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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會為您提供房屋買賣及相關的全方位, 一站式服務, 包括:
1. 地產評估 2. 按揭貸款  3. 房屋買賣 4.過戶登記 5. 安家服務。

代理費用最低！
服務態度最好！

作為您的房地產經紀和置業顧問,

Sophie Zhang

地址：950 Corbindale Rd, Ste 100, Houston, TX77024
網址：sophiezhang.kwrealty.com
電郵：szhang@kw.com

  電話: 832-   833- 0551 

SOUTHERN CHINESE WEEKLY

全美最權威的華文全媒體傳媒集團 today-america.com 8.9.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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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彥邦中醫師
德州醫務局針灸諮詢委員會委員三年
從事針灸中醫藥研究及開業四十五年
成材活力有限公司執行長
中藥 Phlobalance 富鹼寶發明人
《政治笑話》等三書作者



BB22時事圖片
星期二 2019年8月6日 Tuesday, August 6, 2019

世界多國世界多國““飛客飛客””征戰亞布力滑翔傘國際精英賽征戰亞布力滑翔傘國際精英賽

20192019第四屆中國第四屆中國··亞布力亞布力““新明家具杯新明家具杯””滑翔傘國際精英賽在哈爾滑翔傘國際精英賽在哈爾
濱亞布力開賽濱亞布力開賽，，來自國內外的來自國內外的4848名名““飛客飛客””馳騁藍天馳騁藍天，，在亞布力上演在亞布力上演
自由翺翔的盛會自由翺翔的盛會。。圖為滑翔傘淩空圖為滑翔傘淩空““綻放綻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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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天氣炎熱土耳其天氣炎熱
積雪融化形成巨大洞穴積雪融化形成巨大洞穴

土耳其巴特曼省土耳其巴特曼省，，因天氣炎熱積雪融化因天氣炎熱積雪融化，，MereMere--
toto山上形成了壹個高山上形成了壹個高22米米、、長長5050米的洞穴米的洞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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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上半年各地消費數據陸續發布
中國消費地圖長啥樣？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

全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達到10330元，

比上年同期名義增長7.5%。全國社會消

費品零售總額達到19.5萬億元，同比增

長 8.4%。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

60.1%，拉動經濟增長3.8個百分點。消

費依然是引領經濟穩定增長的重要動力

。近期，隨著各省市上半年經濟數據的

發布，壹幅更為細致的“消費地圖”呈

現在人們面前：上半年不同區域居民消

費有何特點？哪些地方居民“花錢”最

多？哪個省份消費增長最快？

收入支出相匹配
消費理念更新潮
今年上半年，各省居民人均消費支

出排名與去年基本相同，消費支出金額

較去年普遍上漲。數據顯示，今年上半

年人均消費支出排名前9位的分別是上

海、北京、天津、浙江、廣東、江蘇、

福建、遼寧、湖北，與去年上半年保持

壹致。但9省市人均消費支出較去年都

有所增加。其中，北京人均消費支出突

破2萬元，湖北人均消費支出突破1萬元

；重慶、內蒙古人均消費支出也突破1

萬元，使得今年上半年人均消費支出突

破1萬元的地區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個。

各地消費支出與收入水平也保持壹致，

人均可支配收入高的地區消費支出更高，

收入增長快的地區消費能力提升也較快。

今年上半年，上海、北京、浙江、天津、

江蘇、廣東、福建、遼寧、山東9省市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過全國平均水平。與

收入水平相對應，這些人均收入排在前列

的省市也占據了今年上半年各地居民人均

消費支出排行榜上的第壹陣營。

在消費能力靠前的地區中，新的消

費理念格外突出。

前不久，在天津生活的盧女士在公司

對面的健身房花了1400元辦了壹張為期半

年的健身卡。在她看來，這是自己上半年

消費當中最有意義的壹筆。“平時，占據

消費時間最多的還是網購、買衣服什麼的

。不過，現在大家都越來越關註自己的身

體健康和外在形象，辦健身卡也不單純是

為了減肥，某種程度上也算是壹種健康投

資吧。”盧女士表示。

家住北京的“90後”姑娘姜虹冰表

示，自己今年上半年的開支主要都花在

了文娛活動上，看演出、看話劇、外出

旅遊成了她的主要消費項目。作為金屬

樂愛好者，姜虹冰平均每個月要去看兩

場演出，演出門票幾乎成了她每個月的

固定開支。同時，話劇和音樂劇也是她

的消費大頭。“僅6月23日我就連看了

兩場演出。此外，今年3月份和6月份我

還分別去了日本和香港旅遊。”姜虹冰

坦言，旅遊確實花了不少錢，但是這些

消費帶來的精神享受讓自己樂在其中。

東南沿海體量大
中西部消費增速快
縱覽上半年“消費地圖”，東南沿海

經濟強省表現總體穩定，消費市場體量龐

大，同時中西部地區的消費增長則較快。

就居民人均消費支出來看，上半年排

名前10的省份中東南沿海省份占據半壁江

山，上海、浙江、廣東、江蘇、福建5省

市人均消費支出均超過全國平均水平，位

居全國前列。其中，上海上半年全市批發

和零售業實現零售額6079.28億元，比去

年同期增長9.0%；住宿和餐飲業實現零售

額582.16億元，增長2.9%；浙江上半年全

省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12667億元，同比

名義增長9.3%，比全國平均高0.9個百分

點；廣東上半年實現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

20680.41億元，同比增長7.7%，增幅比壹

季度提高0.8個百分點。

中西部省份消費市場體量雖然不及

東南沿海，但增速普遍較快。其中，四

川省上半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

長10.5%，增速比全國平均水平高2.1個

百分點；河南省上半年社會消費品零售

總額同比增長10.7%，高於全國平均水

平2.3個百分點；江西省上半年社會消費

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11.2%，高於全國

平均水平2.8個百分點。

家住河南農村的趙大爺和老伴向來

生活節儉。如今，隨著生活條件越來越

好，老兩口的消費水平也壹點點提了上去

。以往家裏舍不得裝空調，每年夏天老兩

口還是堅持用電扇。今年上半年，趙大爺

老兩口在子女的勸說下添置了新空調。除

了裝空調，趙大爺家今年還在當地政府幫

助下改造了廁所，購買了新的衛浴建材。

“雖然花了壹點錢，但是生活質量得到了

改善，這錢花得很有必要。”趙大爺說。

為了進壹步鞏固消費活力，沿海省

份也頻出實招。例如，廣東出臺《廣東

省完善促進消費體制機制實施方案》，

針對當前制約消費突出問題，提出九方

面29條具體舉措，穩定改善消費預期，

營造良好消費環境，促進形成強大統壹

市場。其中，專門為優化汽車消費環境

提出了逐步放寬廣州、深圳市汽車搖號

和競拍指標、擴大準購規模等舉措。

消費潛力釋放
新業態不斷湧現
隨著移動互聯網技術的發展，在上

半年“消費地圖”中，服務型消費、發

展型消費、體驗型消費成為了不少地區

都具有的消費特色。例如，上半年，北

京服務性消費對總消費增長的貢獻率達

到70.4%，通信、教育文化娛樂、醫療

保健等升級類消費對總消費增長的貢獻

率達六成；上海無店鋪零售額完成

1173.24億元，比去年同期增長20.4%。

在濟南工作的白領原源說，自從工

作之後經濟獨立了，個人開支比以前多

了不少，今年上半年網購的頻率有所增

加。“除了日常買衣服和日用品，我平

時很喜歡買視頻網站會員、網絡遊戲禮

包這些虛擬文娛產品。”她說。

國家統計局服務業統計司司長杜希雙

指出，網絡基礎設施建設和電信普遍服務

持續推進，5G網絡布局加快，新壹代信息

技術加速突破應用，數字化、信息化、智

能化的新產品新業態不斷湧現。特別是隨

著移動支付更加普及，智慧物流、社交電

商迅速發展，網絡消費繼續保持快速增長。

中國貿易促進會研究院研究員趙萍

表示，隨著中國居民收入提高，消費規

模不斷擴大、消費水平不斷提高、消費

結構繼續優化，消費對經濟發展的基礎

性作用更加凸顯。這既是中國經濟韌性

強、潛力大、活力旺的表現，也將進壹

步提升中國經濟抗風險能力，為高質量

發展增添更多後勁。

“壹方面，城市經濟體量大，經濟發

展已經進入高水平階段，消費市場的發展

也由追求速度向追求質量轉變，消費增速

相對放緩，消費增長開始凸顯商品消費和

服務消費之間、商品消費結構內部的優化，

這也是經濟進入新常態的表現。另壹方面，

廣大鄉村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較城市有較大差

距，農村居民收入增長快於城鎮居民，很多

農村居民擴大消費的意願十分強烈。因此，

未來中國各地消費將存在‘提質’和‘擴量’

