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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怕分不清不怕分不清
英國黑色母羊產下雙胞胎顏色壹黑壹白英國黑色母羊產下雙胞胎顏色壹黑壹白

近日在英國東洛錫安近日在英國東洛錫安，，壹周大的雌性雙胞胎羊羔在和媽媽在公園裏玩壹周大的雌性雙胞胎羊羔在和媽媽在公園裏玩
耍耍。。這對雙胞胎擁有截然不同的毛色這對雙胞胎擁有截然不同的毛色，，壹只是白羊羔而另壹只是黑羊羔壹只是白羊羔而另壹只是黑羊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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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巴嫩南部城市黎巴嫩南部城市SidonSidon，，當地環境保護協會將退役飛機和汽車投入當地環境保護協會將退役飛機和汽車投入
海底海底，，打造成人工礁石打造成人工礁石，，來改善當地貧瘠的海底環境來改善當地貧瘠的海底環境，，為海洋生物提供為海洋生物提供
棲息地和繁殖場所棲息地和繁殖場所。。

““大美亞細亞大美亞細亞
————亞洲文明展亞洲文明展””在中國國家博物館舉辦在中國國家博物館舉辦

““大美亞細亞大美亞細亞———亞洲文明展—亞洲文明展””在中國國家博物館舉辦在中國國家博物館舉辦。。作為亞洲文明對話大作為亞洲文明對話大
會的重要文化活動會的重要文化活動，，本次展覽匯集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全部本次展覽匯集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全部4747國及希臘國及希臘、、埃及兩埃及兩
個文明古國夥伴個文明古國夥伴，，共共451451組文物組文物。。展覽通過文化遺產講述各國文明故事展覽通過文化遺產講述各國文明故事，，呈現各國呈現各國
文明之美文明之美，，為亞洲各國相互交流為亞洲各國相互交流、、展示展示、、溝通溝通、、了解搭建重要平臺了解搭建重要平臺，，為中外觀眾提為中外觀眾提
供精彩的文化體驗供精彩的文化體驗。。圖為參觀者正在觀看展品圖為參觀者正在觀看展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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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CI將A股納入因子提高壹倍說明什麼

