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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聖彼得堡舉辦臘腸犬遊行俄聖彼得堡舉辦臘腸犬遊行
汪星人街頭汪星人街頭““走秀走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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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這樣完整記錄海南鳽繁殖過程的像這樣完整記錄海南鳽繁殖過程的，，在福建省內還是首次在福建省內還是首次。”。”廈門大學環境與生態學院博士廈門大學環境與生態學院博士、、
知名鳥類專家林清賢第三次帶隊來到福建省長汀縣大同鎮師福村知名鳥類專家林清賢第三次帶隊來到福建省長汀縣大同鎮師福村，，繼續觀測罕見的海南鳽繁殖過程繼續觀測罕見的海南鳽繁殖過程。。
在長汀發現海南鳽並觀測記錄其繁殖過程的是閩西日報社退休攝影記者朱裕森等人在長汀發現海南鳽並觀測記錄其繁殖過程的是閩西日報社退休攝影記者朱裕森等人。。朱裕森自朱裕森自20162016年年
退休後，自費在長汀境內進行鳥類調查和拍攝，3年多來已拍攝、記錄鳥類18目64科280多種。

澳大利亞開通首列無人駕駛地鐵澳大利亞開通首列無人駕駛地鐵

澳大利亞悉尼澳大利亞悉尼，，即將開通的澳大利亞悉尼西北線地鐵開放即將開通的澳大利亞悉尼西北線地鐵開放
免費試坐體驗免費試坐體驗，，民眾可以在塔拉旺和查茨伍德地鐵站之間免費民眾可以在塔拉旺和查茨伍德地鐵站之間免費
穿梭穿梭，，參觀澳大利亞第壹個無人駕駛鐵路系統參觀澳大利亞第壹個無人駕駛鐵路系統。。這條鐵路線全這條鐵路線全
長長3636公裏公裏，，包括包括88個新車站個新車站。。每個方向上每小時運送多達每個方向上每小時運送多達
1800018000名乘客名乘客，，在通勤繁忙時段每四分鐘發車壹次在通勤繁忙時段每四分鐘發車壹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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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鳥兄弟連發力
打造物流“數智化”基石

菜鳥與圓通聯合打造的圓通蕭山分

撥中心，使用機器人分揀快遞，每天可

分揀超50萬包裹。

“未來的物流壹定是從數字化到數智

化，數智世界將是我們共同面臨的時代。”

5月28日，在2019全球智慧物流峰會上，阿

裏巴巴集團CEO、菜鳥網絡董事長張勇暢想

了他眼中的智慧物流前景。

“去年，就是在這個會議廳提出來，

菜鳥要牽頭與合作夥伴壹起建設‘國家智

能物流骨幹網’”，菜鳥網絡（下稱菜鳥）總

裁萬霖在5月28日菜鳥全球夥伴大會上表

示，物流的未來就是菜鳥與合作夥伴協同，

共建壹張國家智能物流骨幹網。

物流不僅事關阿裏的電商業務，也

關系著新零售、全球化等新場景的落地，

阿裏巴巴（下稱阿裏）通過對菜鳥的加

持和對快遞公司的投資，展示出了勢必

要建好物流這張網的決心。

阿裏巴巴董事局主席馬雲曾多次闡

述自己的快遞物流夢想：全國24小時送

達，全球72小時送達。此前，阿裏已通

過投資，加深了菜鳥與“通達系”多家

快遞公司的聯系。

菜鳥並非壹家物流公司。菜鳥於

2013年由阿裏巴巴集團牽頭成立，該公

司官網顯示，菜鳥是壹家互聯網科技公

司，專註於搭建四通八達的物流網絡，

打通物流骨幹網和毛細血管，提供智慧

供應鏈服務。

近年來，阿裏、菜鳥對快遞行業不

斷加持，引發外界關註。物流公司為何

紛紛加深合作，阿裏和菜鳥提出的智慧

物流數智化還有多遠？

阿裏“生態圈”擴大
3 月 11 日，申通宣布，阿裏將以

46.6億元入股申通快遞控股股東公司，

至此，民營快遞行業五大公司“三通壹

達、百世”（中通、圓通、申通、百世、

韻達）中，僅剩韻達壹家未接受阿裏的

投資，阿裏的物流“生態圈”壹再擴大

。

2018 年 3 月 27 日，阿裏巴巴集團

CEO、菜鳥董事長張勇在菜鳥管理者大

會上表示，菜鳥網絡將在新零售的趨勢

下，加快開辟新的物流賽道，面向未來

加大技術前瞻性投入，通過技術賦能來

提升整個行業的效率。值得註意的是，

在2018年年初，張勇時隔壹年重回菜鳥

擔任董事長的位置。阿裏方面稱，這壹

人事調整是為了加速新零售物流壹體化

戰略，顯示出阿裏巴巴對物流在新零售

布局中的重視。

對於阿裏投資，中通快遞集團常務

副總裁賴建法此前接受媒體采訪時曾表

示，投資就是壹種信任，從關系上看雙

方更像壹家人了。從業務上看，投與不

投跟合作本身並沒有太大關系。投資是

2018年的事情，但雙方合作是多年來壹

直持續的。阿裏最早投了百世、圓通，

平臺上的東西，是沒有傾斜的。

申通快遞總經理陳向陽的看法是，

合作這麼多年，三通壹達加百世跟菜鳥

建立起壹種信任關系。申通不是第壹家

被投資的快遞公司，其他幾家業務正常

合作，沒有任何問題。申通的合作在技

術層面更深入：致力於客戶體驗度改良

和成本下降，並在此基礎上更好地服務

於全社會。

“通達系”青睞入場券 渴望“技
術升級”