同時存在的情況，各省之間、城鄉之間將會

更加多樣化的消費格局，從而為中國經濟平

穩健康增長貢獻更多拉動力。”趙萍說。

上海打造人工智能“全球競技場”
綜合報導 據上海市經信委發布的消息，上海人

工智能產業發展正呈現出鮮明的“頭雁效應”。到

2020年，上海要形成60個AI深度應用場景、6個創新

應用示範區，全力打造國家人工智能發展高地。

目前壹批AI深度應用場景已率先試水。比如，

隨著《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於7月1日正式實

施，“人工智能在生活垃圾分類中的應用”場景需求

引人關註，具體需求涵蓋生活垃圾AI智能識別報

警、分類清運、自動分類、到垃圾回收整個流程。

又如，上海體育學院中國乒乓球學院對“智能乒

乓球教練”應用場景提出了需求，包括對專業運動員

擊球動作的針對性訓練、對初學者或愛好者的教學，

以及支持對抗、模擬訓練的智能兵乓球機器人等。

據悉，目前人工智能已上升為上海優先發展戰

略，產業發展進入“快車道”，上海初步建成為中

國人工智能發展的領先地區之壹。

人工智能企業方面，微軟、亞馬遜等國際科技

巨頭，為上海AI產業帶來國際視野和開放協同交

流的機會；百度、阿裏

巴巴、騰訊等國內龍頭

企業，科大訊飛、商湯

、寒武紀、雲從等行業

獨角獸，利用自身的技術積累All in AI或賦能百

業；依圖、深蘭、氪信等本土人工智能新銳企業，

以及更多初創企業，正在為產業發展註入活力、做

大基數。在政府重點扶持和培育下，這些企業依托

上海紮實的產業鏈基礎和創業氛圍，實現快速增長

，在各自領域嶄露頭角。

區域集聚引導效應顯現。目前，上海全市已形

成以浦東張江、徐匯濱江重點區域為引領，楊浦、

長寧、閔行、靜安等各區域聯動，馬橋等創新試驗

區啟動的發展格局。

另外，上海的AI創新平臺建設穩步推進，這

裏既有微軟-儀電創新平臺、上海腦科學與類腦研

究中心、交大、復旦、同濟相關基礎研發平臺和研

究機構；也有亞馬遜、阿裏、百度、科大訊飛的人

工智能創新中心，騰訊、上汽、寶鋼人工智能實驗

室，國家集成電路、智能傳感器創新中心等行業創

新中心，商湯人工智能算力平臺、復旦微電子異構

智能芯片項目、聯影人工智能醫療創新平臺等項目

也在加速建設中。

據相關報告顯示，全國已有1/3人工智能人才

集聚上海，上海尤其在計算機視覺、語音語義識別

、腦智工程等領域頗具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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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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峽兩岸》柯文哲組黨拼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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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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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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見領袖、時尚先鋒、行業精英、
業界大咖。。。。。。

熱點時事、熱門話題、勵誌故事、
傳奇人生。。。。。。

美南國際電視最新訪談欄目

《美南大咖談》隆重上線！
本期嘉賓：休斯頓TMCO交響樂團
中提琴演奏家劉銳、青年鋼琴家

LULU LIU;
熱點話題：青年鋼琴家LULU LIU的
成長之路、青少年音樂教育等
歡迎點擊以下鏈接收看：

https://youtu.be/TmqpViWMapA

《美南大咖談》報紙預告：

星期二 2019年7月30日 Tuesday, July 06 , 2019



BB66休城新聞

急救常識

星期二 2019年8月6日 Tuesday, August 6, 2019

韓國瑜發言人神似鞏俐
台網友：至少多1萬票

【【泉深報導泉深報導】】高雄市長韓國高雄市長韓國
瑜拼瑜拼20202020““大選大選”，”，請來台視主請來台視主
播何庭歡擔任競選總部發言人播何庭歡擔任競選總部發言人，，
何庭歡的甜美氣質何庭歡的甜美氣質，，也讓網友不也讓網友不
禁喊禁喊：：韓國瑜這招厲害韓國瑜這招厲害，，至少會至少會
多多11萬票萬票！！

30歲的何庭歡，畢業於台灣師
範大學社會教育系，可說一戰成名
，2014年，台北市長柯文哲赴台北
天后宮參拜時，何庭歡為了要收音
，乾脆跪著訪問，她這個舉動在
PTT引來一堆網友熱議。

如今何庭歡出任韓國瑜競選總

部發言人，PTT 網友紛紛喊說：
“韓陣營這招太犯規了吧！有人在
意發言人說了什麼內容嗎？”也有
網友認為，何庭歡應該超越學姐了
，何庭歡要臉有臉，要腿有腿，韓
國瑜這招實在太高招。何庭歡只要
常常出來發言，選票應該會源源不
絕的增加。

也有人認為，“神韻有點像鞏
俐。”“可能跟馬英九有師奶票類
似吧...”、“女神級的。”、“超
正！”

【泉深報導】8 月 2 日，新任中國
駐休斯敦總領事蔡偉抵達休斯敦履新。
休斯敦市政府禮賓辦、休斯敦僑界代表
和總領館工作人員前往機場迎接。

蔡總領事在機場向媒體表示，在中
美建交、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建館 40
週年之際，出任第 14 任總領事，深感
使命光榮、責任重大。當前，中美關係
處於關鍵重要階段，雙方應著力落實好
兩國元首達成的重要共識，共同推進以
協調、合作、穩定為基調的中美關係。
美國南部地區是充滿發展機遇的熱土，
對華合作成果豐碩、潛力巨大、前景光
明。我和我的同事願同美方一道，進一
步促進領區各界同中國的交流合作，增
進兩國人民了解信任，為中美關係持續

健康穩定發展作出更多積極貢獻。
蔡總領事特別指出，美南地區僑胞

眾多，長期以來支持中國發展建設、和
平統一大業，積極致力於推動中美各領
域友好交流合作，他對此深表讚賞和感
謝，希望通過媒體向領區各界僑胞致以
親切問候，希望僑胞們繼續支持總領館
工作，繼續發揮好中美友誼之橋的作用
。

蔡總領事還專門詢問了日前美國航
空學院一名中國學員不幸遇難的善後進
展，表示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將繼續踐
行外交為民理念，維護中國公民和企業
合法權益，做好各項領事服務工作。
蔡偉總領事簡歷

蔡偉，男，1971年3月生，浙江諸

暨人，法學碩士。
1997-2000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機關黨委科員、隨員
2000-2004 駐加拿大使館隨員、三

