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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惠至2019年6月30日止。申請費用減免僅適用SBA 7(a)貸款並於放款時抵扣。申請資料必須於2019年6月30日前送達華美銀行，撥款日期最晚為2019年9月30日。可能收取其他費用。貸款產品需遵守華美銀行的申請、核保、

評估及信用審核要求。所有費率、期限、規範及產品如有變動或終止，恕不另行通知。可能適用其他限制。

華美中小企業方案

助您再創事業高峰
不論您需要營運資金或計畫購置商用地產，

讓我們的SBA小型商業貸款為您提供助力，

邁向成功。  

限時優惠

2019年6月30日前申請SBA 7(a)貸款，可獲得高達 

$2,500 的申請費減免優惠。*

詳情請上網 eastwestbank.com/offer19 

或致電 888.245.1756。

SBA小型商業貸款的優勢：

商業地產僅需10%頭款

貸款期較長 = 每月還款額較低

用途廣泛

可用於指定類型的商用地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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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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福地板
最佳品質 

最優質服務 
追求極致完美 綠色環保健康

Tel: 281-501.8330 / 832-978.6440 
9630 Clarewood Dr.,#B-3 ,Houston TX 77036  

www.yulfgroup.com Mon-Sat:9:00Am-6:00Pm   
Sun:電話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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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33休城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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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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I. 新舊會員換証日期定於 7 月 13 日月和 8 月 10
日星期六上午十點至十二點。須要換証的新舊會員請到僑教中
心 108 室辦理。注意凡持有 2018 年及之前的會員證將不能参加
本會所舉的任何活動，也將停寄活動通告。還沒有換証的會員請
盡早辦理。

活 動 專 欄
I. 電子琴初級班：電子琴具備豐富、多樣的音色，每一種音

色就是一種樂器，有鋼琴、電鋼琴、風琴、手風琴、吉他、貝斯
、薩克斯風、打擊樂器、合成效果等等，非常的多樣。另外電子
琴還具備自動伴奏的功能，顯現電子琴技術與藝術的結合，表現
出的樂隊伴奏效果，這是任何傳統樂器無法可比得上的。學會電
子琴的彈奏技巧，你可以看著樂譜自彈自唱，再配著自動伴奏型
態功能，猶如有整個樂隊在幫你伴奏，讓你的生活璔加更多的樂
趣。

我們很榮幸邀請到吳永強音樂老師義務教學。吳老師是 U
of H 音樂碩士畢業。具有多年豐富教學經驗、曾教授不同年齡
學生。現任 Harmony Music Studio 鋼琴主教老師。

日期: 7/24 到 9/11，一期共八週、每週 1 小時。每班只收六
位學生。分兩班、每週三下午1:30 至 2:30 和 2:30 至 3:30 在僑教
中心 104 上課。

請早報名。每期收費 40 元。有興趣的會員請到僑教中心
102 室繳費報名。

II. 本會預備於七月開辦桌球(乒乓球)運動班。有意願参加的
會員請到 102 室向朱和先生報名。

III. iPad、iPhone 班 ：本會的 iPad、iPhone 班備有不同學習
的課程。每班級一期共五週。每週三和週五上午 9:30 至 11:30 在
僑教中心 104 上課。

1) iPad、iPhone 基礎班: 將於 7/24 開班到 8/23。課程從最基

本的數位技術逐步引導你認識設置的基本功能、如
何操控設置、包括照相機、電子郵件 等等。協助
你迅速掌握訣竅。讓設置隨時處於最新狀態、並純
熟地使用你的 iPad 和 iPhone。

2) iPad 和 iPhone 第 II 班: 將於 9/11 開班到
10/11。讓你進一步了解 iPad 和 iPhone 設定和不
同的應用軟件如:中英(國際語文)字典、地圖和行事
曆等的使用。了解如何使用 Skype 的最新功能。

從通信到视像聊天，從即時消息到文件共享，
Skype 使你可以隨時保持與親友聯系。

每班人數有限、請早報名。每班收費 35 元。有
興趣的會員請到僑教中心 102 室繳費報名。

III. 您希望長命百歲身體健康嗎? 本會為您舉
辦系列健康促進講座(主講人: 鄧雅如)請踴躍参加

1) 6 月 27 日、星期四、上午十點至十一點半
僑教中心 102 室主題:聰明看標示。食品衛生管理法對於包裝食
品有標示上的規定，食安事件頻傳政府為了民眾食的安全修訂許
多新法規，到底包裝食品標示應該有哪些內容？琳琅滿目的商品
、每一商品都會有貼上標示。你想要了解標示的不同意義、該如
何挑選才健康嗎? 一起來聽聽專家教我們怎樣挑選才健康。

2) 7 月 23 日、星期二、上午十點至十一點半僑教中心 102
室主題: 植物蛋白的力量。

蛋白質身為人體第一營養素，重要性不言可喻。想補充蛋白
質，卻又害怕攝取過多的膽固醇，其實有更好的選擇，我們都需
要植物蛋白帶來的力量。

1. 從生活實際需求切入，瞭解蛋白質對身體的功能與重要性
。

2. 說明植物也是優質蛋白的真相，並帶出具有動物蛋白好處
，卻無動物蛋白壞處的獨特優勢。

3. 教大家可從哪些食材獲得，又能從中取得不同的營養與功
效，並針對各類食材提供搭配
食譜。

4. 攝取植物蛋白質的實際應用，包括三餐的分配、攝取份量
、正確食用方式、大眾的健康
需求，以及每日參考菜單。

3) 8 月 8 日、星期四、上午十點至十一點半僑教中心 102 室
主題: 聰明吃堅果。

一顆小小的堅果中，擠滿了豐富的營養素，像是健康的脂肪
、蛋白質、維生素和礦物質。
但是堅果種類何其多，是不是不管三七二十一通通放進嘴裡吃呢
？究竟哪些堅果對人體有益？哪些有害呢？許多人對堅果，敬而
遠之。其實，聰明吃，可以更健康更長壽，還有意想不到的好處
喔！