綜合報導 國際知名指數編制公司

MSCI宣布，將把現有A股的納入因子提

高壹倍，即從5%提高至10%，26只中國

A股（包含 18只創業板股票）將加入

MSCI中國指數。至此，中國A股將在

MSCI中國指數和MSCI新興市場指數中

分別占到5.25%和1.76%的比重。

MSCI將A股納入因子提高壹倍，與

MSCI今年3月公布的相關指數納A方案

大致吻合，使我國大盤A股總共有264

只被納入MSCI，說明MSCI對中國A股

市場的認可度提高，標誌著中國A股市

場朝著國際化方向又邁出了堅實壹步。

具體看，A股被納入MSCI因子提高

壹倍，帶來的好處是實實在在的：壹方

面，對我國創業板未來的發展帶來較大

的拓展空間。此次創業板股票首次加入

MSCI指數體系，首批共有18只股票入

圍，這對我國創業板市場可持續發展以

及穩定創業板上市公司的信心將起到極

大的提振作用。尤其，將創業板首次納

入MSCI，體現了MSCI對於優質成長股

的關註，這也將影響外資的配置偏好，

外資流入結構將進壹步改善，推動外資

對A股進行更加多元的配置。

另壹方面，將對中國資本市場帶來

壹定的資金註入，對推動A股市場持續

回暖、增強投資者對A股市場信心將起

到積極作用。按照測算，5%的納入比例

的提升可能帶來的主動和被動增量資金

約為200億美元即1600億元至1800億元

人民幣左右，並預計其中被動資金占比

可能在20%左右。

到今年8月和11月，中國大盤A股

納入MSCI因子升到20%時，預計有望給

A股帶來合計800億美元的增量資金，折

算人民幣約5600億元，這麼大體量的資

金註入，會使A股更加活躍與繁榮。最

為重要的是，從中長期看，除了帶給A

股市場增量資金以外，以價值投資、長

線投資為代表的海外資金的加速入場，

對於A股邁向國際化、進壹步開放以及

改善市場投資者結構等方面都將起到積

極影響。

再次，可以進壹步活躍互聯互通機

制，使我國資本市場更加與國際資本市

場接軌，促進中國資本市場的繁榮發

展。因為此前國際資本布局中國A股，

主要是通過滬股通、深股通等主要資本

運作渠道來跟蹤MSCI的，而中國大盤A

股納入MSCI因子提升，給國際資本布

局中國A股市場帶來更多機遇，也將進

壹步增強國際資本增加對中國股票市場

投資的興趣，加大北向資金流入量；

同理，亦可促進互聯互通機制的更加活

躍與順暢，為即將開通的滬倫通增強緊

迫性，推動中國資本市場進壹步國際化。

此外還要看到，MSCI納 A因子擴

容，無疑會對後市帶來積極正面的影

響，有利於改善投資者結構，有利於提

振國內A股投資者信心。目前A股投資

者信心還不穩固，通過引入更多的長期

投資者，不僅會改善投資文化，減少股

市的暴漲暴跌，也會增強散戶的投資信

心，引導理性投資。當然，對於股市長

遠來說，也有利於我國監管水平的提高

，與國際更加接軌，從而增加在國際上

的影響力。

即便如此，投資者也須註意，中國

大盤A股被納入MSCI因子提高產生的作

用或帶來的資金增量，還只是理論上的

壹個概念，需要主客觀經濟因素的具備

，才能達到如期目標。所以，股民既要

對中國A股保持信心和耐心，相信牛市

會到來，同時又不能盲目樂觀，在操作

上過度重倉即將入圍MSCI的股票，要

形成價值投資理念，把握外資入場的大

趨勢，長期配置，打持久戰，才可能成

為資本市場投資的贏家。

5G時代呼之欲出
人工智能輔助購物

每年5月17日是“世界電信和信息社會日”，

即人們常說的“電信日”。自從1969年國際電信

聯盟首次設立“電信日”以來，50年間“電信日”