秘、二秘
2004-2007 外交部北美大洋洲司二

秘、副處長
2007-2009 外交部拉丁美洲和加勒

比司副處長、處長
2009-2011 外交部拉丁美洲和加勒

比司參贊
2011-2014 外交部北美大洋洲司參

贊、副司長
2014-2019 駐澳大利亞聯邦大使館

公使
2019- 駐休斯敦總領事館總領事

新任中國駐休斯敦總領事蔡偉
抵達休斯敦履新



BB77德州本地新聞
星期二 2019年8月6日 Tuesday, August 6, 2019

（本報訊）一些經濟學家估計，美國總統川普
計劃對中國輸美商品徵收的最新關稅將使美國每個
家庭每年平均損失200美元，而且在假日購物季到
來之際，這將會開始影響消費者和零售商。

紐約聯邦儲備銀行的一項分析表明，除了這一
損失之外，川普現有的關稅政策已經導致每個美國
家庭約損失了830美元。

川普計劃從9月開始對從中國進口的價值3000
億美元商品徵收10%的關稅，目的是推動與北京的
貿易談判朝著有利於美國的方向發展。新關稅實施
之前，川普已經對2500億美元中國產品徵收了25%
的關稅。這主要是工業品。相比之下，新關稅將針
對美國消費者使用的產品，比如鞋、服裝和手機。

對於已經感受到壓力的零售商來說，隨著至關
重要的假日購物季到來，提高價格將造成沉重打擊
。

有些企業正考慮在新關稅生效之前增加商品交
付量。總部設在洛杉磯的MGA娛樂公司首席執行
官伊薩克•拉里安說，公司將趕在9月1日的最後
期限之前加速從中國向美國運送產品，並且將因此
為每個集裝箱多支付 300 至 400 美元。該公司製造
廣受歡迎的玩具娃娃。

他估計整個系列的玩具價格將提高10%。他說
：“許多消費者買不起，需求將會下降。”

貿易團體美國服裝與鞋類協會的數據顯示，
2018年，美國銷售的服裝有42%是在中國生產的。
鞋類的數字是69%。

該貿易團體的執行副總裁史蒂夫•拉馬爾說：
“這造成了現金短缺、嚴重混亂和不確定性。這一
切發生的時機再糟糕不過了。”

根據牛津經濟諮詢社的估計，計劃徵收的新關
稅將使每個家庭損失200美元。

[本報訊]德州與俄亥俄州週末
接連發生槍擊案造成29人喪命後，美國
總統川普今天呼籲國會議員通過法案，
規定嚴查採購槍枝者的身家背景。

連番爆發槍擊案後，川普在白宮發
表談話。他稍早推文說，不能讓死者
「白白犧牲」，並呼籲兩黨採取行動立

法，對槍枝買主實施更進一步的查覈。
在上午10時發表談話前，川普先發

推文指出： 「我們不能讓德州艾爾帕索
市（El Paso）與俄州岱頓鎮（Dayton）
的遇害者白白犧牲，那些受重傷的也是

一樣。我們不能忘記他們，還有之前更
多的受害者。」

他說： 「共和黨與民主黨必須共同
合作，通過嚴查身家背景的法規，或許
這項立法應與迫切需要的移民改革結合
，我們必須從這兩起慘案記取教訓。」

3日發生在德州艾爾帕索市沃爾瑪
賣場的槍擊案造成20人喪命。當局指出
，這起事件可能是出自於種族動機的仇
恨犯罪。就在13個小時後，俄州岱頓鎮
另一槍手擊斃9人，兩起槍擊案共有數
十人受傷。

（本報訊）德州艾爾巴索槍擊案造成20人死亡與數十人受傷，目前該案已被視為國內恐怖主
義事件進行調查。

德州西區聯邦檢察官巴許(John F. Bash)4日指出，聯邦當局慎重考慮在本案提出仇恨犯罪控訴
，這類罪刑最重恐被判死刑；地區檢察官也擬判死刑。巴許表示： 「我們將此案以國內恐怖主義
案件處理，我們將以對待國內恐怖分子的方式來解決。」

墨西哥政府表示，德州沃爾瑪槍擊案中有至少六名墨西哥公民遭殺害，還有七名墨西哥公民
受傷。

艾爾巴索郡警長威爾斯(Richard Wiles)3日在臉書指出，德州槍擊案的白人槍手來此殺害西語
裔，他認為全民都該共憤，並強調大眾仍面臨因膚色殺人的問題。

德州艾爾巴索槍擊案兇手為達拉斯21歲白人男子克魯修斯(Patrick Crusius)，他向警方投降，

讓警方難得有機會直接訊問濫射案嫌犯；許多槍擊案的槍手通常會遭射殺或自盡。
警方表示，克魯修斯表現配合，但警方不願細說雙方對話內容。艾爾巴索警局局長艾倫(Greg

Allen)表示： 「基本上他任何事都不隱瞞，警方問了問題，他也配合回答。」
「每日郵報」(Daily Mail)報導，嫌犯父親布萊恩．克魯修斯(Bryan Crusius)在2014年回憶錄中

闡述，他長年吸毒酗酒，並與嫌犯生母離婚，讓克魯修斯在破碎的家庭中長大；布萊恩甚至自稱
能看到耶穌並與祂對話。

根據法律文件，德州當局控克魯修斯一級謀殺罪，他也準備被送往艾爾巴索監獄。
艾爾巴索地區檢察官埃斯帕薩(Jaime Esparza)4日表示，一級謀殺罪可能被判死刑，他也表示當

局會尋求判死刑。
聯邦當局最後也會提出控訴，而且不會取代地方檢察官的控訴。

經濟學家預估關稅政策將使每個美國家庭損失經濟學家預估關稅政策將使每個美國家庭損失200200美元美元槍擊案造成槍擊案造成2929人喪命人喪命
川普籲嚴查買槍者背景川普籲嚴查買槍者背景

德州濫射案涉一級謀殺 定調國內恐怖攻最重判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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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暑過後又到仲夏，天
天驕陽高掛，日日熱浪迫人
，氣溫總有40幾度 ， 真是
趕狗也不想出門，怕會熱到
「廣東佬話齋： 蒙古皇打仔

，大汗耷細汗」 。不過上周
週三下午，我跟太太外家一
行廿人，浩浩蕩蕩駕車去到
休市糖城湖畔，參觀大舅兄
剛剛買下的豪宅，果然風光
明媚，景物宜人。

造訪既畢，我們兵分兩
路，年青人去看電影 Lion
King. 我等 「登陸之年」 （皆
是60 歲以上）的長者，直往
休市中國城黃金商塲進發，
去一試新食店 「煲來飽去」

。
看官聽到這個店名，也

許會有個疑問, 煲什麼菜？會
食得飽嗎？為食書生如我本
人，首次從友人口中聽到這
個店名時，也有着上述這種
疑問。吾友乃是食 家一族，
哪裡出現新餐館，他一定會
上門一試。食店 「煲來飽去
」 於5 月18 號開張大吉，他
於5 月尾己去試菜，發覺他
門的招牌菜廣東式煲仔飯，
特別可口，店中飲料，亦有
特色，因此特向我這位 「為
食書生」 推介。 「百聞不如
一食」 ，趁今天親戚聚會，
我們就不會放過機會親身上

陣一試。
從中國城百利大道上走

入黃金商塲，食店 「煲來飽
去」 就在它的右方。放眼看
看這一邊，就有老地方、茶
坊、鑫城、美味居、東雲閣
、88 Lounge, Tea For U ,東海
酒家等8 間食肆，每間都擁
有一定粉絲，食店 「煲來飽
去」 要能在這裡立足， 我斷
言，必定要有過人之處。