旅 遊 專 欄
I. 本會所舉辦的旅遊、只限會員參加。 報名請 於指定報名

日期上午十點到十二點半、憑有效會 員 証 到 僑 教 中 心 102
室 報 名 繳 費 。 或 在 指 定 報 名 日 期 之 後 、 如 果 還 有 名
額 、 可 電(713)784-9049 預約報名繳費。費用含早點、午餐、
司機午餐、小費、瓶裝水 和門票。凡己報名、而改變主意不能
參加者須繳交 l0 元註銷費、前一週改變主意或當天缺席恕不退
費。

請隨身帶備 ID 、健康保險卡、穿舒適便鞋、或運動鞋、陽
傘或帽子、別忘了帶相機。

1) 2019 年 7 月 20 日 星期六、一日遊。將於 6 月 27 日、星
期四接受報名收費。

***收費 20 元。名額有限、請儘早報名。行程如下：
上午 7:30 --僑教中心停車場登記、上車。
上午 7:40 --準時出發丶過時不候。
上午參觀世界聞名一大企業的台塑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其在德

州 PointC om fort由 13 生產單位和各種配套設施設立在 1600 英
畝石化聯合體的設備。並可了解台塑的主要產品和生產綫產的操
作和流程。中午在台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用餐。必須出示個
人 ID 。

下午參觀卡爾霍恩縣博物館。該博物館成立於 1964 年。卡
爾霍恩縣博物館的使命是收集，記錄，保存，研究和展示與卡爾
霍恩縣有關的自然歷史和海洋歷史的文物。將這種物質文化傳遞
給後代。 一些傑出的展品包括 1852 年 M atagorda Island 燈塔的
菲涅耳透鏡，一個 8 英尺高的燈塔印第安納鎮的立體模型，並收
集來自 B elle 的一系列物品，名為 La Salle O dyssey，以及更多關
於卡爾霍恩縣生活和時代的物品。並到有歷史的 La Salle M
onum ent拉薩爾紀念碑拍照留念。

下午 5:00 ---回到僑教中心。
2) 2019 年 8 月 24 星期六、一日遊。將於 8 月 8 日星期四

開始接受報名收費。
***收費 25 元。名額有限、請儘早報名。行程如下：
上午 7:00 -----僑教中心停車場登記上車。
上午 7:15-----準時出發、過時不候。
上午----參觀 ShinerSpoetzl啤酒工廠。參觀啤酒製造裝備

和有專業導遊為您講解製造的過程。並可免費品賞四種不同品味
的啤酒。

中午 ---西式自助餐。
下午 ---參觀古色古香 Shiner 市內有名的 STS.C yril& M

ethodius天主教堂。以及參觀 San D ucerro 葡萄園由專員帶領我
們参觀葡萄酒的酒窖、製造的設備和講解製造的過程。而且可以
品嘗多種不同品味的葡葡酒。

下午 5:30 ---回到僑教中心。

休士頓中華老人服務協會
2019年 7 & 8 月份會員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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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E4D電腦制牙最新科技一次完成
三維X光機  全新激光治療機

敦煌植牙 牙周病專科
Dunhuang Periodontics $ Dental Implants PA

Board Certified Periodontist
二十多年牙科臨床實踐經驗

接受老人各類牙科保險

德州大學休士頓牙醫學院牙周病專科
上海第二醫科大學口腔學院牙醫博士
美國牙周病學會會員
國際植牙學會會員

激光牙周病治療
無刀片牙齦萎縮治療
牙齦牙床植骨手術、美容
複雜植牙手術，併發症處理

陳志堅
牙周病植牙專科醫生
Jennifer Chen
D.D.S.M.S

www.drchenimplant.com

中國城診所
9889 Bellaire Blvd., #322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
      (713)995-0086      

糖城診所 Delight Dental
3524 Hwy 6 South
Sugar Land, TX 77478(大華超市旁)
       (281)565-0255

drchenimplant@gmail.com           delightdental@gmail.com 
D02_DUNHUANG 敦煌植牙_1234567B_8

白牙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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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斯拉蔚來比亞迪連出自燃事故

電動汽車安全遭拷問

近幾個月內接連發生多起電動車自

燃事件。4月21日，特斯拉在上海某小

區車庫內自燃；4月22日，蔚來汽車ES8

車型於西安自燃起火；4月24日，武漢

壹輛比亞迪E5起火；5月16日和6月14

日，蔚來ES8分別在上海、武漢市再次

出現自燃事件。

為切實加強新能源汽車安全管理，

工信部於近日發布了《關於開展新能源

汽車安全隱患排查工作的通知》（簡稱

《通知》），重點對已售車輛、庫存車

輛的防水保護、高壓線束、車輛碰撞、

車載動力電池、車載充電裝置、電池箱

、機械部件和易損件開展安全隱患排查

工作。值得註意的是，這已是工信部第

三次發文要求排查新能源車安全隱患。

有業內人士認為，此次下發的《通知》

充分體現出主管部門對新能源汽車產品

的重視，對新能源汽車產業的健康發展

有望起到推動和促進作用。

關註已售及庫存車輛
工信部再發安全排查通知

6月17日，工信部正式下發《關於

開展新能源汽車安全隱患排查工作的通

知》，再次強調：“切實加強新能源汽

車安全管理，促進新能源汽車產業健康

可持續發展，保障社會公共安全和人民

生命財產安全。”