都是壹個具有裏程碑意義的日子。今年恰逢第五代

通信技術（5G）撲面而來，5G時代呼之欲出。

都說“4G改變生活，5G改變社會”，5G究竟

給我們日常的購物消費帶來哪些變化呢？還是先睹

為快，看看迄今為止在購物消費領域所展示的眾多

前沿科技新技術——您的購物消費模式已經悄然改

變。

“無人商店”刷臉暢通
無人商店是最近非常流行的壹種店面模式。在

很多社區小店，無人商店已經進入到了我們的日常

生活當中，尤其是很多智能貨櫃已經陸續亮相街頭

巷尾。

說起來很簡單，無人商店最主要是依靠人臉識

別，刷臉進門、刷臉支付。由於沒有店

員引導，購物過程產生疑問怎麼辦？這

個時候，自己的手機和商店當中設置的

顯示屏就能派上用場。如果想深入了解

某壹種商品的信息，可以通過手機掃碼

掃描商品條碼，AR增強現實技術拓展

商品的多維度信息，比如產地、等級、生產信息以

及其它相關介紹，而VR虛擬現實技術通過虛擬情

景展示商品是如何使用或者操作的。“雲貨架”集

成了各種消費參數，實現商品陳列、信息導購、體

驗分析和在線下單等購物全流程。

實際上，在現有4G網絡條件下，這些方式初

現雛形。但是視頻呈現有時會很卡。而到了5G時

代，5G網絡高網速、低時延、大連接等特點，可

以很快承載這些應用，以極快的速度展現商品信息

，方便消費者購物。

人工智能輔助購物
人工智能AI技術的引入，不僅僅應用在刷臉

進門、刷臉支付上，還能主動引導消費者進行購物

。蘇寧易購曾經展示過壹個特別有意思的“千人千

面”的應用。在智能門店當中，攝像頭會實時捕捉

走過路過的每壹個消費者的人臉。如果妳看了攝像

頭壹眼，攝像頭就會聯網到後臺大數據，根據妳的

臉部特征信息分析與消費相關的因素，據此大致判

斷妳喜歡什麼樣的商品，適合使用哪壹種商品等。

此外，智能門店還會根據消費者的行進路線、

視覺關註點等特點，自動分析，給出消費參考意見

，推送那些可能會被消費者關註的商品。所以，未

來購物可能不需要妳“多嘴”，哪怕是在商店當中

多看了幾眼，就有可能被商家“盯”上了。

當然，對於商家而言，AI技術結合大數據智

能統計，會反饋出哪些商品最受歡迎，從而幫助商

家根據數據結果制定下壹步銷售安排計劃，進壹步

提高銷售能力。5G的到來，加快了信息傳遞和反

饋的速度，為商家銷售添磚加瓦。

“萬物互聯”消費便捷
5G所帶來的大鏈接，催生了“萬物互聯”的

場景，形成物聯網（IoT，Internet of Things）格局

。換句話說，“人-人、人-物、物-物”三者之間可

以通過很多聯網條件實現互聯互通，最典型的就是

家電產品正在走向人工智能物聯網（AIoT）。今年

以來，海爾、創維、康佳、TCL等主流家電品牌都

在試圖打造AIoT條件下的家電產品格局。

也就是說，今後我們所購買的家電產品，都有

可能在同壹個平臺上互聯互通。電視機很可能成為

家庭AIoT的控制中心，連接各種智能設備，掃碼

授權就能通過電視語音控制家中的所有智能設備，

並且通過手機APP可以遠程操控。最終，實現全場

景覆蓋、全生態語音操控，涵蓋了衣、食、住、行

、樂等諸多方面。

日常的很多生活消費，要麼通過手機，要麼通

過聯網的智能音箱、智能電視機等設備，實現各種

下單購物或者是休閑娛樂。AI技術的引入，可以

針對不同消費者的個性化需求，投其所好，提供適

配的消費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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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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二 2019年5月21日 Tuesday, May 21,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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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讓馬英九訪大陸 蔡英文怕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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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二 2019年5月21日 Tuesday, May 21, 2019



BB66休城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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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6日日，，筆者有幸筆者有幸
在紐約百老匯奧古斯特威爾遜劇院在紐約百老匯奧古斯特威爾遜劇院(August Wil(August Wil--
son Theatre)son Theatre) 看演出看演出，，欣賞剛登台一年的音樂劇欣賞剛登台一年的音樂劇
《《賤女孩賤女孩》》(Mean Girls)(Mean Girls)，，體驗以音樂劇的形式體驗以音樂劇的形式
再現美國高中生的情景生活再現美國高中生的情景生活。。

《《賤女孩賤女孩》》的故事原型是的故事原型是《《紐約時報紐約時報》》上上
的一篇反映青少年問題的文章的一篇反映青少年問題的文章，，20042004年被改編年被改編
為同名電影為同名電影，，由蒂娜由蒂娜··菲編劇菲編劇，，馬克馬克··沃特斯執沃特斯執
導導，，由家喻戶曉的著名焦點影視歌星林賽由家喻戶曉的著名焦點影視歌星林賽··羅韓羅韓
（（Lindsay Lohan)Lindsay Lohan) 等主演等主演。。但以音樂劇的形式再但以音樂劇的形式再
現現《《賤女孩賤女孩》》的故事的故事，，將美國高中生的情景生將美國高中生的情景生
活登陸百老匯舞台尚屬首次活登陸百老匯舞台尚屬首次，，見證一系列動人見證一系列動人
的美國青少年音樂舞蹈畫面的美國青少年音樂舞蹈畫面。。

故事內容故事內容：：凱蒂凱蒂··荷倫荷倫（（Cady Heron)Cady Heron) 童年童年
時曾以非洲野生動物為伴時曾以非洲野生動物為伴，，在家庭接受教育在家庭接受教育，，
沒有進過公立學校沒有進過公立學校，，很少與孩子們打交道很少與孩子們打交道。。搬搬
回美國後回美國後，，還沒準備好在伊利諾斯州的新家面還沒準備好在伊利諾斯州的新家面
對種種高中同學的惡意行為對種種高中同學的惡意行為。。她首次進入公立她首次進入公立
學校學校，，迅速應邀加入迅速應邀加入““整形塑膠人整形塑膠人(The Plastics)(The Plastics)
””活動活動，，一個亦敵亦友的三人團體一個亦敵亦友的三人團體，，由美麗但由美麗但
卻冷酷的蕾吉娜卻冷酷的蕾吉娜··喬治喬治（（Regina George)Regina George) 領導領導，，
處處製造麻煩處處製造麻煩。。但是但是，，當天真聰明的新人凱蒂當天真聰明的新人凱蒂
表現優異表現優異，，升到排名首位升到排名首位，，成為最受歡迎的人成為最受歡迎的人