就在我思索之間，眾人
已把我推入餐廳坐下， 「 大
家想必又飢又渴，馬上點菜
，我來作東！」 因為是我們
去參觀大舅的新居，所以獲
得他的熱誠招待。但是更熱

誠的，是店中那位年輕苗條
的女侍應，她帶上餐牌，向
我們娓娓介紹店中的首本名
菜：

1，煲仔飯，廣東風味，
有11 種，分別是牛肉、滑鷄
、雞柳、排骨、义燒、臘味
、田雞、鰻魚等。

2，雙拼飯，港式風味，
隨飱時，可以任意挑選燉湯
或飲料，認真抵食夾大件。

3，便當飯，分有6 款，
豬、雞、牛、蝦、臘腸、款
款皆精。p

此外還有燉湯、啫啫粉
、小吃及多款飲料。

我記得起吾 友最欣賞該

店的是廣東式煲仔菜，我們
今次初來光顧，一行8 人，
便集中品嚐他們的招牌菜。
店方大方告知： 每逢周一至
週四下午二時半到四時半到
來，只要點上一個正餐，店
方便會送上價值4 元5 角的
奶茶。因此今天我們誤打誤
撞地到來，店方毫不猶豫地
送上8 份飲品，為我們消暑
解渴。

結賬之時，該店女老闆
走上來問我，餐味如何？我
代表大家回答： 「琵琶跌落
鑊，冇得彈。份量又夠多，
你看我們都要打包帶走哩！
」

（（為食書生為食書生））「「煲來飽去煲來飽去」」莫錯過莫錯過楊楚楓楊楚楓

德州佛教會德州佛教會 20192019年盂蘭盆超薦年盂蘭盆超薦
暨供僧法會暨供僧法會

本會謹訂於陽曆八月十八日(星期
日)上午十時，於玉佛寺大雄寶殿舉行盂
蘭盆超薦及供僧法會。法會中，將恭請
圓福法師演講 「在現代生活中，如何實

踐供僧孝親的善行」 。同時將遵照佛教
傳統，由全體信眾供養僧寶，共修無上
福田。

盂蘭盆四日法會活動中，將於八月

十五、十六日兩晚恭誦《地藏菩薩本願
經》。八月十七日舉行 「三時繫念」 佛
事一堂，以祈冥陽兩利。法會期間，特

供設往生超薦牌位，結掛祈福平安燈和
薦亡超度燈。藉此法會功德因緣，祈願
世界和平，人民安樂，在生者福壽增長

，過去者往生淨土。詳情請看下表和附
件。

美國德州佛教會玉佛寺
TEXAS BUDDHIST ASSOCIATION, INC.

JADE BUDDHA TEMPLE
6969 West Branch Drive, Houston, TX  77072

(：281-498-1616　　:：www.JadeBuddha.org

盂蘭盆超薦暨供僧法會

日期 時間 內容 地點

八月十五日（星期四） 7:30pm－9:30pm
諷誦「地藏菩薩本願經」

前6品、開示

大雄寶殿八月十六日（星期五） 7:30pm－9:30pm
諷誦「地藏菩薩本願經」

後7品、開示

八月十七日（星期六） 9:00am－4:30pm 三時繫念超薦佛事

八月十八日（星期日）
10:00am－12:00pm 盂蘭盆超薦供僧報恩法會

1:30pm－3:00pm 念佛大回向 觀音殿

八月二十四日（星期六） 10:30am－11:30am 超度回向法會 菩提中心報恩塔

本會謹訂於陽曆八月十八日(星期日)上午十時，於

玉佛寺大雄寶殿舉行盂蘭盆超薦及供僧法會。法會中，將

恭請圓福法師演講「在現代生活中，如何實踐供僧孝親的

善行」。同時將遵照佛教傳統，由全體信眾供養僧寶，共

修無上福田。

盂蘭盆四日法會活動中，將於八月十五、十六日兩

晚恭誦《地藏菩薩本願經》。八月十七日舉行「三時繫

念」佛事一堂，以祈冥陽兩利。法會期間，特供設往生超

薦牌位，結掛祈福平安燈和薦亡超度燈。藉此法會功德因

緣，祈願世界和平，人民安樂，在生者福壽增長，過去者

往生淨土。

盂蘭盆超薦供僧法會活動時間表

註：八月十七日（星期六）及八月十八日（星期日）法會當天，本寺敬備午齋結緣。

美國德州佛教會玉佛寺
TEXAS BUDDHIST ASSOCIATION, INC.

JADE BUDDHA TEMPLE
6969 West Branch Drive, Houston, TX  77072

(：281-498-1616　　:：www.JadeBuddha.org

盂蘭盆超薦暨供僧法會

日期 時間 內容 地點

八月十五日（星期四） 7:30pm－9:30pm
諷誦「地藏菩薩本願經」

前6品、開示

大雄寶殿八月十六日（星期五） 7:30pm－9:30pm
諷誦「地藏菩薩本願經」

後7品、開示

八月十七日（星期六） 9:00am－4:30pm 三時繫念超薦佛事

八月十八日（星期日）
10:00am－12:00pm 盂蘭盆超薦供僧報恩法會

1:30pm－3:00pm 念佛大回向 觀音殿

八月二十四日（星期六） 10:30am－11:30am 超度回向法會 菩提中心報恩塔

本會謹訂於陽曆八月十八日(星期日)上午十時，於

玉佛寺大雄寶殿舉行盂蘭盆超薦及供僧法會。法會中，將

恭請圓福法師演講「在現代生活中，如何實踐供僧孝親的

善行」。同時將遵照佛教傳統，由全體信眾供養僧寶，共

修無上福田。

盂蘭盆四日法會活動中，將於八月十五、十六日兩

晚恭誦《地藏菩薩本願經》。八月十七日舉行「三時繫

念」佛事一堂，以祈冥陽兩利。法會期間，特供設往生超

薦牌位，結掛祈福平安燈和薦亡超度燈。藉此法會功德因

緣，祈願世界和平，人民安樂，在生者福壽增長，過去者

往生淨土。

盂蘭盆超薦供僧法會活動時間表

註：八月十七日（星期六）及八月十八日（星期日）法會當天，本寺敬備午齋結緣。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曉士頓同源會主辦第曉士頓同源會主辦第4949屆休士頓華埠小姐選美獎學金之夜圓滿成功屆休士頓華埠小姐選美獎學金之夜圓滿成功
楊若潤榮獲休士頓華埠小姐楊若潤榮獲休士頓華埠小姐、、楊小雪榮獲中國新年小姐楊小雪榮獲中國新年小姐、、汪榮第二公主汪榮第二公主

同源會會長李成純如同源會會長李成純如（（二左二二左二）、）、MarkMark
LeeLee、）、）前會長劉秀美前會長劉秀美（（二右二二右二），），休士休士
頓特納市長頓特納市長（（二右三二右三），）， Dorth Yee(Dorth Yee(二右二右
一一），），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夫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夫
婦婦（（一右二一右二、、一右一一右一））及中外貴賓們於及中外貴賓們於77
月月2727日在日在Royal Sonesta HotelRoyal Sonesta Hotel歡聚一堂歡聚一堂。。

曉士頓同源會李成純如會長曉士頓同源會李成純如會長（（Alice Lee)Alice Lee)
歡迎歡迎500500位中外佳賓們參加位中外佳賓們參加 「「第第4949屆休士屆休士
頓華埠小姐選美暨獎學金之夜頓華埠小姐選美暨獎學金之夜」」盛會盛會。。

張世勳僑務委員張世勳僑務委員（（右二右二）、）、 PhilipPhilip
Patrick Sun(Patrick Sun(左一左一））等贊助者出席曉士頓等贊助者出席曉士頓
同源會主辦同源會主辦 「「第第4949屆休士頓華埠小姐屆休士頓華埠小姐

選美暨獎學金之夜選美暨獎學金之夜」」盛會盛會。。

關振鵬律師夫婦參加曉士頓同源關振鵬律師夫婦參加曉士頓同源
會主辦會主辦 「「第第4949屆休士頓華埠小姐屆休士頓華埠小姐

選美暨獎學金之夜選美暨獎學金之夜」」盛會盛會。。

洪家鶴洪家鶴（（左一左一）、）、鐵大鵬夫婦鐵大鵬夫婦（（左二左二），），
陳德新先生陳德新先生（（右一右一））等出席等出席 「「第第4949屆休士屆休士
頓華埠小姐選美暨獎學金之夜頓華埠小姐選美暨獎學金之夜」」盛會盛會。。