記者註意到，這已經是工信部自去年9

月先後印發《關於開展新能源客車安全隱

患專項排查工作的通知》和《關於開展新

能源乘用車、載貨汽車安全隱患 專項排查

工作的通知》之後，下發的第三份關於新

能源汽車安全隱患排查的文件。

可以看到，工信部於2018年 9月 5

日最先發布的通知主要針對新能源客

車。而後於2018年9月25日發布的通知

主要以新能源乘用車、載貨汽車為主。

而此次將重點對已售車輛、庫存車輛

的防水保護、高壓線束、車輛碰撞、

車載動力電池、車載充電裝置、電池

箱、機械部件和易損件開展安全隱患排

查工作。

安全隱患排查要求更細致

工信部要求車企應主動召回問題
車輛

相比此前的通知，《通知》不僅

針對私家車的安全隱患排查提出了更

加詳盡和細致的要求，而且首次提出

了“應當主動向主管部門備案召回”

的新要求。

此外，《通知》還首次提出，要求

企業應對各地區售後服務機構，包括但

不限於服務機構消防器材配置和應用能

力、防雨防雷防水條件、專用維修設備

工具配備及絕緣防護、技術人員維修及

防護能力等進行排查，對存在問題的，

應積極整改；企業監控平臺應當落實7×

24小時全天值班制度，設置故障處理聯

系人。對出現3級故障報警的車輛，應

及時通知用戶並采取措施消除安全隱患

，並將處理結果在1日內反饋地方和國

家監管平臺。對1日內連續出現多次3級

故障報警的車輛，應安排車輛開展安全

檢查，並將處理結果於5日內反饋地方

和國家監管平臺。

有業內人士認為，此次下發的《通

知》充分體現出主管部門對新能源汽車

產品的重視，對新能源汽車產業的健康

發展有望起到推動和促進作用。

自燃事件頻發
專家稱新能源汽車需嚴把質量關
中汽協發布的數據顯示，2018年，

新能源汽車產銷分別完成 127 萬輛和

125.6萬輛，同比分別增長59.9%和61.7%

。高速增長的新能源汽車市場已成為當

下車市最大的亮點。

然而記者註意到，近幾個月內接連

發生了多起電動車自燃事件。4月21日

，特斯拉在上海某小區車庫內自燃；4

月22日，蔚來汽車ES8車型於西安自燃

起火；4月24日，武漢壹輛比亞迪E5起

火；5月16日和6月14日，蔚來ES8分別

在上海、武漢市再次出現自燃事件。

5月再現自燃事件後，蔚來汽車5月

17日在其官方APP發布《關於加強充電

安全的臨時措施》，稱事故車輛在插槍

狀態下停放4天，充滿電後系統多次自

動復充使電池長期保持滿電狀態。並表

示“鑒於動力電池在長時間高電量的狀

態下的失效概率會增加，出於安全審慎

的原則，在正式調查結果出來之前，對

於處於聯網狀態的專屬樁和車輛，我們

將臨時采取措施將充電量限制在90%。

對於非聯網狀態下的充電，或者在使用

第三方充電樁時，除確有必要，也建議

大家在日常使用中按90%電量以下進行

充電。”但蔚來同時也表示，以上措施

並不意味著本次事故是因為充電引起。

目前事故原因還在調查中，有初步結論

後將向大家通告。但截至目前，蔚來尚

未公布後兩次自燃事件調查結果。

對此，6月20日北理工電動車輛國

家工程實驗室副主任林程在接受新京報

記者采訪時表示，將電量限制在90%並

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自燃問題，而是可以

避免電池過充過放，以提升電池壽命。

針對為何電動車頻繁起火，林程表示，

當下新能源車投放量在逐漸加大，且國

家發布的新能源補貼政策與續駛裏程長

短掛鉤。因此不排除有部分企業為追求

高補貼、高續駛裏程而采用高能材料電

池，而這種材料能量雖高但危險性也大。

此外，林程認為，從技術角度來看，

電動車自燃有可能是電池本身存在質量問

題。例如電池壹致性、生產設備的投入、所

采用的材料穩定性等都會影響電池的品

質。如果生產過程中出現瑕疵，最終也

會觸發短路導致燃燒爆炸。另外，從硬

件角度來講，車輛防護不到位，電池損

傷出現問題也會導致起火；從系統角度

來講，對電池的預警、監控及管理環節

不到位，沒有系統的解決方案等，都會

導致電動車起火。

不過林程強調，其實電動汽車自燃事

件的比例要低於燃油車，且自燃比例壹定

是下降的。另外，隨著電動汽車的發展和

技術的進步，其安全性也在壹直提高。

央行：適時適度實施逆周期調節
綜合報導 記者從中國人民銀行獲悉，人民銀

行貨幣政策委員會日前召開第二季度例會。會議指

出，要繼續密切關註國際國內經濟金融形勢的深刻

變化，增強憂患意識，保持戰略定力，創新和完善

宏觀調控，適時適度實施逆周期調節，加強宏觀政

策協調。

會議認為，當前我國經濟呈現健康發展，

經濟增長保持韌性，增長動力加快轉換。人民

幣匯率總體穩定，應對外部沖擊的能力增強。

穩健的貨幣政策體現了逆周期調節的要求，宏

觀杠桿率高速增長勢頭得到初步遏制，金融風

險防控穩妥果斷推進，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質

量和效率逐步提升。國內經濟金融領域的結構

調整出現積極變化，但仍存在壹些深層次問題

和突出矛盾，國際經濟金融形勢錯綜復雜，外

部不確定不穩定因素增多。

會議指出，穩健的貨幣政策要松緊適度，把好

貨幣供給總閘門，不搞“大水漫灌”，保持廣義貨

幣M2和社會融資規模增速與國內生產總值名義增

速相匹配。繼續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健全貨幣政策

和宏觀審慎政策雙支柱調控框架，進壹步疏通貨幣

政策傳導渠道。

會議提出，按照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的要求，優化融資結構和信貸結構，加大對高質