“菜鳥代表阿裏的物流，同時阿裏

不斷有新的東西被推出來，像新零售、

裹裹、城配聯盟、跨境業務等，這些場

景都是菜鳥和阿裏自己創造出來的。申

通快遞總經理陳向陽表示，與菜鳥和阿

裏巴巴的合作意在獲得增量市場的先發

優勢，同時也希望菜鳥能對申通進行

“技術升級”。

陳向陽稱，申通與阿裏的合作建立

在阿裏投資圓通、百世、中通的基礎之

上，申通也應該拿到“俱樂部”的門票。

早在2007年，申通就與阿裏實現了系統

對接和物流詳情共享。

“2007年之前，商家發貨不需要填

寫單號，從2007年開始，淘寶商家發貨

必須填寫快遞單號，我們拿到淘寶推送

的快遞單號後，再把物流詳情推回淘

寶，消費者就可以在淘寶看到自己的包

裹的物流信息”，陳向陽表示，消費者

曾經必須拿著單號去快遞公司網站查詢

物流狀態，淘寶的出現改變了這壹狀

態，後來這項技術也變成了中國電商平

臺的標配。

中通快遞集團常務副總裁賴建法也

在采訪中表示，“菜鳥是壹個平臺，我

們這幾家快遞公司體量都比較大，菜鳥

最強的就是利用它的技術能力，幫我們

進行資源整合”，中通認為，與阿裏、

菜鳥的合作可以有效地整合資源，從而

降本提效。

根據此前披露的消息，阿裏、菜鳥已

經與全球範圍內3000多家物流企業達成合

作，除了“通達系”外，還包括中國郵政

、俄羅斯郵政、西班牙郵政等主要國家郵

政網絡；與新加坡航空、阿聯酋航空、空

橋航空等航空公司建立空運網絡深度合作

；以及與中歐班列、東南亞和澳洲海運專

線網絡形成了常態化運輸合作。

有觀點認為，中國快遞量連續十年

高速增長，2018年突破500億件，占全

世界超過40%，全社會物流基礎設施實

現了從勞動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的轉

變。

中國物流學會特約研究員楊達卿認

為，目前“通達系”所在的加盟制電商

物流市場已經基本沈澱下來，處於歸位

的階段。在京東和順豐的競爭下，作為

流通企業的阿裏為了在國內市場站牢，

實現更穩定高效的配送服務，需要強化

菜鳥平臺化的優勢。而阿裏通過投資入

股深化合作，正在利用資金的紐帶，打

通倉幹配送資源，打造國家智能物流骨

幹網，提升消費者物流體驗。

數智化基石已定
智慧物流還在路上
2014年5月，菜鳥聯合多家快遞公

司推出了電子面單平臺。電子面單是電

商平臺或快遞公司對商家提供的電子物

流憑證，電子面單相比傳統面單兼容性

強、處理效率高。目前，菜鳥的電子面

單是市場上應用最廣泛的電子面單。

記者了解到，最早使用電子面單的

快遞公司是中通等快遞公司，中通方面

透露，中通快遞內部最早決定使用電子

面單的“拍板人”正是中通快遞集團董

事長賴梅松。

賴建法稱，當初在中通推進電子面

單，公司內部存在反對聲音。最終，

“經過了壹兩次會議和賴梅松的拍板”

，中通快遞決定大力推廣菜鳥的電子面

單，同時對使用電子面單的商家進行補

貼。中通試水成功之後，電子面單快速

在通達系快遞公司中被應用。在菜鳥電

子面單帶動下，中國快遞業進入數字化

快車道，全網實現大型分撥中心全自動

化分揀，智能分單應運而生，全網攬簽

時效從平均4天提速到2.5天。

快遞公司為什麼要使用菜鳥的電子

面單，賴建法表示，當年曾有很多做電

子面單的公司上門向他們尋求合作，但

是標準不統壹、並且向快遞公司征收費

用。中通最終選擇菜鳥電子面單的原因

是，“菜鳥的電子面單全部免費，並且

推動建立了全行業的統壹標準”。

賴建法稱，菜鳥電子面單對快遞公

司的意義不止於此，就像打通了物流的

“任督二脈”。信息化的基礎為快遞公

司在分撥中心上線自動分揀設備打下基

礎、全行業智能分單也因此發展起來。

申通快遞總經理陳向陽則表示，菜鳥

為申通快遞免費提供電子面單，申通快

遞獲得了菜鳥的大量賦能，他透露，下

壹步申通將跟菜鳥在倉儲、技術、自動

化方面進行進壹步的合作。

“數字化是智慧物流的初心和基石

。六年以來，無論是菜鳥還是整個物流

業都發生了脫胎換骨的變化，而變化的

起點正是數字化。所有的數字化，都在

為未來的智能化做必要準備。數智化的

世界才剛剛開始，”張勇表示，“未來

的新技術發展，特別是IoT的發展，不

僅會帶來現有物流要素的數字化，並走

向智慧化和智能化，也必將會創造新壹

代的物流要素。”

