休士頓地區的青年音樂家，，今今
年年 88 月月 22 日至日至 1818 日回台參加第一屆日回台參加第一屆
「「台北大師星秀音樂節台北大師星秀音樂節」」訓練營訓練營，，

與與2020多位樂團頂尖音樂家聯手登台多位樂團頂尖音樂家聯手登台
演出演出，，讓年輕人感受獨奏與樂團合讓年輕人感受獨奏與樂團合
奏的差異性奏的差異性，，有助於未來大家在接有助於未來大家在接
受樂團面試時受樂團面試時，，能有較好的表現能有較好的表現。。((
音樂訓練營網站音樂訓練營網站 www.TaipeiMAF.www.TaipeiMAF.
com)com)。。

林昭亮教授林昭亮教授55月月1919日這場音樂日這場音樂
會 及 募 款 活 動會 及 募 款 活 動 ，， 獲 得 休 台 協 會獲 得 休 台 協 會
(Houston-Taipei Society)(Houston-Taipei Society)大力支持大力支持，，

協力投入募款宣傳活動協力投入募款宣傳活動，，希望為兩希望為兩
市創造更多藝術交流機會市創造更多藝術交流機會，，增進雙增進雙
方友誼方友誼。。每滿每滿$$35003500 美元就能送一美元就能送一
位青年音樂家回台圓夢位青年音樂家回台圓夢，，讓這項專讓這項專
為青年音樂家打造的孕育平台為青年音樂家打造的孕育平台，，能能
造就更多才藝出眾的音樂家造就更多才藝出眾的音樂家。。有意有意
捐 款 的 民 眾 可 上 休 台 協 會 網 站捐 款 的 民 眾 可 上 休 台 協 會 網 站
(www.HoustonTaipeiSociety.org)(www.HoustonTaipeiSociety.org)進行進行
捐款程序捐款程序。。

林昭亮教授林昭亮教授55月月1919日星期天音日星期天音
樂會時間為下午樂會時間為下午22點點3030分分，，地點在地點在
RiceRice大學的大學的Duncan Recital HallDuncan Recital Hall，，地地
址址 61006100 Main St. Houston, TXMain St. Houston, TX 7700577005
。。

林昭亮募款音樂會林昭亮募款音樂會....為年輕音樂家圓夢與為年輕音樂家圓夢與
大師同台合奏大師同台合奏....休台協會全力以赴休台協會全力以赴......

林昭亮音樂會宣傳海報圖片林昭亮音樂會宣傳海報圖片

‘‘黃石國家公園黃石國家公園’’一個在百年前就一個在百年前就
已經存在的世界上第一個國家公園已經存在的世界上第一個國家公園，，它它
的存在守護了各種野生動物和自然資源的存在守護了各種野生動物和自然資源
，，更讓人們欣賞到無數的美景更讓人們欣賞到無數的美景，，更是被更是被
美國人稱之為美國人稱之為‘‘地球上最獨一無二的神地球上最獨一無二的神
奇樂園奇樂園’。’。

黃石公園黃石公園 『『大棱鏡彩泉大棱鏡彩泉』』是美國最是美國最
大的溫泉大的溫泉，，溫泉有豐富的礦物質溫泉有豐富的礦物質，，從里從里

往外呈現出不同的色彩往外呈現出不同的色彩，，如七彩向日葵如七彩向日葵
。。海拔約海拔約23572357米的米的 『『黃石湖黃石湖』』水深平均水深平均
到達到達2424米米，，最深處可達百米最深處可達百米，，乘坐快艇乘坐快艇
遊覽遊覽，，觀看平靜而美麗的湖面觀看平靜而美麗的湖面，，令人感令人感
歎大自然的魅力歎大自然的魅力。。 『『黃石大峽谷黃石大峽谷』』有兩有兩
道落差數十米的上下瀑布道落差數十米的上下瀑布，，歷經長期的歷經長期的

水流沖刷水流沖刷，，峽峽
谷壁呈現出彩谷壁呈現出彩
色的岩壁色的岩壁，，絢絢
麗無比麗無比。。 『『諾諾
里斯間歇泉盆里斯間歇泉盆
地地』』擁有黃石擁有黃石
公園最高的噴公園最高的噴
泉和最熱的盆泉和最熱的盆
地地，，屬於酸性屬於酸性

溫泉溫泉，，地熱的關係地熱的關係，，引來了無數細菌引來了無數細菌，，
把泉水染成奶藍色和奶綠色把泉水染成奶藍色和奶綠色。。 『『老忠實老忠實
噴泉噴泉』』每隔一小時左右就會規律性地噴每隔一小時左右就會規律性地噴
發發，，時間長達時間長達44--55分鐘分鐘，，水汽沖天水汽沖天，，人人
們圍坐在噴泉周邊靜待們圍坐在噴泉周邊靜待，，就為了目睹大就為了目睹大
自然神奇的瞬間自然神奇的瞬間。。 『『黑沙盆地黑沙盆地』』、、 『『祖祖
母綠池母綠池』』、、 『『黃石公園超級火山黃石公園超級火山』』、、
『『西拇指間歇泉區步道西拇指間歇泉區步道』』、、 『『食羊者懸食羊者懸