嚴歡嚴歡（（右五右五））榮獲第榮獲第4848屆休士頓華埠屆休士頓華埠
小姐后冠小姐后冠，，與優勝者合影與優勝者合影。。

66號楊若潤回答主持人號楊若潤回答主持人Jonas ChinJonas Chin機智問答機智問答。。55號白文翠榮獲號白文翠榮獲 「「才藝小姐才藝小姐」」，，獲余麗明小姐獲余麗明小姐
頒獎頒獎。。白文翠同時榮獲白文翠同時榮獲 「「友誼小姐友誼小姐」」。。

第第4949屆休士頓華埠小姐楊若潤屆休士頓華埠小姐楊若潤（（左四左四），），中國中國
新年小姐楊小雪新年小姐楊小雪（（左五左五），），第二公主汪榮第二公主汪榮（（左左
三三），），才藝小姐及友誼小姐白文翠才藝小姐及友誼小姐白文翠（（左六左六））及及

得獎者接受與會人士的祝福得獎者接受與會人士的祝福。。

選美會共同主席朱李翠萍選美會共同主席朱李翠萍（（左一左一）、）、伍朱月仙伍朱月仙
（（Linda Wu,Linda Wu,左二左二））祝賀第祝賀第4949屆休士頓華埠小姐屆休士頓華埠小姐
楊若潤楊若潤（（左四左四）、）、中國新年小姐楊小雪中國新年小姐楊小雪（（右三右三
）、）、第二公主汪榮第二公主汪榮（（左三左三），），才藝小姐及友誼才藝小姐及友誼

小姐白文翠小姐白文翠（（右二右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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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01-ZHANG SOPHIE 張晴_C246_4

我會為您提供房屋買賣及相關的全方位, 一站式服務, 包括:
1. 地產評估 2. 按揭貸款  3. 房屋買賣 4.過戶登記 5. 安家服務。

代理費用最低！
服務態度最好！

作為您的房地產經紀和置業顧問,

Sophie Zhang

地址：950 Corbindale Rd, Ste 100, Houston, TX77024
網址：sophiezhang.kwrealty.com
電郵：szhang@kw.com

  電話: 832-   833- 0551 

SOUTHERN CHINESE WEEKLY

全美最權威的華文全媒體傳媒集團 today-america.com 8.9.2019

1180

 全球直播
LIVE

成彥邦中醫師
德州醫務局針灸諮詢委員會委員三年
從事針灸中醫藥研究及開業四十五年
成材活力有限公司執行長
中藥 Phlobalance 富鹼寶發明人
《政治笑話》等三書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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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多國世界多國““飛客飛客””征戰亞布力滑翔傘國際精英賽征戰亞布力滑翔傘國際精英賽

20192019第四屆中國第四屆中國··亞布力亞布力““新明家具杯新明家具杯””滑翔傘國際精英賽在哈爾滑翔傘國際精英賽在哈爾
濱亞布力開賽濱亞布力開賽，，來自國內外的來自國內外的4848名名““飛客飛客””馳騁藍天馳騁藍天，，在亞布力上演在亞布力上演
自由翺翔的盛會自由翺翔的盛會。。圖為滑翔傘淩空圖為滑翔傘淩空““綻放綻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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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天氣炎熱土耳其天氣炎熱
積雪融化形成巨大洞穴積雪融化形成巨大洞穴

土耳其巴特曼省土耳其巴特曼省，，因天氣炎熱積雪融化因天氣炎熱積雪融化，，MereMere--
toto山上形成了壹個高山上形成了壹個高22米米、、長長5050米的洞穴米的洞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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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上半年各地消費數據陸續發布
中國消費地圖長啥樣？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