量發展的支持力度，提升金融體系與供給體系和

需求體系的適配性。改進小微企業和“三農”金

融服務，努力做到金融對民營企業的支持與民營

企業對經濟社會發展的貢獻相適應，推動供給體

系、需求體系和金融體系形成相互支持的三角框

架，促進國民經濟整體良性循環。進壹步擴大金

融高水平雙向開放，提高開放條件下經濟金融管

理能力和防控風險能力，提高參與國際金融治理

能力。

會議強調，綜合運用多種貨幣政策工具，保持

流動性合理充裕。深化利率市場化改革，保持人民

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促進經濟平

穩健康發展。打好防範化解金融風險攻堅戰，在推

動高質量發展中防範化解風險，把握好處置風險的

力度和節奏，穩定市場預期，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

融風險的底線。



BB55休城工商
星期五 2019年7月05日 Friday, July 05, 2019

從美國回中國
探親或旅行的小夥伴越來越多，

那麽，
如何買到性價比最高的機票？

此時此刻您最需要的是，
來找【全旅假期】，

因為不只可以買到最便宜的機票，
而且還可以免費遊中國！

免費哦！
回國路有千萬條，唯有此條最舒適！

即日起至4月30日期間，
凡是在全旅假期預訂美國回中國的機票

，
就送一條經典中國遊線路！

2019全年有效！
多條精選優質線路，

遍布中國東、南、西、北隨你挑！

部分線路還有超值大禮贈送！

***需21歲以上持美國/加拿大護照或綠
卡之華僑享有此特別計劃***

送北京系列一
贈送價值$180自費項目

北京免費接送機

送北京系列二
北京/天津/承德

贈送價值$230自費項目
北京免費接送機

送江南黃山千島湖系列

上海/杭州/南京/無錫/黃山/千島湖/蘇
州

贈送價值$150自費項目
上海免費接送機

送廣東系列
廣州/中山/開平/珠海/順德

廣州免費接送機

送廣西桂林系列
桂林/龍脊/陽朔
桂林免費接送機

送湘西張家界鳳凰七天
長沙/鳳凰/張家界
免費長沙接送機

送九寨溝樂山峨眉山八天
成都/九寨溝/峨眉山/樂山
贈送價值$220自費項目

送雲南香格裏拉系列
昆明/香格裏拉/大理/麗江

免費昆明接送機

【【全旅大放送全旅大放送】】買機票送中國遊買機票送中國遊!! 多條精選優質多條精選優質
線路線路,, 遍布中國東遍布中國東、、南南、、西西、、北隨你挑北隨你挑！！

（（為食書生為食書生）） 隆都知友聚榮記隆都知友聚榮記 楊楚楓楊楚楓
今次拙文標題中的隆都，是指

中國廣東省中山市沙溪鎮，大涌鎮
。眾所週知，中國廣東省中山市的
隆都鎮，一如廣東省的台山、恩平
、開平、新會... 等四邑市的鄉親一
樣，是前世紀1850 年代，來美修
築第一條橫跨美國東西兩岸鉄路的
台山鄉親，他們都是早年移居美國
的眾多的中國國民。也是迄今為止
，很多海外華僑的家鄉。

本書生是孫中山先生的鄉親，
中山人氏，而並不是隆都人氏，不
過中山市因為跟隆都市為鄰市，因
此廣義而言，也跟隆都人氏有着近
緣關連。 何況家母劉氏，屬廣東溪
角鎮，跟隆都鎮只是一溪之隔，說
她是隆都人，也大有人在哩。近代
的100 年，美國國內的中山、隆都
人氏，絕大多數，居住在夏威夷州
內，因此我每次到夏威夷檀香山旅
遊時，在市面上若然聽到有華矞人
仕口操華語的講話時，十居其九是

中山音或隆都聲的。
我自1979 年搬遷到休斯頓市

以來，此地屬於中山及隆都市的鄉
里，據我所了解，只有西湖食品公
司 、嘉頓西餅糕點公司 的楊寬容
兄弟，中國樓酒家的大隻李夫婦及
經營李家莊、岳陽樓、楓林酒家的
我楊氏父子三人。僑居世界各地的
隆都鄉親，十分團結友好，他們有
每年一度的 「隆都知友聚會」 ，分
別在世界各個角落舉行。今年的大
會，恰巧在加州舊金山灣區舉行。
來自世界各地的鄉親，不論遠近，
扶老攜幼，湧躍參加。

居住在加州舊金山的吾友李日
智夫婦，跟我於1980 年在休市認
識，當年他在中國樓酒家當二廚，
擅長燒烤爐尾出品。1986 年搬到
加州 生活，初期到當地唐人餐廳任
職，也是專攻明爐火鴨、琵琶鴨、
义燒、燒味等菜色。九十年代，兩
夫妻自立門戶，在加州灣區開設粵

菜小館，因為出品精良，抵食夾大
件，吸引附近上下班一族及家庭到
來光顧，生意興隆，廿五年後的前
歲，足以光榮退休，安享晚年。

上周，參加完 「隆都知友聚會
」 後，李兄夫婦南下休市，跟他們
的弟妹家人親切往來之時，並沒有
忘記我這位 「為食書生」 鄉里，邀
請晚飯相聚。他向我提出： 找一間
燒烤十分地道的唐人酒家來晚飯。
我一聽此語，腦海中便浮起 「新榮
記」 的名字來。 「李兄，恭敬不如
從命，到新榮記酒家去聚會，一定
令你滿意而歸！」

是一個星期三的晚上，當日白
天，休市曾下過傾盤大雨，我夫妻
蝸居於休市城東，每次來唐人街，
因為要穿過休市繁忙的商業地段，
交通緊張，耗時不少。入到新榮記
酒家之內，雖不是高朋滿座，但枱
數也有不少。李兄從事餐飲生意卅
多年，閱歷不少。他低聲問我：