綜合報導 近日，由南方電

網廣西電網公司牽頭攻關的科技

成果“電能變換設備與智能配電

網友好交互關鍵技術研究與應

用”榮獲2018年度廣西壯族自

治區科技進步壹等獎。經過7年

研究，該技術成果首次提出了電

能變換設備與智能配電網“友好

交互”的技術體系，實現了友好

交互關鍵技術研究和核心裝備研

制的重大突破，攻克13項關鍵技

術，填補了3項國內外空白，其

中分布式虛擬同步發電機成果榮

獲了第46屆日內瓦國際發明金獎

。系列成果的取得為智能配電網

發展按下了“快進鍵”。

近年來，電能變換設備的種

類和數量呈爆炸式增長，已成為

智能配電網的核心裝備之壹。

“電能變換設備與智能配電網友

好交互關鍵技術研究與應用”項

目負責人、南方電網廣西電力科

學研究院電力系統所主任周柯博

士坦言，電能變換設備與智能配

電網的友好交互問題在壹定程度

上制約了智能配電網發展，成為

亟待解決的世界性技術難題。

為此，南方電網廣西電網公

司牽頭，聯合電網企業、國家級

工程中心、先進制造企業等單位

的研發力量和產業優勢潛心研

究，最終該成果以“安全、優

質、智能”為目標，構建了電能

變換設備與智能配電網友好交互

的技術體系，提出了靈活互動的

新能源友好接入、配電網高可靠

供電的友好支撐、面向高電能質

量的友好用電三大關鍵技術，研

制了具備友好交互能力的分布式虛擬同

步機、三端口電力電子變壓器、10千伏

多功能可控模塊化固態限流器、6千伏—

35千伏靜止無功發生器、6千伏/10千伏

高壓變頻器五類電能變換設備。

目前，該項目成果已從實驗室走向

市場接受檢驗。五類電能變換設備在新能

源發電、電力系統、工礦企業等多個行業

和領域應用推廣。分布式虛擬同步機在安

徽省金寨縣光伏發電精準脫貧工程中推廣

運用，同時還在江蘇、浙江等省規模化應

用，為農戶帶來了直接經濟效益，為光伏

扶貧提供了有力支撐；6千伏—35千伏高

壓靜止無功發生器先後在國內15個省份

推廣，部分產品遠銷海外；6千伏/10千伏

高壓變頻器在國內23個省份推廣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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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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商圈調查：失去的不只是大陸遊
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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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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輸入該平台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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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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中部色薩利希臘中部色薩利（（Thessaly)Thessaly) 平原的西北邊緣平原的西北邊緣，，靠近皮尼奧斯靠近皮尼奧斯(Pineios)(Pineios) 河和品都河和品都
斯山脈斯山脈（（Pindus)Pindus) 有一座城鎮叫卡拉巴卡有一座城鎮叫卡拉巴卡（（KalabakaKalabaka），），這座城鎮之所以聞名遐邇是因為這裡有一這座城鎮之所以聞名遐邇是因為這裡有一
座座““懸浮空中之城懸浮空中之城”” 叫邁泰奧拉叫邁泰奧拉（（Meteora)Meteora)。。 MeteoraMeteora 的原意為的原意為 ““在空中徘徊在空中徘徊”，”，希臘語意為希臘語意為
““懸浮在空中懸浮在空中””或或““在天空之上在天空之上”）。”）。這裡有希臘大型的東正教修道院建築群這裡有希臘大型的東正教修道院建築群，，群中有群中有2424座寺院座寺院
（（其中其中66座保存完好座保存完好），），矗立在陡峭的天然砂岩支柱上矗立在陡峭的天然砂岩支柱上。。在邁泰奧拉在邁泰奧拉66座保存完好的修道院中座保存完好的修道院中，，有有
44座為修士居所座為修士居所，，剩餘剩餘22座則是修女居住座則是修女居住。。

55月月3030日陰天多雲日陰天多雲，，一大清早起床一大清早起床，，帶著膜拜的心情帶著膜拜的心情，，跟隨著旅遊團隊登上大巴前往邁泰奧跟隨著旅遊團隊登上大巴前往邁泰奧
拉拉，，欣賞這座欣賞這座““懸浮空中之城懸浮空中之城””的獨特魅力的獨特魅力。。

當行車前方出現連綿不斷巨大的砂岩群時當行車前方出現連綿不斷巨大的砂岩群時，，導遊告訴我們到了現實版的導遊告訴我們到了現實版的““懸浮空中之城懸浮空中之城”，”，
這裡是邁泰奧拉修道院群這裡是邁泰奧拉修道院群！！車停在馬路旁邊車停在馬路旁邊，，讓遊客欣賞並拍攝邁泰奧拉修道院群的最佳景點讓遊客欣賞並拍攝邁泰奧拉修道院群的最佳景點。。

放眼望去放眼望去，，左邊是一座高聳入雲的砂岩上的修道院左邊是一座高聳入雲的砂岩上的修道院。。右側是一座類似浮雕樣的右側是一座類似浮雕樣的、、形神兼備的形神兼備的
象鼻山象鼻山（（經查詢經查詢，，本文作者首次命名此山為像鼻山本文作者首次命名此山為像鼻山Elephant mountain in Kalabaka,Elephant mountain in Kalabaka,首次網上展示該首次網上展示該
圖片圖片))。。中間的遠方就是那座最大最壯觀的邁泰奧拉大修道院中間的遠方就是那座最大最壯觀的邁泰奧拉大修道院（（Holy Monastery of Great MeteoraHoly Monastery of Great Meteora））
，，也是我們膜拜的第一站也是我們膜拜的第一站。。