全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達到10330元，

比上年同期名義增長7.5%。全國社會消

費品零售總額達到19.5萬億元，同比增

長 8.4%。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

60.1%，拉動經濟增長3.8個百分點。消

費依然是引領經濟穩定增長的重要動力

。近期，隨著各省市上半年經濟數據的

發布，壹幅更為細致的“消費地圖”呈

現在人們面前：上半年不同區域居民消

費有何特點？哪些地方居民“花錢”最

多？哪個省份消費增長最快？

收入支出相匹配
消費理念更新潮
今年上半年，各省居民人均消費支

出排名與去年基本相同，消費支出金額

較去年普遍上漲。數據顯示，今年上半

年人均消費支出排名前9位的分別是上

海、北京、天津、浙江、廣東、江蘇、

福建、遼寧、湖北，與去年上半年保持

壹致。但9省市人均消費支出較去年都

有所增加。其中，北京人均消費支出突

破2萬元，湖北人均消費支出突破1萬元

；重慶、內蒙古人均消費支出也突破1

萬元，使得今年上半年人均消費支出突

破1萬元的地區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個。

各地消費支出與收入水平也保持壹致，

人均可支配收入高的地區消費支出更高，

收入增長快的地區消費能力提升也較快。

今年上半年，上海、北京、浙江、天津、

江蘇、廣東、福建、遼寧、山東9省市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過全國平均水平。與

收入水平相對應，這些人均收入排在前列

的省市也占據了今年上半年各地居民人均

消費支出排行榜上的第壹陣營。

在消費能力靠前的地區中，新的消

費理念格外突出。

前不久，在天津生活的盧女士在公司

對面的健身房花了1400元辦了壹張為期半

年的健身卡。在她看來，這是自己上半年

消費當中最有意義的壹筆。“平時，占據

消費時間最多的還是網購、買衣服什麼的

。不過，現在大家都越來越關註自己的身

體健康和外在形象，辦健身卡也不單純是

為了減肥，某種程度上也算是壹種健康投

資吧。”盧女士表示。

家住北京的“90後”姑娘姜虹冰表

示，自己今年上半年的開支主要都花在

了文娛活動上，看演出、看話劇、外出

旅遊成了她的主要消費項目。作為金屬

樂愛好者，姜虹冰平均每個月要去看兩

場演出，演出門票幾乎成了她每個月的

固定開支。同時，話劇和音樂劇也是她

的消費大頭。“僅6月23日我就連看了

兩場演出。此外，今年3月份和6月份我

還分別去了日本和香港旅遊。”姜虹冰

坦言，旅遊確實花了不少錢，但是這些

消費帶來的精神享受讓自己樂在其中。

東南沿海體量大
中西部消費增速快
縱覽上半年“消費地圖”，東南沿海

經濟強省表現總體穩定，消費市場體量龐

大，同時中西部地區的消費增長則較快。

就居民人均消費支出來看，上半年排

名前10的省份中東南沿海省份占據半壁江

山，上海、浙江、廣東、江蘇、福建5省

市人均消費支出均超過全國平均水平，位

居全國前列。其中，上海上半年全市批發

和零售業實現零售額6079.28億元，比去

年同期增長9.0%；住宿和餐飲業實現零售

額582.16億元，增長2.9%；浙江上半年全

省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12667億元，同比

名義增長9.3%，比全國平均高0.9個百分

點；廣東上半年實現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

20680.41億元，同比增長7.7%，增幅比壹

季度提高0.8個百分點。

中西部省份消費市場體量雖然不及

東南沿海，但增速普遍較快。其中，四

川省上半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

長10.5%，增速比全國平均水平高2.1個

百分點；河南省上半年社會消費品零售

總額同比增長10.7%，高於全國平均水

平2.3個百分點；江西省上半年社會消費

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11.2%，高於全國

平均水平2.8個百分點。

家住河南農村的趙大爺和老伴向來

生活節儉。如今，隨著生活條件越來越

好，老兩口的消費水平也壹點點提了上去

。以往家裏舍不得裝空調，每年夏天老兩

口還是堅持用電扇。今年上半年，趙大爺

老兩口在子女的勸說下添置了新空調。除

了裝空調，趙大爺家今年還在當地政府幫

助下改造了廁所，購買了新的衛浴建材。

“雖然花了壹點錢，但是生活質量得到了

改善，這錢花得很有必要。”趙大爺說。

為了進壹步鞏固消費活力，沿海省

份也頻出實招。例如，廣東出臺《廣東

省完善促進消費體制機制實施方案》，

針對當前制約消費突出問題，提出九方

面29條具體舉措，穩定改善消費預期，

營造良好消費環境，促進形成強大統壹

市場。其中，專門為優化汽車消費環境

提出了逐步放寬廣州、深圳市汽車搖號

和競拍指標、擴大準購規模等舉措。

消費潛力釋放
新業態不斷湧現
隨著移動互聯網技術的發展，在上

半年“消費地圖”中，服務型消費、發

展型消費、體驗型消費成為了不少地區

都具有的消費特色。例如，上半年，北

京服務性消費對總消費增長的貢獻率達

到70.4%，通信、教育文化娛樂、醫療

保健等升級類消費對總消費增長的貢獻

率達六成；上海無店鋪零售額完成

1173.24億元，比去年同期增長20.4%。

在濟南工作的白領原源說，自從工

作之後經濟獨立了，個人開支比以前多

了不少，今年上半年網購的頻率有所增

加。“除了日常買衣服和日用品，我平

時很喜歡買視頻網站會員、網絡遊戲禮

包這些虛擬文娛產品。”她說。

國家統計局服務業統計司司長杜希雙

指出，網絡基礎設施建設和電信普遍服務

持續推進，5G網絡布局加快，新壹代信息

技術加速突破應用，數字化、信息化、智

能化的新產品新業態不斷湧現。特別是隨

著移動支付更加普及，智慧物流、社交電

商迅速發展，網絡消費繼續保持快速增長。

中國貿易促進會研究院研究員趙萍

表示，隨著中國居民收入提高，消費規

模不斷擴大、消費水平不斷提高、消費

結構繼續優化，消費對經濟發展的基礎

性作用更加凸顯。這既是中國經濟韌性

強、潛力大、活力旺的表現，也將進壹

步提升中國經濟抗風險能力，為高質量

發展增添更多後勁。

“壹方面，城市經濟體量大，經濟發

展已經進入高水平階段，消費市場的發展

也由追求速度向追求質量轉變，消費增速

相對放緩，消費增長開始凸顯商品消費和

服務消費之間、商品消費結構內部的優化，

這也是經濟進入新常態的表現。另壹方面，

廣大鄉村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較城市有較大差

距，農村居民收入增長快於城鎮居民，很多

農村居民擴大消費的意願十分強烈。因此，

未來中國各地消費將存在‘提質’和‘擴量’

同時存在的情況，各省之間、城鄉之間將會

更加多樣化的消費格局，從而為中國經濟平

穩健康增長貢獻更多拉動力。”趙萍說。

上海打造人工智能“全球競技場”
綜合報導 據上海市經信委發布的消息，上海人

工智能產業發展正呈現出鮮明的“頭雁效應”。到

2020年，上海要形成60個AI深度應用場景、6個創新

應用示範區，全力打造國家人工智能發展高地。

目前壹批AI深度應用場景已率先試水。比如，

隨著《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於7月1日正式實

施，“人工智能在生活垃圾分類中的應用”場景需求

引人關註，具體需求涵蓋生活垃圾AI智能識別報

警、分類清運、自動分類、到垃圾回收整個流程。

又如，上海體育學院中國乒乓球學院對“智能乒

乓球教練”應用場景提出了需求，包括對專業運動員

擊球動作的針對性訓練、對初學者或愛好者的教學，

以及支持對抗、模擬訓練的智能兵乓球機器人等。

據悉，目前人工智能已上升為上海優先發展戰

略，產業發展進入“快車道”，上海初步建成為中

國人工智能發展的領先地區之壹。

人工智能企業方面，微軟、亞馬遜等國際科技

巨頭，為上海AI產業帶來國際視野和開放協同交

流的機會；百度、阿裏

巴巴、騰訊等國內龍頭

企業，科大訊飛、商湯

、寒武紀、雲從等行業

獨角獸，利用自身的技術積累All in AI或賦能百

業；依圖、深蘭、氪信等本土人工智能新銳企業，

以及更多初創企業，正在為產業發展註入活力、做

大基數。在政府重點扶持和培育下，這些企業依托

上海紮實的產業鏈基礎和創業氛圍，實現快速增長

，在各自領域嶄露頭角。

區域集聚引導效應顯現。目前，上海全市已形

成以浦東張江、徐匯濱江重點區域為引領，楊浦、

長寧、閔行、靜安等各區域聯動，馬橋等創新試驗

區啟動的發展格局。

另外，上海的AI創新平臺建設穩步推進，這

裏既有微軟-儀電創新平臺、上海腦科學與類腦研

究中心、交大、復旦、同濟相關基礎研發平臺和研

究機構；也有亞馬遜、阿裏、百度、科大訊飛的人

工智能創新中心，騰訊、上汽、寶鋼人工智能實驗

室，國家集成電路、智能傳感器創新中心等行業創

新中心，商湯人工智能算力平臺、復旦微電子異構

智能芯片項目、聯影人工智能醫療創新平臺等項目

也在加速建設中。

據相關報告顯示，全國已有1/3人工智能人才

集聚上海，上海尤其在計算機視覺、語音語義識別

、腦智工程等領域頗具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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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皮炎/蕁麻疹/白癜風)。

星期二 2019年7月30日 Tuesday, July 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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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峽兩岸》柯文哲組黨拼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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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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下載Apps收看：
         可在蘋果商店搜尋  
      「Today 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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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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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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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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見領袖、時尚先鋒、行業精英、
業界大咖。。。。。。

熱點時事、熱門話題、勵誌故事、
傳奇人生。。。。。。

美南國際電視最新訪談欄目

《美南大咖談》隆重上線！
本期嘉賓：休斯頓TMCO交響樂團
中提琴演奏家劉銳、青年鋼琴家

LULU LIU;
熱點話題：青年鋼琴家LULU LIU的
成長之路、青少年音樂教育等
歡迎點擊以下鏈接收看：

https://youtu.be/TmqpViWMapA

《美南大咖談》報紙預告：

星期二 2019年7月30日 Tuesday, July 06 ,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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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救常識

星期二 2019年8月6日 Tuesday, August 6, 2019

韓國瑜發言人神似鞏俐
台網友：至少多1萬票

【【泉深報導泉深報導】】高雄市長韓國高雄市長韓國
瑜拼瑜拼20202020““大選大選”，”，請來台視主請來台視主
播何庭歡擔任競選總部發言人播何庭歡擔任競選總部發言人，，
何庭歡的甜美氣質何庭歡的甜美氣質，，也讓網友不也讓網友不
禁喊禁喊：：韓國瑜這招厲害韓國瑜這招厲害，，至少會至少會
多多11萬票萬票！！

30歲的何庭歡，畢業於台灣師
範大學社會教育系，可說一戰成名
，2014年，台北市長柯文哲赴台北
天后宮參拜時，何庭歡為了要收音
，乾脆跪著訪問，她這個舉動在
PTT引來一堆網友熱議。

如今何庭歡出任韓國瑜競選總

部發言人，PTT 網友紛紛喊說：
“韓陣營這招太犯規了吧！有人在
意發言人說了什麼內容嗎？”也有
網友認為，何庭歡應該超越學姐了
，何庭歡要臉有臉，要腿有腿，韓
國瑜這招實在太高招。何庭歡只要
常常出來發言，選票應該會源源不
絕的增加。

也有人認為，“神韻有點像鞏
俐。”“可能跟馬英九有師奶票類
似吧...”、“女神級的。”、“超
正！”