後後，，也計劃擺脫蕾吉娜的支配時也計劃擺脫蕾吉娜的支配時，，她意識到她意識到：：
要想超越要想超越““王后王后”” 還得吃盡苦頭還得吃盡苦頭............。。 《《賤女賤女
孩孩》》將充滿炫目亮點將充滿炫目亮點、、動感音樂動感音樂、、激情舞蹈以激情舞蹈以
及大量粉色服裝及大量粉色服裝，，絕對能讓觀眾坐在劇院享受絕對能讓觀眾坐在劇院享受
開心觀劇和暴笑的體驗開心觀劇和暴笑的體驗。。

August WilsonAugust Wilson劇院位於曼哈頓中城的西劇院位於曼哈頓中城的西 5252
街街245245號號。。該劇院以普利策獎獲獎劇作家奧古斯該劇院以普利策獎獲獎劇作家奧古斯
特威爾遜特威爾遜（（20052005年年））的名字命名的名字命名，，劇院有劇院有11,,222222
個座位個座位，，其最長的上演節目是澤西男孩其最長的上演節目是澤西男孩（（JerseyJersey
Boys)Boys)（（20052005--20172017）。）。自自20182018年年44月以來月以來，，托尼托尼
獎提名音樂劇獎提名音樂劇《《賤女孩賤女孩》》一直在奧古斯特威爾一直在奧古斯特威爾
遜劇院上演遜劇院上演。。

劇中凱蒂劇中凱蒂··荷倫的扮演者是艾瑞卡荷倫的扮演者是艾瑞卡··亨寧森亨寧森
（（(Erika Henningsen)(Erika Henningsen)，，她在加利福尼亞州的莫拉她在加利福尼亞州的莫拉
加出生並長大加出生並長大。。是亨寧森家庭三個女兒中最小是亨寧森家庭三個女兒中最小
的一個的一個。。享寧森從小就開始在劇院演出享寧森從小就開始在劇院演出，，77歲時歲時
，，她在讀完這首詩她在讀完這首詩““土耳其從烤箱中射出土耳其從烤箱中射出””並並
聽到觀眾對她表演的積極回應後激動不已聽到觀眾對她表演的積極回應後激動不已，，決決
定天始音樂劇生涯定天始音樂劇生涯。。當她當她1414歲的時候歲的時候，，亨寧森亨寧森
在當地的灰色花園劇場錄短片在當地的灰色花園劇場錄短片，，並在接受采訪並在接受采訪
時表示時表示，，在這部作品中表演後在這部作品中表演後，，追求音樂劇表追求音樂劇表
演作為自己的音樂劇職業演作為自己的音樂劇職業。。她於她於20102010年畢業於年畢業於
CampolindoCampolindo 高中高中，，隨後進入密歇根大學隨後進入密歇根大學，，於於
20142014年在音樂劇院獲得藝術學士學位年在音樂劇院獲得藝術學士學位。。在她讀在她讀
本科期間本科期間，，通過紐約大學倫敦校區計劃通過紐約大學倫敦校區計劃，，在倫在倫
敦皇家戲劇藝術學院學習敦皇家戲劇藝術學院學習。。亨寧森被選為亨寧森被選為20142014
年艾倫艾森伯格獎學金的唯一獲獎者年艾倫艾森伯格獎學金的唯一獲獎者，，該獎項該獎項

授予密歇根大學畢授予密歇根大學畢
業生業生，，以表彰在音以表彰在音
樂劇中樂劇中““傑出人才傑出人才
和職業潛力和職業潛力”。”。亨亨
寧森於寧森於 20172017 年夏年夏
天到茲堡市民輕歌天到茲堡市民輕歌
劇院劇院（（PCLOPCLO），），
在公司的在公司的““媽媽咪媽媽咪
呀呀””的區域製作中的區域製作中
擔任索菲主演擔任索菲主演，，在在
她在她在PCLOPCLO的競選的競選
期間期間，，宣布她在即宣布她在即
將到來的華盛頓特將到來的華盛頓特
區製作的的區製作的的《《賤女賤女
孩孩》》中扮演凱蒂中扮演凱蒂··
荷倫荷倫。。