崖崖』』、、 『『黑曜石懸崖黑曜石懸崖』』、、 『『彩鍋泉彩鍋泉』』、、
『『猛馬熱泉猛馬熱泉』』。。。。。。。。。。。。。。黃石公園黃石公園

的美的美，，是用言語無法概括是用言語無法概括，，相機無法直相機無法直
接顯示的接顯示的。。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從來都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從來都是
讓人驚艷的讓人驚艷的。（。（圖片取自網絡圖片取自網絡））
詳細的行程請致電或微信王朝旅遊詳細的行程請致電或微信王朝旅遊。。我我

們有不同的路線可以任您選擇們有不同的路線可以任您選擇。。
王朝旅遊專業代辦全球簽證和護照更新王朝旅遊專業代辦全球簽證和護照更新
官方網站官方網站：：https://aaplusvacation.comhttps://aaplusvacation.com
服務專線服務專線：：((713713))981981--88688868
微信客服微信客服：：aataat713713

地址地址：：休斯頓敦煌廣場側面精英廣場休斯頓敦煌廣場側面精英廣場
AA1414
69186918 Corporate Dr, Suite A-Corporate Dr, Suite A-1414, Houston,, Houston,
TX,TX, 7703677036

王朝旅遊王朝旅遊55--1010月黃石月黃石團團““買二送一買二送一””，，44--1515天天$$266266起起

本報記者黃麗珊報導本報記者黃麗珊報導

休士頓台灣傳奇舞龍隊原住民舞蹈隊休士頓台灣傳奇舞龍隊原住民舞蹈隊
第第1919屆休士頓龍舟賽園遊會開幕式頭角崢嶸屆休士頓龍舟賽園遊會開幕式頭角崢嶸

第第1919屆休士頓龍舟賽園遊會由全美龍舟協會會長屆休士頓龍舟賽園遊會由全美龍舟協會會長DavidDavid
MandellMandell主辦於主辦於55月月44日在城中區日在城中區BayouBayou隆重登場隆重登場。。休士頓台休士頓台
灣傳奇第二度被邀請於開幕式中表演舞龍和原住民舞蹈灣傳奇第二度被邀請於開幕式中表演舞龍和原住民舞蹈。。

((圖左起圖左起))辜千慈辜千慈、、吳恪霖和吳恪霖和
黃哲馨等年輕人也積極投入黃哲馨等年輕人也積極投入

舞龍隊陣營舞龍隊陣營。。

((圖右起圖右起))台灣傳奇理事周志謙台灣傳奇理事周志謙
、、何宛雲和王崇哲夫婦等在舞何宛雲和王崇哲夫婦等在舞

龍隊中結成好友龍隊中結成好友。。

((圖右起圖右起))楊文珍楊文珍、、呂瑛呂瑛、、羅秀娟羅秀娟、、羅智羅智
芳芳、、CocoCoco、、林婉珍林婉珍、、鄔逸卉鄔逸卉、、辜千慈等辜千慈等
姊妹花穿著艷麗原住民服裝閃亮登場姊妹花穿著艷麗原住民服裝閃亮登場。。

第第1919屆休士頓龍舟賽園遊會開幕式中台灣傳屆休士頓龍舟賽園遊會開幕式中台灣傳
奇的原住民舞蹈義工團體表演實況奇的原住民舞蹈義工團體表演實況。。

台灣傳奇會長羅茜莉台灣傳奇會長羅茜莉((左六左六))率領全體義率領全體義
工和休士頓大學城中區校長工和休士頓大學城中區校長JuanJuan

Sanchez Munoz(Sanchez Munoz(左三左三))、、全美龍舟協會會全美龍舟協會會
長長David Mandell(David Mandell(左七左七))同框入鏡同框入鏡，，留下留下

歷史性的一刻歷史性的一刻。。

台灣傳奇表演原住民舞者台灣傳奇表演原住民舞者((圖前右起圖前右起)) 秘秘
書長羅秀娟書長羅秀娟、、義工林婉珍義工林婉珍、、舞蹈指導老舞蹈指導老
師呂瑛師呂瑛、、會長羅茜莉會長羅茜莉、、理事陳秀芬和財理事陳秀芬和財
務長鄧曉林務長鄧曉林((圖後右起圖後右起)) 理事鄔逸卉理事鄔逸卉、、義義
工羅智芳工羅智芳、、義工義工CocoCoco和理事楊文珍等向和理事楊文珍等向

觀眾致意觀眾致意。。

台灣傳奇表演舞龍團隊與致贈紅包的台灣傳奇表演舞龍團隊與致贈紅包的
嘉賓嘉賓，，休士頓大學城中區校長休士頓大學城中區校長JuanJuan

Sanchez Munoz(Sanchez Munoz(載帽子者載帽子者))、、全美龍舟全美龍舟
協會會長協會會長David Mandell(David Mandell(右後右後))和會長羅和會長羅

茜莉茜莉((右前右前))等歡喜合影等歡喜合影。。

台灣傳奇副會長金俊家台灣傳奇副會長金俊家((圖中圖中))暨夫婿暨夫婿
Mathew(Mathew(圖右圖右))以及義工吳而立以及義工吳而立((圖左圖左))等等
在休士頓龍舟賽園遊會中忙進忙出在休士頓龍舟賽園遊會中忙進忙出。。

台灣傳奇表演舞龍團隊之龍頭向休士台灣傳奇表演舞龍團隊之龍頭向休士
頓龍舟賽園遊會主席台三點頭致敬頓龍舟賽園遊會主席台三點頭致敬。。

台灣傳奇表演舞龍團隊在休士頓龍舟台灣傳奇表演舞龍團隊在休士頓龍舟
賽園遊會開幕式進場氣勢賽園遊會開幕式進場氣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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