「大雨過後，而週二又剛巧是榮記
每周公休之日，週三晚市有這般客
人，應該是口碑不俗呀！」 「食過
便知龍與鳳。李兄請點菜。」 我帶
笑地說。

當晚，李兄駕輕就熟，為當晚
我們一行八人，點下： 明爐义燒、
掛爐大鴨、香脆燒肉 作為頭枱。主
菜是： 枝竹羊腩煲、干煎生蠔、蚧
肉魚肚羮、椒塩斑球、菜膽上湯雞
。大小合共八味。

尾聲之時，我笑問這位隆都鄉
里，今晚菜味評價如何？ 「若問分
數有多少？且看我的手指公！」 李
兄笑口口地對我說 「我當然不是書
生，沒有像你楊兄出口成章。但你
見到我的手勢，聽到我向你班門弄
斧地呤兩句詩，應該是已有交待了
！」

讀者諸君看到這裡，也應該明
白我們對新榮記的看法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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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休斯頓報導) 不同的行業，有
不同的慶祝儀式。6月10日，在這個典
型的休斯頓夏日的下午，陳納德將軍飛
虎隊飛行學院的教官Eric Bostwick正在
一架飛機前和其他教官、學生一起談論
著剛剛結束的飛行，突然毫無防備地被
一桶涼水從頭澆到腳。Eric並沒有生氣
，因為他知道這是整個飛行學院在用航
空界一貫的傳統表達對他的祝賀，祝賀
他成功被ExpressJet錄用，並即將開始他
的航線運輸飛行員職業生涯。

Eric是陳納德將軍飛虎隊飛行學院
的一名全職飛行教官，他認真教學，積
極飛行。在一年左右的時間裡，他積累
了800多個小時的飛行時間，以1600多
小時的飛行經驗被ExpressJet錄用。他所
教授過的學生中有22人已經通過私人或
商業執照的考核，且第一次通過率高達
94%。

雖然大家都捨不得Eric的離開，但
是也為他感到驕傲。因為他為眾多年輕
教官和飛行學員樹立了職業榜樣，用自
己的實際行動告訴大家，擁有遠見、果
敢、正直、奉獻和堅韌的精神，和對專
業技術精益求精的態度，你就可以擁有
更廣袤的天空，這也是陳納德將軍飛虎
隊飛行學院一直秉承的飛行精神。

陳納德將軍飛虎隊飛行學院位於
Conroe北休斯頓區域機場內，是陳納德

基金會唯一授權的航空飛行學院。陳納
德將軍與中國結緣於二戰，先於美國官
方援助，陳納德將軍創建了美國志願援
華航空隊，對日作戰。中國民間親切地
稱這支援華航空隊為飛虎隊。

飛行學院的院長王先華先生說過：
我們以將軍的名字命名，是將軍後人對
我們的信任，也意味著更大的責任和擔
當。作為美國志願援華航空隊的傳承組
織，我們要保持正直的社會責任感、和
最高標準的專業性，為社會培養高技能
、高素養的飛行員。

國際空中交通協會預計，在接下來
的20年裏，飛機出行需求會翻倍。2013
年開始，擁有航線運輸飛行員執照的前
提條件從250小時的飛行時間增長到了
1500小時。因此，學歷高、經驗豐富的
飛行員，更是現在以及未來航空業青睞
的對象。

在分析了市場需求後，陳納德將軍
飛虎隊飛行學院除了原有的飛行培訓課
程（私人飛行執照、儀表等級執照、商
業飛行員執照、飛行教官執照等），還
和安伯瑞德航空大學合作，推出了飛行
培訓和學位項目。

安伯瑞德航空大學成立於1926年，
擁有“空中哈佛”之稱，是世界級的航
空高等教育機構，學員可以一邊修讀航
空學士學位或碩士學位，一邊在陳納德

飛行學院進行飛行培訓。在一年左右的
時間裏，學員可以獲得私人執照、儀表
等級執照、商業執照和飛行教官執照，
然後作為飛行教官在學院執教，積累飛
行時間。安伯瑞德航空大學可以為學員
獲取的飛行執照轉換至少30個大學本科
學分。因此攻讀航空學士學位的學員在
三年左右的時間裏即可以獲得本科學位
。待學員積累至1500小時飛行時間後，
就有資格參加航線運輸
飛行員培訓，獲得航線
運輸飛行員執照（航空
公司飛行員）。

Kenneth Heckler 於
2017 年 7 月開始在安伯
瑞德航空大學攻讀航空
學士學位，於 2018 年
11月在陳納德將軍飛虎
隊飛行學院獲取了飛行
教官執照，然後加入了
飛行學院大家庭，一邊
攻讀本科學位，一邊積
累飛行時間。目前 Ken
已經完成90多個大學學
分，積累了 900 多小時
的飛行時間。再有一年
左右的時間，他就可以
同時獲取本科學位和
1500小時的飛行經驗，
他的航線運輸飛行之路
也即將開啟。

陳納德將軍飛虎隊
飛行學院總教官擁有42
年的飛行培訓經驗，教

員團隊平均教學飛行時間為1372小時，
教員作為機長平均飛行時間為10183小
時，80%的教員獲得了FAA航線運輸執
照，80%的教員有各大航空公司或軍隊
飛行的經歷，60%的教員擁有學士學位
，30%的教員擁有碩士學位。學院的經
營和培訓團隊匯集了洞悉航空領域、企
業管理，以及中國文化和市場的專業人
士。他們將繼續秉持陳納德將軍的精神

，為更廣袤的空域培育更多果敢、正直
、堅韌，對技術求精，對社會富有責任
感的飛行員。

詳情請洽陳納德將軍飛虎隊飛行學
院(General Chennault Flying Tiger Acad-
emy) 電 話: (877) 423-8237。 Email: in-
fo@gcfta.com。Facebook: GCFTA Flight
School。 地 址: 10013 Military Drive,
Conroe, TX 77303。