蕾吉娜蕾吉娜··喬治喬治
的扮演者泰勒的扮演者泰勒··勞勞
德 曼德 曼 （（TaylorTaylor
LoudermanLouderman），），她出生於威斯康星州的麥迪遜她出生於威斯康星州的麥迪遜，，
然後在密蘇里州聖路易斯西南然後在密蘇里州聖路易斯西南6060英里的波旁鎮英里的波旁鎮
長大長大。。 20012001年年，，她她1010歲時在密蘇里州羅拉的歐歲時在密蘇里州羅拉的歐
扎克演員劇院擔任安妮的主演扎克演員劇院擔任安妮的主演。。她畢業於沙利她畢業於沙利
文高中文高中，，之後在密歇根大學學習了兩年之後在密歇根大學學習了兩年，，然後然後
離開了該項目離開了該項目。。此後勞德曼成為美國女演員此後勞德曼成為美國女演員、、
歌手和舞蹈家歌手和舞蹈家。。她最出名的是在百老匯音樂劇她最出名的是在百老匯音樂劇
《《賤女孩賤女孩》》中扮演蕾吉娜中扮演蕾吉娜··喬治的角色喬治的角色，，並因此並因此

獲得獲得20182018年音樂劇最佳女演員托尼獎提名年音樂劇最佳女演員托尼獎提名。。
芭蕾特芭蕾特··維爾伯特維爾伯特··韋德韋德（（Barrett WilbertBarrett Wilbert

WeedWeed））是美國女演員和歌手是美國女演員和歌手。。她最出名的是起她最出名的是起
源 於源 於 Veronica SawyerVeronica Sawyer 在在 Off-BroadwayOff-Broadway 製 作 的製 作 的
The HeathersThe Heathers：：The MusicalThe Musical中的角色中的角色，，以及在百以及在百
老匯製作老匯製作《《賤女孩賤女孩》》中擔任薩爾基西安中擔任薩爾基西安( Janis( Janis
Sarkisian)Sarkisian) 角色角色。。

音樂劇音樂劇《《賤女孩賤女孩》》音樂舞蹈音樂舞蹈
再現美國高中生情景生活再現美國高中生情景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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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上週末在蓋文斯頓
舉辦的"Go Topless Galveston 的沙灘
吉普車活動中，吸引了大量的參加
者，位於水晶海灘Crystal Beach的主
要活動場地，匯集了數百輛吉普車
，但是由於現場混亂，管理無序，
造成了大量酗酒駕車事故以及違法
活動，據當地警方的報告，活動當
天一共有超過100人被捕。

警方稱，現場看到有不少翻倒

的車輛，一些駕駛者故意駕車撞擊
其他的車輛，已經發生了面對面車
輛相撞的事件，甚至還動用了救生
直升機。

Go Topless 活動是一項在周末舉
行，橫跨全美，由吉普車駕駛者共
同參與的活動，目的是彰顯吉普車
無棚駕駛的野外概念，同時，鼓勵
吉普車愛好者室外活動的熱情，
活動當中，駕駛人在一些崎嶇的道

路上加速行駛，在沙灘上飛馳，場
面刺激，同時，車輛上插滿了各種
旗幟。

根據網站的統計，目前這項目
活動已經從2016年的180輛吉普車增
加到2017年的700輛，由於該活動人
數和車輛激增，造成管理混亂，並
釀成事故。

據目擊者表示，這是近十年來
出現事故最多的一次。

（本報訊）近日，美國移民局在其官網宣佈，已經
完成 2020 年度 H-1B 簽證所有中籤者的數據錄入工作
。在川普近日宣佈了全民移民改革方案，要求更偏向高
學歷、高技術移民之後，H-1B簽證的未來走向也受到
高度關注。

移民局表示，在數據錄入完成後，已經開始發還未
中籤者的申請，並會在這一過程完成後再次公告。但由
於申請量巨大，無法提供具體的時間表。移民局呼籲申
請者暫時不要向該局查詢自己的申請狀態，而是等待收
到回執或退件。

此外，移民局還表示，部分H-1B申請者的I-129
表格，可能會在佛蒙特和加州的兩個處理中心之間轉換
。這種情況下，移民局將向申請者發出通知。

此前，移民局透露，本財年收到了超過 20 萬份
H-1B申請。

近日，美國總統川普公佈了他的全面移民改革計劃
，要求在接納移民總數大致不變的情況下，將技術移民
的比例從目前的10%，提高到60%以上。不過，他還未
宣佈任何具體的措施。