在塔左邊的北牆上在塔左邊的北牆上，，可以看到一部分懸掛的古老木梯可以看到一部分懸掛的古老木梯。。 19221922 年年，，這座古老的木梯被岩石鑿刻這座古老的木梯被岩石鑿刻
的階梯的階梯（（200200 級台階級台階））所取代所取代，，成為通往修道院的中央通道成為通往修道院的中央通道。。入口處的右邊有一個古老的洞穴入口處的右邊有一個古老的洞穴，，
洞穴內為遊客提供許願祈禱之平台洞穴內為遊客提供許願祈禱之平台，，祈禱者向洞穴內投了不少硬幣祈禱者向洞穴內投了不少硬幣，，有的還在壁上放入信條有的還在壁上放入信條，，祈祈
求上帝保佑求上帝保佑！！

進入邁泰奧拉大修道院的教堂進入邁泰奧拉大修道院的教堂，，這是專門為敬奉救世主顯容這是專門為敬奉救世主顯容（（Transfiguration of Our Savior )Transfiguration of Our Savior ) 而而
建造的建造的，，是希臘最宏偉壯觀的教堂之一是希臘最宏偉壯觀的教堂之一。。顯容教堂包括中殿和內廳門顯容教堂包括中殿和內廳門，，其中還為中殿進行精美裝其中還為中殿進行精美裝
飾並配備了絢爛的壁畫飾並配備了絢爛的壁畫。。之前的教堂也改造成避難所之前的教堂也改造成避難所。。從從14831483 年起年起，，避難所完全被壁畫覆蓋避難所完全被壁畫覆蓋，，這這
些畫是塞薩利帕拉奧洛基時代極為罕見的馬其頓繪畫的少數範例些畫是塞薩利帕拉奧洛基時代極為罕見的馬其頓繪畫的少數範例。。內廳門都裝飾著卓絕的克里特內廳門都裝飾著卓絕的克里特
島風格的壁畫島風格的壁畫，，壁畫主要描繪了壁畫主要描繪了《《聖徒殉難記聖徒殉難記》》中羅馬人迫害基督徒的場面中羅馬人迫害基督徒的場面，，由著名的肖像畫家由著名的肖像畫家
TzortzesTzortzes 於於 15521552年繪製而成年繪製而成。。

修道院裡面還有博物館修道院裡面還有博物館、、釀酒坊釀酒坊、、露台等對外開放參觀露台等對外開放參觀。。站在露台站在露台，，可以看到其它修道院可以看到其它修道院，，
也可以俯瞰卡拉巴卡整齊美觀的紅頂白牆的建築物群也可以俯瞰卡拉巴卡整齊美觀的紅頂白牆的建築物群，，顯示希臘的這個城鎮比較富裕顯示希臘的這個城鎮比較富裕。。

文字記載文字記載，，會修道院內即保存了古希臘的文化和傳統會修道院內即保存了古希臘的文化和傳統，，又是求學者和藝術家的中心又是求學者和藝術家的中心，，不僅深不僅深
深地吸引著修道士深地吸引著修道士，，還吸引著哲學家還吸引著哲學家、、詩人詩人、、畫家和希臘深邃的思想家畫家和希臘深邃的思想家。。

接下來路過聖三一修道院接下來路過聖三一修道院（（Monastery of Holy TrinityMonastery of Holy Trinity），），這裡是吉姆士邦德電影這裡是吉姆士邦德電影《《最高機密最高機密》》
（（For your eyes onlyFor your eyes only））的取景地點的取景地點。。聖三一修道院始建於聖三一修道院始建於14751475年年，，是邁泰奧拉現存中一座最古老的是邁泰奧拉現存中一座最古老的

修道院修道院，，修道院下的的懸崖高達修道院下的的懸崖高達400400餘米餘米。。
最後一站是聖德斯蒂芬修道院最後一站是聖德斯蒂芬修道院（（Holy Monastery of St. StephenHoly Monastery of St. Stephen），），該修道院為修女居所該修道院為修女居所，，二戰二戰

時納粹曾經佔領過這裡並破壞它時納粹曾經佔領過這裡並破壞它，，後來修女們返回後又重新修建後來修女們返回後又重新修建，，到現在為止到現在為止，，教堂壁畫還沒有教堂壁畫還沒有
完工完工。。

19881988年年，，邁泰奧拉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名錄邁泰奧拉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名錄，，吸引來自世界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吸引來自世界不同國家和地區的
觀眾觀眾。。

首位進入首位進入NBANBA決賽美籍華裔決賽美籍華裔 猛龍隊林書豪寫入歷史猛龍隊林書豪寫入歷史

矗立在天然砂岩柱上的希臘邁泰奧拉修道院矗立在天然砂岩柱上的希臘邁泰奧拉修道院

【【泉深編輯泉深編輯//來源網絡媒體來源網絡媒體】】作為多倫作為多倫
多猛龍隊一員多猛龍隊一員，，進入進入 NBANBA 決賽的林書豪決賽的林書豪
（（Jeremy LinJeremy Lin））必定會被寫入歷史必定會被寫入歷史。。出生在出生在
加州加州PaloAltoPaloAlto的林書豪是首位進入的林書豪是首位進入NBANBA決決
賽的美籍華裔和東亞裔球員賽的美籍華裔和東亞裔球員。。