高薪飛行職業並不遙遠高薪飛行職業並不遙遠
陳納德將軍飛虎隊飛行學院與您一同實現陳納德將軍飛虎隊飛行學院與您一同實現

飛虎隊飛行學院一直秉承陳納德將軍的飛行精神飛虎隊飛行學院一直秉承陳納德將軍的飛行精神

學員學員KennethKenneth在飛虎隊飛行學院獲得飛行教官執照在飛虎隊飛行學院獲得飛行教官執照

飛行培訓和學士學位項目飛行培訓和學士學位項目 VSVS 一般學士學位項目一般學士學位項目

教官教官EricEric受澆水儀式受澆水儀式，，祝賀他成功被祝賀他成功被ExpressJetExpressJet錄用錄用
，，展開新的生涯展開新的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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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管區西南管區66月月2929日在夏普堂日在夏普堂MallMall主辦主辦
全民慶祝國慶日遊園活動全民慶祝國慶日遊園活動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JJ選區市議員參選人選區市議員參選人Nelvin AdriaticoNelvin Adriatico（（右三右三））
及團隊及團隊，，翁佩珊翁佩珊（（Ivy)Ivy)請僑界人士多多支持請僑界人士多多支持。。

藝人走高蹻展翅高飛藝人走高蹻展翅高飛。。 藝人走高蹻展翅高飛藝人走高蹻展翅高飛。。

捐腎勇士家庭捐腎勇士家庭、、呼籲大眾需要活腎捐贈呼籲大眾需要活腎捐贈 Spice City HPD Gary HoSpice City HPD Gary Ho等警官發放給翁佩等警官發放給翁佩
珊及入場民眾國旗珊及入場民眾國旗。。

陳瑩攜子馬健及孫兒在台北經文處攤位陳瑩攜子馬健及孫兒在台北經文處攤位
與陳偉玲與陳偉玲、、董凱峰秘書同歡董凱峰秘書同歡

休士頓警察局周錫俊等警官為僑界人士提供服務休士頓警察局周錫俊等警官為僑界人士提供服務。。

西南管區西南管區66月月2929日在夏普堂日在夏普堂MallMall主辦全民慶祝國慶日遊園主辦全民慶祝國慶日遊園
活動活動。。活動主辦人活動主辦人Pat MenvilcePat Menvilce（（左一左一），），CharmaineCharmaine
Leblanc(Leblanc(中中））及及UT Physicians Community Health andUT Physicians Community Health and
WellnessCenter-SouthwestWellnessCenter-Southwest翁佩珊歡迎僑界人士與會翁佩珊歡迎僑界人士與會。。

義工們為孩童準備遊樂設施提供服務義工們為孩童準備遊樂設施提供服務。。

休士頓警局中西區分局警官在分局長休士頓警局中西區分局警官在分局長YasarBashir(YasarBashir(左四左四））帶帶
領腳踏車隊遊行巡邏領腳踏車隊遊行巡邏，，繞行夏普斯堂社區一周繞行夏普斯堂社區一周，，並和僑界人並和僑界人
士互動士互動。。西南管理區西南管理區Peter DavidsPeter Davids理事與會理事與會（（右一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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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周一義，圖／取自網絡）破碎在牆
上的膠片碎片，化作星星照亮夢境，揉成碎末
的鎂粉在吸入後咳出了屬於你的感冒，彷彿你
與我同病魔做爭鬥，只在照片裡出現過的你不
再孤獨，跌在灰燼裡，還願能化蝶。

1.利維公園休斯頓中心攝影公開課（Hous-
ton Center for Photography Workshop at Levy
Park）

利維公園每月的第一個和第三個週六都會
舉辦攝影公開課，本週的攝影公開課將教授微
距攝影的知識。

時間：7/6，9am-10:30m
地 點 ： Levy Park (3801 Eastside Houston ,

TX 77098)
費用：免費
2.休斯頓太空人對戰洛杉磯天使（Houston

Astros vs. Los Angeles Angels at Minute Maid Park
）

休斯頓太空人隊將在主場美汁源球場對戰
洛杉磯天使隊。

時間：7/6，6:15pm
地 點 ： Minute Maid Park (501 Crawford

Street Houston, TX 77002)
費用：$15
3.高地週六藝術市集（First Saturday Arts

Market in The Heights）
本週六，歡迎來到休斯頓高地舉辦的週六

藝術市集，來選購各種美術作品和工藝品吧。
時間：7/6，6pm-10pm
地點：First Saturday Arts Market (540 West

19th St Houston, TX 77008 )
費用：免費
4.德州復古節（EaDo Vintage Fest at Texas

Art Asylum）
本次德州復古節將有各種復古服裝、古董

、藝術品等供民眾選購。
時間：7/6，6pm
地 點 ： Texas Art Asylum （1719 Live Oak,

Unit L Houston, TX 77003）
費用：免費
5.阿曼達·西爾斯喜劇秀（Comedian Aman-

da Seales at House of Blues）
著名喜劇演員阿曼達·西爾斯將在藍調之家

帶來最新的脫口秀表演。
時間：7/6，7pm
地點：House of Blues Houston (1204 Caro-

line Street Houston, TX 77002)
費用：$44.50
6.美汁源公園兒童日活動（Kids’ Day at

Minute Maid Park）

這週末，帶上您的孩子一同來到美汁源公
園遊玩吧，本週休斯頓太空人隊也將會在這裡
與洛杉磯進行比賽。

時間：7/7，1:10pm
地 點 ： Minute Maid Park (501 Crawford

Street Houston, TX 77002)
費用：$15
7.利維公園：德州鄉村夏日派對（Texas

Country Summer Block Party at Levy Park）
本週利維公園舉辦的德州鄉村夏日派對將

會有流動餐車和現場鄉村音樂等精彩的活動等
著您。

時間：7/7，5pm-7pm
地 點 ： Levy Park (3801 Eastside Houston ,

TX 77098)
費用：免費

跌在地底的紙鳶 又再漩渦中起舞｜週末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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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緊急救援》發布時尚大片