美移民局完成美移民局完成H-H-11BB數據錄入數據錄入
未中籤者將陸續收到退件未中籤者將陸續收到退件

蓋文斯頓沙灘吉普車聚會活動管理混亂蓋文斯頓沙灘吉普車聚會活動管理混亂 百人被捕百人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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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樂旅遊獨家代理歡樂旅遊獨家代理：：
20202020年國民黨助選越南吳哥窟春節年國民黨助選越南吳哥窟春節77日遊日遊

吳磊吳磊
精英薈萃的亞美舞蹈學校繼在精英薈萃的亞美舞蹈學校繼在

MillerMiller 劇場的劇場的““東西方舞蹈薈萃東西方舞蹈薈萃””大大
型舞蹈晚會後型舞蹈晚會後，， 正在緊鑼密鼓的排練正在緊鑼密鼓的排練
之中之中，， 將於將於55月月2626日日，，星期日晚星期日晚66::3030
在在 Stafford CenterStafford Center 隆重舉辦年度公演隆重舉辦年度公演
。。舞蹈公演的前半場是具有東方魅力舞蹈公演的前半場是具有東方魅力
的中國舞的中國舞，，西方的現代舞西方的現代舞，，爵士舞等爵士舞等
。。下半場是世界著名的芭蕾舞劇下半場是世界著名的芭蕾舞劇““天天
鵝湖鵝湖””全劇全劇，，由該校校長葉繼瑩由該校校長葉繼瑩，，
Michelle McKayMichelle McKay 和休斯頓芭蕾舞團的和休斯頓芭蕾舞團的
主要演員兼教師主要演員兼教師Amy FoteAmy Fote 親自排練親自排練，，
芭蕾舞劇的精彩拭目以待芭蕾舞劇的精彩拭目以待。。

亞美舞蹈學校擁有休斯頓最優質亞美舞蹈學校擁有休斯頓最優質
的教師團隊的教師團隊。。校長葉繼瑩校長葉繼瑩- Janie Yao- Janie Yao
畢業於畢業於 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
舞蹈系舞蹈系,, 在美國舞蹈界和休士頓舞蹈在美國舞蹈界和休士頓舞蹈

界極負盛名界極負盛名。。資深舞蹈教育家資深舞蹈教育家,, 休士休士
頓舞蹈學校的創始人頓舞蹈學校的創始人、、沈敏生沈敏生-Mitsi-Mitsi
ShenShen擔任該校高級顧問擔任該校高級顧問。。前休斯頓芭前休斯頓芭
蕾舞團首席蕾舞團首席 Amy ForteAmy Forte，，現任休斯頓現任休斯頓
芭蕾舞團和舞蹈學校教授芭蕾舞團和舞蹈學校教授。。前休斯頓前休斯頓
芭蕾舞團獨舞演員芭蕾舞團獨舞演員 Nao KazusakiNao Kazusaki。。上上
海舞蹈學院中國舞資深教師和編導蘇海舞蹈學院中國舞資深教師和編導蘇
燕妮老師燕妮老師，，編創的舞蹈屢獲十佳白金編創的舞蹈屢獲十佳白金
獎獎。。Sheri GlandonSheri Glandon在密爾沃基芭蕾舞在密爾沃基芭蕾舞
團擔任團擔任 1818 年獨舞演員年獨舞演員,, 被美國舞蹈雜被美國舞蹈雜
誌選為封面人物誌選為封面人物。。畢業於畢業於Sam HousSam Hous--
ton Universityton University舞蹈專業舞蹈專業、、擅長芭蕾擅長芭蕾、、
爵士爵士、、現代舞編舞與教學的現代舞編舞與教學的 MichelleMichelle
McKayMcKay。。畢業於休斯頓大學舞蹈系的畢業於休斯頓大學舞蹈系的
Jerrica MarkJerrica Mark，，擅長芭蕾擅長芭蕾、、爵士爵士、、中國中國
舞舞。。李艷娥老師畢業於中國廣東省舞李艷娥老師畢業於中國廣東省舞
蹈學校中國舞和芭蕾專科蹈學校中國舞和芭蕾專科,, 從事中國從事中國
舞和芭蕾舞教學工作二十年舞和芭蕾舞教學工作二十年，，具備北具備北