據報導據報導，，父母來自台灣的林書豪比賽父母來自台灣的林書豪比賽
前在前在InstagramInstagram上發帖上發帖。。他說他說，， 「「亞太美國亞太美國
人遺產月人遺產月（（APAHM (AsianPacific AmericanAPAHM (AsianPacific American
Heritage Month)Heritage Month)就快結束了就快結束了。。能夠代表所能夠代表所
有的亞裔美國人有的亞裔美國人，，是我的榮幸是我的榮幸。。」」

「「真的真的，，作為首位進入作為首位進入NBANBA決賽的亞決賽的亞
裔美國人裔美國人，，我太自豪了我太自豪了。。我們需要每一個我們需要每一個
人支持我們的比賽人支持我們的比賽。。」」

林書豪自稱是首位進入決賽的亞裔美林書豪自稱是首位進入決賽的亞裔美

國人國人，，但必須指出的是但必須指出的是，，上個賽季進入決上個賽季進入決
賽的克利夫蘭騎士隊賽的克利夫蘭騎士隊（（the ClevelandCavathe ClevelandCava--
liersliers））中中，，球員球員Jordan ClarksonJordan Clarkson的母親有一的母親有一
半菲律賓血統半菲律賓血統。。

林書豪近年飽受傷痛困擾林書豪近年飽受傷痛困擾，，20172017--1818
賽季中大部分時間都只能坐在場外賽季中大部分時間都只能坐在場外。。

猛龍隊在今年二月簽下林書豪猛龍隊在今年二月簽下林書豪。。他最他最
初表現亮眼初表現亮眼，，但在季后賽裡不受青睞但在季后賽裡不受青睞，，僅僅
在七場比賽中短暫上場在七場比賽中短暫上場。。

林書豪在林書豪在 InstagramInstagram 上有上有 170170 萬粉絲萬粉絲。。
20122012 年年，，2323 歲的林書豪協助紐約人隊歲的林書豪協助紐約人隊
（（New YorkKnicksNew YorkKnicks））取得七連勝取得七連勝，，引起全引起全
世界注意世界注意。。當時該現像被媒體稱為當時該現像被媒體稱為 「「林瘋林瘋
」」（‘（‘LinsanityLinsa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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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近期，休斯頓的
油價已是連續第四周出現下降，
雖然臨近夏季假期，但油價卻出
現下跌的不尋常現象，然而，毋
庸置疑，便宜油價給暑期出遊的
駕駛者帶來了利好消息。

由於受到連日來不斷升溫的
美中，美墨貿易戰加劇的因素影
響，當地油價乃至整個美國的油
價都出現明顯的下跌。

根據油價追踪的網站 Gas-

Buddy 的報告，上週休斯頓的平
均油價每加侖減少了0.05美分，
週一的平均油價為每加侖2.47美
元，比一個月之前減少了0.15美
元，比去年同期降低了0.27美元
。

同時，一個有關油價的現像
是，當休斯頓最高油價出現3.24
美元時，當地一些加油站的油價
卻低於1.99美元。

全美範圍內，油價略降為每

加侖 2.81 美元，比上個月降低
0.09美元，比去年同期每加侖減
少0.14美元。

通常情況下，臨近暑期油價
會出現顯著的增長，煉油廠這期
間會生產出更高規格，價格更貴
的汽油。油價持續四個星期下跌
，卻更有助於駕駛者暑期的出行
。

（本報訊）調查顯示，有四分之一的美國
人表示：今年夏天不打算休假。和其它一些西
方國家相比，美國沒有強制公司必須保障員工
帶薪休假或規定帶薪公假時間。但目前政府正
在推動帶薪假期的實施。

雖然美國沒有強制公司必須保障員工的帶
薪休假或帶薪公假，但一些從業人員仍然在某
種程度上享受著這這種權利。

研究表明，90%的全職私營企業員工享有
帶薪休假和帶薪公假。但只有40%的兼職工人
享有帶薪休假、44%的人享有帶薪公假。根據
這項2018年的研究，原因是從工作中抽出時間

去休假可能會增加壓力——來自經理的壓力讓
他們無法完全放下工作去度假；或者其他人認
為他們會失去在工作中晉升的機會。

對於小時工來說，帶薪休假的天數往往與
其收入相關。收入高居前25%的從業者中擁有
帶薪休假的比例為91%；擁有帶薪公假的則為
93%。

相比之下，來自25%低收入人羣的從業人
員中，有 52%的人有帶薪休假，而 54%的人有
帶薪公假。

（本報訊）根據日前公佈的
一份報告，今年春季全美高校的
入學人數連續第八年下降。

根據非營利性高等教育研究
機構國家學生信息研究中心的數
據 ， 全 國 大 學 入 學 率 下 降 了
1.7％，減少了將近 30 萬名學生
。

該組織估計，美國共有1750

萬本科生和研究生。
四年制營利性大學受到的打

擊最大，2019年春季學生人數從
去年同期的 92 萬 5532 名人減少
到74萬3536人，降幅19.7％。

在同一時期，唯一入學人數
上漲的是四年制私立非營利性學
院，入學人數從368萬6972人增
加3.2％到380萬3576人。

許多人認為入學率的下降是
由大蕭條導緻美國出生率大幅下
降造成的。據學者估計，2008年
至2013年間，新生嬰兒數減少了
近230萬，隨著幾十年來高等教
育的擴張，這意味著與申請人數
相比，空缺變得更多。