“作為壹個特勤隊員，妳就是跟時間

決鬥，妳慢壹秒，危險就多壹秒，妳快壹

秒，可能妳會多救壹個人。”25日，華語

首部海上救援題材的電影《緊急救援》釋

出壹組與《時尚芭莎》電影組合作的時尚

大片。寫真裏彭於晏、王彥霖、辛芷蕾、

王雨甜、徐洋與李岷城身著救援制服，英

姿颯爽，堅定的神情讓人感受到救撈員帶

來的滿滿安全感。電影《緊急救援》自定

檔以來，引發了壹眾影迷的期待，網友們

紛紛留言表示：“林超賢+彭於晏=必看，

大年初壹會帶全家壹起去看這部超燃的電

影。”

電影《緊急救援》由林超賢導演、梁

鳳英監制，彭於晏、王彥霖、辛芷蕾、藍

盈瑩、王雨甜、徐洋、陳家樂、李岷城主

演。該片將於2020年大年初壹上映。

英姿颯爽！
時尚大片展現救援小隊雄心壯誌迎難

而上
此次曝光的時尚大片中，導演林超賢

攜片中的救撈小隊集體出鏡。在中國救撈

制服的加持下，每壹位演員都英氣逼人，

硬漢感撲面而來。救撈小隊中唯壹的女生

辛芷蕾氣場不輸男生，變身史上最颯女機

長。寫真中，彭於晏、王彥霖、辛芷蕾、

王雨甜、徐洋、李岷城目光無懼，整裝待

發，導演林超賢則胸有成竹地指揮著眼前

這支“精銳部隊”。這組硬核時尚大片的

光影壹明壹暗，雖看不清個中人物的面部

細節，但從他們眼神中透出的堅定，可以

感受到令人心安的救撈力量。

在深入了解救撈員這壹職業後，每壹

位主創都生出了由衷的敬意。彭於晏表示

：“在最危險的時候，救撈員把生的希望

送給別人，把死的危險留給自己。每天出

任務的時候面對的都是恐懼和悲劇，回家

時卻不能把這些情緒帶到家裏。”電影

《緊急救援》在拍攝時，為了真實地詮釋

出救撈精神，每壹位演員都拼盡全力。彭

於晏透露導演為他們創造了逼真的救援環

境：“因為海浪和逆水，在下面沒有氧氣，

救人的時候就會呈現最真實的狀態。”王

彥霖甚至因為拍戲短暫失聰：“因為水壓

問題，耳朵有些不適應，短暫性地聽不到

了。”辛芷蕾則學會了潛水和所有的泳姿，

每天要進行6個小時的水下訓練。

使命在身！
林超賢二度攜硬核商業大片征戰春節檔
電影《緊急救援》取材自真實的救援事

件，片中勢必會出現多場海上救援的片段。

而“水戲”是世界公認的拍攝難度最高的戲

份之壹。為了呈現真實的救援場景，電影

《緊急救援》輾轉福州、廣西、廈門、墨西

哥四地拍攝。其中，墨西哥也是當年拍攝電

影《泰坦尼克號》沈船橋段的舊址，可以想

象，電影《緊急救援》中的海上救援場景也

將十分宏大和壯觀，相信屆時壹定會給觀眾

留下深刻印象。此外，電影《緊急救援》還

擁有七家強大的出品天團，有了這些堅強的

後盾，電影《緊急救援》將打造出更具好萊

塢大片質感的中國鉅制。

已經對硬核商業大片駕輕就熟的導演

林超賢，在被問到為何向前所未有的海上

救援題材發起挑戰時，他答到：“《湄公

河行動》、《紅海行動》和《緊急救援》

都是在傳達壹種讓我非常敬佩的精神。海

上救援關乎生命，也更像是壹種使命。”

為了這個使命，林超賢導演砥礪四年精心

籌備，歷經種種磨難，終於打磨出電影

《緊急救援》。這也是他繼2018年斬獲春

節檔票房冠軍的電影《紅海行動》後，第

二次征戰春節檔的影片。不同於電影《紅

海行動》，電影《緊急救援》擁有更強大

的明星陣容、更豪華的制作團隊與更堅實

的出品天團，勢必會用海上救援的熱血故

事燃爆2020年春節檔。截至目前，已有不

少觀眾表示非常期待這部影片：“林超賢

的電影都是大制作，春節壹定會帶家人壹

起去看這部電影。”

電影《緊急救援》由人民交通出版社股

份有限公司、中視時尚影視發展有限公司、

英皇影業有限公司、騰訊影業文化傳播有限

公司、浙江博納影視制作有限公司、高德集

團、天津貓眼微影文化傳媒有限公司聯合出

品，將於2020年大年初壹全國上映。

將於7月12日上映，由袁錦麟
執導，王大陸、張榕容、米拉·喬沃
維奇、許魏洲、劉美彤領銜主演的
動作喜劇電影《素人特工》今日發
布壹款“特工導師”海報。在滿布
紅色燈籠的中國風背景中，身著特
工裝的米拉眼神犀利，特工氣場全
開。據了解，《素人特工》是《生
化危機》系列女主米拉拍攝的首部
中國電影，米拉在電影中飾演壹位
國際特工，帶領四位菜鳥特工前往
布達佩斯展開了壹場歡樂十足的國
際冒險。

從“生化女”變身“國際
特工”

導演袁錦麟：米拉既有氣場也
有實力

電影《素人特工》中，米拉是
唯壹壹位有著“真本領”的正牌
特工。從“生化女”變為“國際
特工”，米拉在電影中也依舊帥

氣能打，霸氣十足。被問及為何邀
請米拉出演這位特工時，導演袁錦
麟表示：“這個角色是國際特工組
織的領導，不僅需要有很強的氣
場，也要能做很帥的動作，第壹時
間就想到了米拉。”