京舞蹈學院中國舞及芭蕾舞考級教師京舞蹈學院中國舞及芭蕾舞考級教師
資格證書資格證書。。金菊老師曾是北京歌劇舞金菊老師曾是北京歌劇舞
劇院舞蹈演員劇院舞蹈演員，，高級教師和編導高級教師和編導,, 中中
國舞蹈家協會考級師資教師國舞蹈家協會考級師資教師。。葉鈺綾葉鈺綾
老師畢業於老師畢業於Sam Houston UniversitySam Houston University舞舞
蹈系蹈系，，擅長芭蕾擅長芭蕾、、爵士爵士、、現代舞現代舞、、中中
國舞國舞。。

亞美舞蹈學校夏季亞美舞蹈學校夏季66月月1010日起開日起開
課課,, 現已開始報名現已開始報名。。招收的學生年齡招收的學生年齡
從從33歲至成年歲至成年。。按年齡和水準分班和按年齡和水準分班和
插班插班，，課程全面而系統課程全面而系統,, 包括包括:: 幼兒芭幼兒芭
蕾舞蕾舞、、中國舞啟蒙教育中國舞啟蒙教育,, 兒童體操兒童體操、、
中國古典舞中國古典舞,, 民間舞民間舞,, 西方芭蕾舞西方芭蕾舞,, 現現
代舞代舞,, 爵士舞等爵士舞等。。通過學習舞蹈和演通過學習舞蹈和演
出磨練學生的意誌出磨練學生的意誌，，培養自信心和優培養自信心和優
雅的儀態雅的儀態，，提升藝術修養提升藝術修養，，讓舞蹈美讓舞蹈美
化她們的人生化她們的人生。。

有關公演的票子和報名咨詢請電有關公演的票子和報名咨詢請電

：：葉繼瑩葉繼瑩：：832832--630630--50485048，，沈敏生沈敏生：：
832832--993993--93339333。。學校地點學校地點：：98899889 BelBel--
laire Blvd. C #laire Blvd. C #335335，，Houston,Houston, 7703677036 敦敦

煌廣場煌廣場）。）。
該校網站該校網站：：www.danceaa.orgwww.danceaa.org

亞美舞蹈學校亞美舞蹈學校55月月2626日日晚晚66::3030
將在將在 Stafford CenterStafford Center 隆重舉辦年度公演隆重舉辦年度公演

‘‘黃石國家公園黃石國家公園’’一個在百一個在百
年前就已經存在的世界上第一個年前就已經存在的世界上第一個
國家公園國家公園，，它的存在守護了各種它的存在守護了各種
野生動物和自然資源野生動物和自然資源，，更讓人們更讓人們
欣賞到無數的美景欣賞到無數的美景，，更是被美國更是被美國
人稱之為人稱之為‘‘地球上最獨一無二的地球上最獨一無二的
神奇樂園神奇樂園’。’。

黃石公園黃石公園 『『大棱鏡彩泉大棱鏡彩泉』』是是
美國最大的溫泉美國最大的溫泉，，溫泉有豐富的溫泉有豐富的
礦物質礦物質，，從里往外呈現出不同的從里往外呈現出不同的
色彩色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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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深平均到水深平均到
達達2424米米，，最深處可達百米最深處可達百米，，乘坐乘坐
快艇遊覽快艇遊覽，，觀看平靜而美麗的湖觀看平靜而美麗的湖

面面，，令人感歎大自然的魅力令人感歎大自然的魅力。。
『『黃石大峽谷黃石大峽谷』』有兩道落差數十有兩道落差數十

米的上下瀑布米的上下瀑布，，歷經長期的水流歷經長期的水流
沖刷沖刷，，峽谷壁呈現出彩色的岩壁峽谷壁呈現出彩色的岩壁
，，絢麗無比絢麗無比。。 『『諾里斯間歇泉盆諾里斯間歇泉盆
地地』』擁有黃石公園最高的噴泉和擁有黃石公園最高的噴泉和
最熱的盆地最熱的盆地，，屬於酸性溫泉屬於酸性溫泉，，地地

熱的關係熱的關係，，
引來了無數引來了無數
細菌細菌，，把泉把泉
水染成奶藍水染成奶藍
色和奶綠色色和奶綠色
。。 『『老忠實老忠實

噴泉噴泉』』每隔一小時左右就會規律每隔一小時左右就會規律
性地噴發性地噴發，，時間長達時間長達44--55分鐘分鐘，，
水汽沖天水汽沖天，，人們圍坐在噴泉周邊人們圍坐在噴泉周邊
靜待靜待，，就為了目睹大自然神奇的就為了目睹大自然神奇的
瞬間瞬間。。 『『黑沙盆地黑沙盆地』』、、 『『祖母綠祖母綠
池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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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食