美推動從業人員有更多的帶薪假期美推動從業人員有更多的帶薪假期

全美高校入學率連續八年下降全美高校入學率連續八年下降

油價連續跌四周油價連續跌四周 有助駕駛人暑期出行有助駕駛人暑期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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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媒體介紹文化中心幼兒園沈浸課程主流媒體介紹文化中心幼兒園沈浸課程
教孩子們在唐人街習雙語課教孩子們在唐人街習雙語課

(本報訊）休士頓紀事報近期以巨幅版
面介紹文化中心幼兒園沈浸課程,教幼兒們
雙語課程。

在中國社區中心的學齡前兒童最近採
取的雞蛋是如何發展成雞的興趣。

所以，上個月，一個老師給學生的孵
化器和雞蛋。在小雞的另一個帶來的。

這是意料之中的早教中心的過程中，
導演斯蒂芬妮攸解釋。“我們的老師觀察
學生的興趣和發展基於他們的課程計劃，
”她說。

學校，位於Sharpstown附近，如下瑞
吉歐方法，自我導向，以學生為中心的理
念創立於意大利。這個想法是，孩子們可
以指導課程，探索他們的創造力和發展他
們的個性在這個過程中。

“唯一的事情是我們不是意大利人，
”悠笑著說。“我們是中國人。”

早期學習語言，包括普通話，粵語，
英語和西班牙語，在學校的使命的核心。

“孩子們接觸到的語言每天的基礎上
，”丘說。“他們從教師，誰擁有與孩子

們對話不斷學到很多東西。孩子們在畢業
時很雙語流利的英語和普通話流利。“

學生是18個月到5歲。學生與教師的
比例都保持在較低水平，具有兩個老師在
任何時候每個教室。學費為每月$ 850頂
出來，往往會有一個等待名單報名。

像其他學前班課程，小吃和午睡時間
，運動，圈次，工藝品和唱歌是常規。主
要的區別是，教師是雙語和活動變化的語
言。

“這是很容易對孩子的學習在一個非
常年輕的年齡一門語言，”丘說。“在早
期的語言，但學習語言交談中。他們更有
能力。“

通過加強語言能力在年輕的時候，悠
說，批判性思維，也引發了。

“我們希望提供孩子成長的最佳學習
環境，”她說。“我們希望他們發揮創意
。我們希望他們能夠獨立思考。“

此外，學生們了解中國傳統，社區中
心的CEO奇美林毅夫解釋。

近日，社區中心完成建設對老年人的

新領域。除此之外升級，遊樂場是專為在
校園裡的孩子。

翻新展示了社區中心的所有年齡的承
諾。

林說，將是在未來兩代人的活動更多
的機會。目前，學生們採用高級的假期。

“我們的第一次家長了解，溝通和傳
承是非常重要的，”林說。“不少來，因
為他們知道這是他們的孩子學習他們的遺
產的地方。”

孩子們知道，從一個年輕的年齡，他
們是中國社會的一部分。也有孩子誰不是
誰的亞洲來校學習中國。她解釋說，往往
是國際的家庭，誰領養的中國孩子雙重文
化背景的父母或個人報名參加。

“他們來了，因為他們要學習的語言
，”林說。

中國的社區中心長期以來一直是中央
聚集的地方，她解釋說。它成立於1979年
作為一個中國人的語言學校，從那時起擴
大其社會和教育服務惠及移民家庭和亞裔
社區。

2010年，社區中心成為第二個金融中
心的機會在休斯敦，在那裡家庭可以訪問
就業諮詢，就業培訓和援助。

該中心也是一個HUD認證諮詢機構 -
僅可在中國和越南提供服務的狀態。此外
，中國的社區中心是一個福利登記中心，
幫助老年人報名參加必要的公共服務。

作為一個地方，所有年齡段去尋求幫
助，林解釋說，該中心實現需要在1990年
代提供托兒服務。

“很多新移民家庭找不到許可保育設
施讓教師能與學生和家長溝通，”林說。
“需要非常高。而且，由於我們一直在唐
人街的心臟地帶，位置是新移民家庭非常

方便。“
由於很多家庭工作兩職，林補充說，

早教中心從早上7點工作到下午6:30此外
，學校接受低收入家庭的補貼，以確保兒
童保育機會均等。

一旦學校在社區中心成立，領導決定
由全國協會為幼兒的教育尋求認證。2011
年，該中心成為一個精英集團的只有10％
，在全國范圍內賺取的區別的一部分。

當尋找到獲得認證，林解釋說，狀態
設置校分開，但也需要預算增加一倍，在
以前只有一個每個教室提供兩名教師。

“我們應該去嗎？我們的董事會決定
，我們應該，“林說。

育兒中心也聯合之路光明開端方案，
提供員工培訓的一部分。

現在所有的教師有度，並贏得了他們
的孩子發展副憑據也是如此。

近年來，林說，學校加入了與早期事
項休斯敦，一場運動，以增加學前班招生
。

啟動年輕是很重要的，她堅持。
“如果孩子不被三年級有質量的教育

，有一種被中途退學的風險更高，”林說
。“幼兒教育是真正成功的關鍵。”