【泉深報導】8 月 2 日，新任中國
駐休斯敦總領事蔡偉抵達休斯敦履新。
休斯敦市政府禮賓辦、休斯敦僑界代表
和總領館工作人員前往機場迎接。

蔡總領事在機場向媒體表示，在中
美建交、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建館 40
週年之際，出任第 14 任總領事，深感
使命光榮、責任重大。當前，中美關係
處於關鍵重要階段，雙方應著力落實好
兩國元首達成的重要共識，共同推進以
協調、合作、穩定為基調的中美關係。
美國南部地區是充滿發展機遇的熱土，
對華合作成果豐碩、潛力巨大、前景光
明。我和我的同事願同美方一道，進一
步促進領區各界同中國的交流合作，增
進兩國人民了解信任，為中美關係持續

健康穩定發展作出更多積極貢獻。
蔡總領事特別指出，美南地區僑胞

眾多，長期以來支持中國發展建設、和
平統一大業，積極致力於推動中美各領
域友好交流合作，他對此深表讚賞和感
謝，希望通過媒體向領區各界僑胞致以
親切問候，希望僑胞們繼續支持總領館
工作，繼續發揮好中美友誼之橋的作用
。

蔡總領事還專門詢問了日前美國航
空學院一名中國學員不幸遇難的善後進
展，表示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將繼續踐
行外交為民理念，維護中國公民和企業
合法權益，做好各項領事服務工作。
蔡偉總領事簡歷

蔡偉，男，1971年3月生，浙江諸

暨人，法學碩士。
1997-2000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機關黨委科員、隨員
2000-2004 駐加拿大使館隨員、三

秘、二秘
2004-2007 外交部北美大洋洲司二

秘、副處長
2007-2009 外交部拉丁美洲和加勒

比司副處長、處長
2009-2011 外交部拉丁美洲和加勒

比司參贊
2011-2014 外交部北美大洋洲司參

贊、副司長
2014-2019 駐澳大利亞聯邦大使館

公使
2019- 駐休斯敦總領事館總領事

新任中國駐休斯敦總領事蔡偉
抵達休斯敦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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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一些經濟學家估計，美國總統川普
計劃對中國輸美商品徵收的最新關稅將使美國每個
家庭每年平均損失200美元，而且在假日購物季到
來之際，這將會開始影響消費者和零售商。

紐約聯邦儲備銀行的一項分析表明，除了這一
損失之外，川普現有的關稅政策已經導致每個美國
家庭約損失了830美元。

川普計劃從9月開始對從中國進口的價值3000
億美元商品徵收10%的關稅，目的是推動與北京的
貿易談判朝著有利於美國的方向發展。新關稅實施
之前，川普已經對2500億美元中國產品徵收了25%
的關稅。這主要是工業品。相比之下，新關稅將針
對美國消費者使用的產品，比如鞋、服裝和手機。

對於已經感受到壓力的零售商來說，隨著至關
重要的假日購物季到來，提高價格將造成沉重打擊
。

有些企業正考慮在新關稅生效之前增加商品交
付量。總部設在洛杉磯的MGA娛樂公司首席執行
官伊薩克•拉里安說，公司將趕在9月1日的最後
期限之前加速從中國向美國運送產品，並且將因此
為每個集裝箱多支付 300 至 400 美元。該公司製造
廣受歡迎的玩具娃娃。

他估計整個系列的玩具價格將提高10%。他說
：“許多消費者買不起，需求將會下降。”

貿易團體美國服裝與鞋類協會的數據顯示，
2018年，美國銷售的服裝有42%是在中國生產的。
鞋類的數字是69%。

該貿易團體的執行副總裁史蒂夫•拉馬爾說：
“這造成了現金短缺、嚴重混亂和不確定性。這一
切發生的時機再糟糕不過了。”

根據牛津經濟諮詢社的估計，計劃徵收的新關
稅將使每個家庭損失200美元。

[本報訊]德州與俄亥俄州週末
接連發生槍擊案造成29人喪命後，美國
總統川普今天呼籲國會議員通過法案，
規定嚴查採購槍枝者的身家背景。

連番爆發槍擊案後，川普在白宮發
表談話。他稍早推文說，不能讓死者
「白白犧牲」，並呼籲兩黨採取行動立

法，對槍枝買主實施更進一步的查覈。
在上午10時發表談話前，川普先發

推文指出： 「我們不能讓德州艾爾帕索
市（El Paso）與俄州岱頓鎮（Dayton）
的遇害者白白犧牲，那些受重傷的也是

一樣。我們不能忘記他們，還有之前更
多的受害者。」

他說： 「共和黨與民主黨必須共同
合作，通過嚴查身家背景的法規，或許
這項立法應與迫切需要的移民改革結合
，我們必須從這兩起慘案記取教訓。」

3日發生在德州艾爾帕索市沃爾瑪
賣場的槍擊案造成20人喪命。當局指出
，這起事件可能是出自於種族動機的仇
恨犯罪。就在13個小時後，俄州岱頓鎮
另一槍手擊斃9人，兩起槍擊案共有數
十人受傷。

（本報訊）德州艾爾巴索槍擊案造成20人死亡與數十人受傷，目前該案已被視為國內恐怖主
義事件進行調查。

德州西區聯邦檢察官巴許(John F. Bash)4日指出，聯邦當局慎重考慮在本案提出仇恨犯罪控訴
，這類罪刑最重恐被判死刑；地區檢察官也擬判死刑。巴許表示： 「我們將此案以國內恐怖主義
案件處理，我們將以對待國內恐怖分子的方式來解決。」

墨西哥政府表示，德州沃爾瑪槍擊案中有至少六名墨西哥公民遭殺害，還有七名墨西哥公民
受傷。

艾爾巴索郡警長威爾斯(Richard Wiles)3日在臉書指出，德州槍擊案的白人槍手來此殺害西語
裔，他認為全民都該共憤，並強調大眾仍面臨因膚色殺人的問題。

德州艾爾巴索槍擊案兇手為達拉斯21歲白人男子克魯修斯(Patrick Crusius)，他向警方投降，

讓警方難得有機會直接訊問濫射案嫌犯；許多槍擊案的槍手通常會遭射殺或自盡。
警方表示，克魯修斯表現配合，但警方不願細說雙方對話內容。艾爾巴索警局局長艾倫(Greg

Allen)表示： 「基本上他任何事都不隱瞞，警方問了問題，他也配合回答。」
「每日郵報」(Daily Mail)報導，嫌犯父親布萊恩．克魯修斯(Bryan Crusius)在2014年回憶錄中

闡述，他長年吸毒酗酒，並與嫌犯生母離婚，讓克魯修斯在破碎的家庭中長大；布萊恩甚至自稱
能看到耶穌並與祂對話。

根據法律文件，德州當局控克魯修斯一級謀殺罪，他也準備被送往艾爾巴索監獄。
艾爾巴索地區檢察官埃斯帕薩(Jaime Esparza)4日表示，一級謀殺罪可能被判死刑，他也表示當

局會尋求判死刑。
聯邦當局最後也會提出控訴，而且不會取代地方檢察官的控訴。

經濟學家預估關稅政策將使每個美國家庭損失經濟學家預估關稅政策將使每個美國家庭損失200200美元美元槍擊案造成槍擊案造成2929人喪命人喪命
川普籲嚴查買槍者背景川普籲嚴查買槍者背景

德州濫射案涉一級謀殺 定調國內恐怖攻最重判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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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暑過後又到仲夏，天
天驕陽高掛，日日熱浪迫人
，氣溫總有40幾度 ， 真是
趕狗也不想出門，怕會熱到
「廣東佬話齋： 蒙古皇打仔