羊者懸崖羊者懸崖』』、、 『『黑曜石懸崖黑曜石懸崖』』、、
『『彩鍋泉彩鍋泉』』、、 『『猛馬熱泉猛馬熱泉』』。。。。

。。。。。。。。。。黃石公園的美黃石公園的美，，是用是用
言語無法概括言語無法概括，，相機無法直接顯相機無法直接顯
示的示的。。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從來都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從來都
是讓人驚艷的是讓人驚艷的。（。（圖片取自網絡圖片取自網絡
））

詳細的行程請致電或微信王詳細的行程請致電或微信王
朝旅遊朝旅遊。。我們有不同的路線可以我們有不同的路線可以
任您選擇任您選擇。。

王朝旅遊專業代辦全球簽證和護王朝旅遊專業代辦全球簽證和護
照更新照更新

官方網站官方網站：：https://https://
aaplusvacation.comaaplusvacati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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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頓敦煌廣場側面精英
廣場廣場AA1414

69186918 Corporate Dr, Suite A-Corporate Dr, Suite A-1414,,
Houston, TX,Houston, TX, 7703677036

11//88––11//2222, $, $22002200//人人
休斯頓休斯頓--臺北臺北--河內河內--吳哥窟吳哥窟--臺北臺北--休斯頓休斯頓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美南僑界健行活動支持台灣參與美南僑界健行活動支持台灣參與
世界衛生大會世界衛生大會(WHA)(WHA)

休士頓台商會張智嘉會長率幹部與僑教中心主休士頓台商會張智嘉會長率幹部與僑教中心主
任陳奕芳任陳奕芳、、僑務諮詢委員劉秀美參加盛會僑務諮詢委員劉秀美參加盛會

休士頓客家會汪幹雄會長夫人等休士頓客家會汪幹雄會長夫人等、、與僑教中心與僑教中心
主任陳奕芳主任陳奕芳、、僑務諮詢委員劉秀美僑務諮詢委員劉秀美、、經文處林經文處林
映佐副處長映佐副處長、、福遍縣縣長福遍縣縣長KP GeorgeKP George、、賴江椿夫賴江椿夫

婦在全民集萬步走入婦在全民集萬步走入WHAWHA活動前合影活動前合影

休士頓台商會張智嘉會長休士頓台商會張智嘉會長、、徐世鋼副會長徐世鋼副會長、、陳陳
志宏前會長志宏前會長、、周政賢顧問等及經文處林映佐副周政賢顧問等及經文處林映佐副
處長夫婦於處長夫婦於 55 月月 1818 日上午於糖城日上午於糖城 Oyster CreekOyster Creek

ParkPark參加健走參加健走

僑務諮詢委員劉秀美主持大會並介紹參與主辦僑務諮詢委員劉秀美主持大會並介紹參與主辦
單位負責人及來賓福遍縣縣長單位負責人及來賓福遍縣縣長KP GeorgeKP George、、糖城糖城

市議員市議員Carol McCutcheonCarol McCutcheon

數百位熱情僑胞響應並參與衛福部發起的全民集數百位熱情僑胞響應並參與衛福部發起的全民集
萬步走入萬步走入WHAWHA

休士頓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陳家彥致詞休士頓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陳家彥致詞、、歡迎歡迎
大家一起集萬步讓台灣加入世界衛生組識大家一起集萬步讓台灣加入世界衛生組識。。

福遍縣縣長福遍縣縣長KP GeorgeKP George頒發褒揚狀由僑務諮詢頒發褒揚狀由僑務諮詢
委員劉秀美委員劉秀美、、休士頓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陳家休士頓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陳家

彥代表接受彥代表接受

百位熱情僑胞響應並參與衛福部發起的全民集萬步走入百位熱情僑胞響應並參與衛福部發起的全民集萬步走入WHAWHA合影合影

熱情僑胞健行隊伍在糖城熱情僑胞健行隊伍在糖城Oyster Creek ParkOyster Creek Park參參
加健走加健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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