她補充說，研究表明，早期教育帶來
更好的認知，語言和社會技能的學生。例
如 ， 勞 奇 基 金 會 表 明 ， 大 腦 發 育 的
85-90％的5歲前發生。

“這意味著，兒童早期發展是至關重
要的 - 教師，學習環境，該消息從老師到
孩子，”林說。“我們鼓勵孩子們在這裡
，我們提供一個非常刺激的環境。”

來自不同背景的學生參加。“我們早
期保育中心所有，”林說。“這是一個美
妙的空間，讓孩子了解文化。這是真正建

立了良好的基礎的地方。“
西大學居民敏傑江說，她將建議方案

，所有的家庭。
“這是任何人 - 不是中國 - 誰不想暴

露自己的孩子到另一種文化，”她說。
“他們日子真活到一天。我認為這是美妙
的。我只有積極的事情說“。

她找到學校時，她的大兒子啟才18個
月大。“我是中國人，我的丈夫是不是，
”她說。“我希望我的孩子是雙語的。我
在家裡說中國話，但我想保持它，而他們
在學校“。

江很驚訝，當她得知在中國社區中心
學校。

“我甚至不知道有一所學校，”她說
。“我得到了巡演，我很驚訝。”

現在凱是8歲，參加普通話沉浸式學
校。“這是一個無縫的過渡，”江澤民說
。“他從來沒有在雙語教育休息，我認為
這是至關重要的。”

現在，她3歲的阿里參加了學校。他
還打算，因為他是18個月。她喜歡看通過
接待她的最老的這麼好同一個節目，她最
小去。他們甚至有一些相同的教師。

“這就像一個家庭，”江澤民說。
“我知道老師非常好。學生們得到了很多
個人的關注。“

什麽是“冬病夏治”?
“冬病夏治”是傳統中醫藥特色療法。它是根據

祖國傳統醫學典籍《素問•四氣調神論》中的“春夏
養陽”、《素問•六節臟象論》中的“長夏勝冬”等
中醫養生治未病思想，對於一些在冬季容易發生或加
重的疾病，在夏季給予針對性的治療，提高機體的抗
病能力，從而使冬季易發生或加重的病癥減輕或消失
，是中醫學“天人合一”的整體觀和“未病先防”的

疾病預防觀的具體運用。常用的治療方法包括穴位貼
敷、針刺、中藥內服等，通過在夏季自然界陽氣最旺
盛的時間對人體進行藥物或非藥物療法，益氣溫陽，
散寒通絡，消滅蟄伏在體內的陰寒之邪，調整人體的
陰陽平衡，減少和避免宿疾發作，從而達到防治冬季
易發疾病的目的。

為什麽“冬病”適宜“夏治”？
夏季五行屬火，自然界陽氣旺盛升發，若夏季養

生不當，在冬季便會招致疾病發作。常見的“冬病”
有支氣管炎、支氣管哮喘、風濕、類風濕性關節炎，
以及陽虛體質人群或老年人由於陽氣匱乏而導致的畏
寒、脾胃虛寒類疾病。這些疾病多半是因體內陽氣虛
衰、外邪侵入而致。基於中醫“天人合一”、“春夏
養陽”的理論，便有了“冬病夏治”這一傳統特色療
法。

夏季陽氣充足，人體陽氣在夏季有隨之愈升愈旺

的趨勢，氣血流通旺盛，藥物容易吸收，“冬病”暫
得緩解，體內凝寒之氣易散，運用補虛助陽或溫裏散
寒藥物，最易把冬病之邪消滅在蟄伏狀態。“冬病夏
治”的原理歸結起來有兩條：一是針對寒邪；二是針
對虛寒體質。另外，中醫認為虛寒疾病與肺、脾、腎
三臟關系密切，夏季治療以補腎、健脾、養肺為主要
法則。

哪些“冬病”適宜“夏治”？
1.呼吸系統疾病 慢性咳嗽、哮喘、慢性支氣管炎

、慢性阻塞性肺病、反復感冒等。
2.骨傷及風濕免疫性疾病 關節疼痛及肢體麻木、

肩周炎、風濕性關節炎等。
3.消化系統疾病 慢性胃腸炎、消化不良等。
4.耳鼻喉科疾病 過敏性鼻炎、慢性鼻竇炎、慢性

咽喉炎、慢性扁桃體炎等。
5.慢性皮膚病 凍瘡等。

6.婦科疾病 慢性盆腔炎、痛經、經行泄瀉等。
6.陽虛型體質的亞健康人群。如在夏季表現出冬

天之寒證者，諸如怕風畏冷，不喜空調、電扇，喜溫
燙食物，欲穿長袖衣衫等虛寒體質人群。

李娜醫生將家傳秘方研制成純天然中藥外敷系列
藥貼，冬病夏治專門針對各類疼痛，如腰椎間盤突出
、頸椎病、關節炎、肩周炎、腰肌勞損、滑膜炎、腰
椎管狹窄、風濕腰腿痛、坐骨神經痛、膝蓋腫痛等骨
關節和軟組織類疾病。有溫陽通絡、活血散瘀、通利
關節、軟堅生肌、消炎止痛的奇效。