袁導還在采訪中透露，米拉
在電影中有壹場街頭追車的動作
戲，十分精彩。“米拉和反派在
布達佩斯街頭追車、漂移，我們
把這場戲叫做car dance，像是兩
輛車在跳舞壹樣。”對此米拉也
大呼過癮，“這與我之前拍攝的
很多電影都不同，當我真正坐在
車中，親身體驗那些動作時，非
常刺激。”

帶領“菜鳥特工”冒險布達
佩斯

米拉首部中國電影挑戰動作
喜劇

在自己拍攝的首部中國電影

中，米拉不僅展現了動作本領，
還貢獻了喜劇首秀。電影中，米
拉帶著王大陸、張榕容、許魏洲、
劉美彤四位菜鳥特工在布達佩斯
冒險，“壹帶四”的特工陣容引
來了不少趣事。在此前曝出的預
告中，米拉就喜提針灸，畫面十
分好笑。

對此，袁導直言：“米拉是壹
個會提前做功課的演員，她之前沒
有演過喜劇，她會準備很多東西在
現場表演給我看，而且完全放得開。”
米拉則表示：“之前從來沒有演過
動作喜劇片，這次可以跟中國的導
演、中國的年輕演員壹起合作，是
壹次非常新鮮的體驗。”

電影《素人特工》由新麗傳媒、
新麗國際、淘票票影視、華夏電影、
英皇影業、原生映畫出品，萬達
影視、優酷電影、集智映像、引力
影視、引力國際聯合出品，將於
2019年7月12日全國上映。

《素人特工》曝“特工導師”海報

米拉首演中國電影

《
小Q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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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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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香港導演羅永昌執導，任達華、梁詠琪、羅仲

謙、楊采妮、袁姍姍等主演的電影《小Q》將於8月1

日登陸全國院線。今日，片方曝光壹支“導盲犬養成

記”特輯，特輯以小Q的口吻記錄了導盲犬從出生到

成為導盲犬的四項大考驗，並與人類駕校考試做對比

便於大眾理解。其中，不乏導盲犬訓練過程中的艱辛

片段，讓人壹邊心疼不止，壹邊又忍不住為導盲犬豎

起大拇指：它們真的很了不起！

電影《小 Q》改編自感動亞洲三億讀者小說

《再見了，可魯》，講述了壹只聰明的拉布拉多

犬小Q經過專業訓練，成為導盲犬，並無私無悔

為人類付出壹生的動人故事。對於很多普通大眾

來說，“導盲犬”僅存在於教科書和宣傳片中，

卻極少在現實中遇到，人們對導盲犬的認知還遠

遠不夠。在《小Q》即將來臨之際，片方特意曝光

這只“導盲犬養成記”特輯，以接近大眾的駕校

考試方式，向大眾介紹壹只拉布拉多犬是如何壹

步步成為導盲犬的。

壹只成熟的導盲犬需要經過四個成長階段：溫

情成長、學校訓練、匹配盲人、服務盲人。眾所周

知，科目二最難考，在導盲犬學校的訓練，也是導

盲犬訓練階段中最艱巨的壹環。要聽懂指令、能躲

避障礙物、拒絕食物與其他狗狗、玩具的誘惑等諸

多關卡，讓人聽到都不自覺震驚：這真的是狗狗能

做到的嗎？而事實是，狗狗在訓練過程中，任意壹

環節無法通過，便將被“無情”淘汰，再無做成導

盲犬的可能。這些標準聽似殘酷，但導盲犬作為

“視障人士的眼睛”，哪怕只是壹點點的小意外，

都是對視障人士生命的威脅。由此可見，成為壹只

導盲犬，狗狗們付出了太多，它們原有選擇成為普

通寵物的機會，但它們接受了上天的指派，堅持完

成了自己的使命，令人敬佩。

有人說，狗的壽命之所以只有十幾歲，人類卻可以活到幾十歲，是

因為人出生後要學習如何去愛，狗狗卻從壹出生就懂得愛。而成為壹只

導盲犬，不僅要懂得怎麼去愛，還要懂得相關專業知識，更是要懂得在

玩耍與為人類服務之間作出取舍。每壹只狗狗在成為導盲犬的時候，就

已經註定了要付出良多，正如特輯中小Q所說，“雖然成為導盲犬的過

程很辛苦，能夠陪伴主人的時光也很短暫，但能成為主人的眼睛，依然

是我壹生最驕傲的事情”。

電影《小Q》改編自感動三億亞洲讀者的小說《再見了，可魯》，

將於8月1日全國上映，在大銀幕向全社會講述導盲犬和主人之間相守壹

生、相伴到永遠的愛與忠誠的故事。



BB1010美南電視介紹

以脫口秀為中心，加入音樂表演，小品表演，

舞蹈，觀眾互動等多种表現形式。

▲ 節目截圖

節目介紹：
《《大鵬劇場秀》是《大鵬嘚吧嘚》的另一種線下演出模式，可以
說是精編版，或者帶有綜藝性質的《大鵬嘚吧嘚》。劇場秀模式部
分借鑒了美國輝煌了70年的王牌綜藝節目《周六夜現場》，以大鵬
擅長的脫口秀為中心，加入音樂表演，小品表演，舞蹈，觀眾互動
等多種表現形式，在豐富傳統脫口秀形式的同時，力求加強現場演
出時的代入感和即興感，事實證明，這種區別於線上信息單向傳播
的互動傳播方式為live演出增色不少，也取得了非常好的口碑。
本期節目將介紹: 大鵬嘚吧嘚第410期：大鵬劇場秀第二季 下集

播出時間：
每個週五上午10點，重播為週一早上5點和中午12點半。 ▲ 節目截圖

《大鵬劇場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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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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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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