李娜療痛中心推出脊椎中藥外敷， 針對性強療
效快，一次 $50， 或一個療程8次/ $300。

李娜療痛中心地址：9888 Bellaire Blvd., #166,
Houston, TX 77036

聯絡電話: 832-863-8003，713-492-0686

李娜醫生家傳秘方純天然中藥外敷系列藥貼李娜醫生家傳秘方純天然中藥外敷系列藥貼

本報記者黃麗珊報導本報記者黃麗珊報導

美洲華人生物科學會德州分會三十三周美洲華人生物科學會德州分會三十三周
年慶年慶,, 頒發王佑民教授紀念獎學金頒發王佑民教授紀念獎學金 FinalFinal

美洲華人生物科學會德州分會於美洲華人生物科學會德州分會於19861986創立創立，，王佑民教授是美洲華人王佑民教授是美洲華人
生物科學會創立者之一生物科學會創立者之一。。今年是美洲華人生物科學會德州分會創立三十今年是美洲華人生物科學會德州分會創立三十
三周年三周年。。於五月十八日在貝勒醫學院舉行科學研討會與年會於五月十八日在貝勒醫學院舉行科學研討會與年會，，有一百五有一百五
十人參加十人參加，，是三十三年來最多人參加的一次是三十三年來最多人參加的一次。。德州分會特請德州達拉斯德州分會特請德州達拉斯
西南醫學中心潘多加教授學大會主講人西南醫學中心潘多加教授學大會主講人。。演講主題演講主題““對對HippoHippo信號的埋信號的埋
解解””..今年美洲華人生物科學會德州分會組織委員會的教授有徐勇今年美洲華人生物科學會德州分會組織委員會的教授有徐勇((主席主席))
、、鞠長青鞠長青（（秘書秘書）、）、常江常江（（財務財務）、）、李毅和程曉東李毅和程曉東。。

三十五位學生分成六組三十五位學生分成六組，，每組有二位教授當評審每組有二位教授當評審 ，，每位學生演講十每位學生演講十
分鐘報告研究成果分鐘報告研究成果，，由初賽到決賽由初賽到決賽，，最高分數者贏得王佑民教授紀念獎最高分數者贏得王佑民教授紀念獎
學金學金，，其他十多位學生分別得第一其他十多位學生分別得第一、、二二、、三名獎與優勝獎三名獎與優勝獎。。

王佑民紀念獎學金的目的是為了紀念王佑民創立美洲華人生物科學王佑民紀念獎學金的目的是為了紀念王佑民創立美洲華人生物科學
會會，，以確保他的遠見常存以確保他的遠見常存。。今年得主是宋詩陽今年得主是宋詩陽，，她畢業於溫州醫學院大她畢業於溫州醫學院大
學丶現在貝勒醫學院博士班的學生學丶現在貝勒醫學院博士班的學生。。下午五時由翁定臺博士頒發王佑民下午五時由翁定臺博士頒發王佑民
紀念獎學金紀念獎學金。。

安德森癌症中心醫院為表彰王佑民教授在醫學研究傑出貢獻安德森癌症中心醫院為表彰王佑民教授在醫學研究傑出貢獻，，於他於他
三十年前過世時三十年前過世時，，安德森醫院在教堂前種樹安德森醫院在教堂前種樹。。如這株樹如這株樹，，王佑民教授精王佑民教授精
神永存不朽神永存不朽 ，，不斷的發展壯大不斷的發展壯大。。

二零一九年四月底二零一九年四月底,, 王佑民的二位女兒和她們的全家在安德森中心醫王佑民的二位女兒和她們的全家在安德森中心醫
院院,, 王佑民教授紀念樹下合影王佑民教授紀念樹下合影..

四十五位參加美洲華人生物科學會德州分會年會們在鳳城海鮮酒家參加晚宴合影四十五位參加美洲華人生物科學會德州分會年會們在鳳城海鮮酒家參加晚宴合影..

（（由左到右由左到右））徐勇會長徐勇會長、、程曉東教授程曉東教授、、大會主講人潘加多教授大會主講人潘加多教授、、
劉勁松教授合影劉勁松教授合影..

美洲華人生物科學組織委員會美洲華人生物科學組織委員會:: （（由左至右由左至右）、）、李毅李毅、、
鞠常青鞠常青、、徐勇徐勇、、常江教授們合影常江教授們合影

全體得獎金的學生全體得獎金的學生，，博士後與翁定台博士博士後與翁定台博士，，王佑民紀念獎學金獲得者宋詩陽王佑民紀念獎學金獲得者宋詩陽，，大會大會
主講人潘多加教授和美洲華人生物科學學會主講人潘多加教授和美洲華人生物科學學會，，德州分會的渚組織委員合影德州分會的渚組織委員合影

翁定台博士翁定台博士（（左二左二））頒發王佑民紀念獎學金給獲獎者宋詩陽頒發王佑民紀念獎學金給獲獎者宋詩陽（（左左
三三））徐勇會長徐勇會長（（右一右一））,, 和蔡明哲教授和蔡明哲教授 （（左一左一））陪同頒獎陪同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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