，大汗耷細汗」 。不過上周
週三下午，我跟太太外家一
行廿人，浩浩蕩蕩駕車去到
休市糖城湖畔，參觀大舅兄
剛剛買下的豪宅，果然風光
明媚，景物宜人。

造訪既畢，我們兵分兩
路，年青人去看電影 Lion
King. 我等 「登陸之年」 （皆
是60 歲以上）的長者，直往
休市中國城黃金商塲進發，
去一試新食店 「煲來飽去」

。
看官聽到這個店名，也

許會有個疑問, 煲什麼菜？會
食得飽嗎？為食書生如我本
人，首次從友人口中聽到這
個店名時，也有着上述這種
疑問。吾友乃是食 家一族，
哪裡出現新餐館，他一定會
上門一試。食店 「煲來飽去
」 於5 月18 號開張大吉，他
於5 月尾己去試菜，發覺他
門的招牌菜廣東式煲仔飯，
特別可口，店中飲料，亦有
特色，因此特向我這位 「為
食書生」 推介。 「百聞不如
一食」 ，趁今天親戚聚會，
我們就不會放過機會親身上

陣一試。
從中國城百利大道上走

入黃金商塲，食店 「煲來飽
去」 就在它的右方。放眼看
看這一邊，就有老地方、茶
坊、鑫城、美味居、東雲閣
、88 Lounge, Tea For U ,東海
酒家等8 間食肆，每間都擁
有一定粉絲，食店 「煲來飽
去」 要能在這裡立足， 我斷
言，必定要有過人之處。

就在我思索之間，眾人
已把我推入餐廳坐下， 「 大
家想必又飢又渴，馬上點菜
，我來作東！」 因為是我們
去參觀大舅的新居，所以獲
得他的熱誠招待。但是更熱

誠的，是店中那位年輕苗條
的女侍應，她帶上餐牌，向
我們娓娓介紹店中的首本名
菜：

1，煲仔飯，廣東風味，
有11 種，分別是牛肉、滑鷄
、雞柳、排骨、义燒、臘味
、田雞、鰻魚等。

2，雙拼飯，港式風味，
隨飱時，可以任意挑選燉湯
或飲料，認真抵食夾大件。

3，便當飯，分有6 款，
豬、雞、牛、蝦、臘腸、款
款皆精。p

此外還有燉湯、啫啫粉
、小吃及多款飲料。

我記得起吾 友最欣賞該

店的是廣東式煲仔菜，我們
今次初來光顧，一行8 人，
便集中品嚐他們的招牌菜。
店方大方告知： 每逢周一至
週四下午二時半到四時半到
來，只要點上一個正餐，店
方便會送上價值4 元5 角的
奶茶。因此今天我們誤打誤
撞地到來，店方毫不猶豫地
送上8 份飲品，為我們消暑
解渴。

結賬之時，該店女老闆
走上來問我，餐味如何？我
代表大家回答： 「琵琶跌落
鑊，冇得彈。份量又夠多，
你看我們都要打包帶走哩！
」

（（為食書生為食書生））「「煲來飽去煲來飽去」」莫錯過莫錯過楊楚楓楊楚楓

德州佛教會德州佛教會 20192019年盂蘭盆超薦年盂蘭盆超薦
暨供僧法會暨供僧法會

本會謹訂於陽曆八月十八日(星期
日)上午十時，於玉佛寺大雄寶殿舉行盂
蘭盆超薦及供僧法會。法會中，將恭請
圓福法師演講 「在現代生活中，如何實

踐供僧孝親的善行」 。同時將遵照佛教
傳統，由全體信眾供養僧寶，共修無上
福田。

盂蘭盆四日法會活動中，將於八月

十五、十六日兩晚恭誦《地藏菩薩本願
經》。八月十七日舉行 「三時繫念」 佛
事一堂，以祈冥陽兩利。法會期間，特

供設往生超薦牌位，結掛祈福平安燈和
薦亡超度燈。藉此法會功德因緣，祈願
世界和平，人民安樂，在生者福壽增長

，過去者往生淨土。詳情請看下表和附
件。

美國德州佛教會玉佛寺
TEXAS BUDDHIST ASSOCIATION, INC.

JADE BUDDHA TEMPLE
6969 West Branch Drive, Houston, TX  77072

(：281-498-1616　　:：www.JadeBuddha.org

盂蘭盆超薦暨供僧法會

日期 時間 內容 地點

八月十五日（星期四） 7:30pm－9:30pm
諷誦「地藏菩薩本願經」

前6品、開示

大雄寶殿八月十六日（星期五） 7:30pm－9:30pm
諷誦「地藏菩薩本願經」

後7品、開示

八月十七日（星期六） 9:00am－4:30pm 三時繫念超薦佛事

八月十八日（星期日）
10:00am－12:00pm 盂蘭盆超薦供僧報恩法會

1:30pm－3:00pm 念佛大回向 觀音殿

八月二十四日（星期六） 10:30am－11:30am 超度回向法會 菩提中心報恩塔

本會謹訂於陽曆八月十八日(星期日)上午十時，於

玉佛寺大雄寶殿舉行盂蘭盆超薦及供僧法會。法會中，將

恭請圓福法師演講「在現代生活中，如何實踐供僧孝親的

善行」。同時將遵照佛教傳統，由全體信眾供養僧寶，共

修無上福田。

盂蘭盆四日法會活動中，將於八月十五、十六日兩

晚恭誦《地藏菩薩本願經》。八月十七日舉行「三時繫

念」佛事一堂，以祈冥陽兩利。法會期間，特供設往生超

薦牌位，結掛祈福平安燈和薦亡超度燈。藉此法會功德因

緣，祈願世界和平，人民安樂，在生者福壽增長，過去者

往生淨土。

盂蘭盆超薦供僧法會活動時間表

註：八月十七日（星期六）及八月十八日（星期日）法會當天，本寺敬備午齋結緣。

美國德州佛教會玉佛寺
TEXAS BUDDHIST ASSOCIATION, INC.

JADE BUDDHA TEMPLE
6969 West Branch Drive, Houston, TX  77072

(：281-498-1616　　:：www.JadeBuddha.org

盂蘭盆超薦暨供僧法會

日期 時間 內容 地點

八月十五日（星期四） 7:30pm－9:30pm
諷誦「地藏菩薩本願經」

前6品、開示

大雄寶殿八月十六日（星期五） 7:30pm－9:30pm
諷誦「地藏菩薩本願經」

後7品、開示

八月十七日（星期六） 9:00am－4:30pm 三時繫念超薦佛事

八月十八日（星期日）
10:00am－12:00pm 盂蘭盆超薦供僧報恩法會

1:30pm－3:00pm 念佛大回向 觀音殿

八月二十四日（星期六） 10:30am－11:30am 超度回向法會 菩提中心報恩塔

本會謹訂於陽曆八月十八日(星期日)上午十時，於

玉佛寺大雄寶殿舉行盂蘭盆超薦及供僧法會。法會中，將

恭請圓福法師演講「在現代生活中，如何實踐供僧孝親的

善行」。同時將遵照佛教傳統，由全體信眾供養僧寶，共

修無上福田。

盂蘭盆四日法會活動中，將於八月十五、十六日兩

晚恭誦《地藏菩薩本願經》。八月十七日舉行「三時繫

念」佛事一堂，以祈冥陽兩利。法會期間，特供設往生超

薦牌位，結掛祈福平安燈和薦亡超度燈。藉此法會功德因

緣，祈願世界和平，人民安樂，在生者福壽增長，過去者

往生淨土。

盂蘭盆超薦供僧法會活動時間表

註：八月十七日（星期六）及八月十八日（星期日）法會當天，本寺敬備午齋結緣。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曉士頓同源會主辦第曉士頓同源會主辦第4949屆休士頓華埠小姐選美獎學金之夜圓滿成功屆休士頓華埠小姐選美獎學金之夜圓滿成功
楊若潤榮獲休士頓華埠小姐楊若潤榮獲休士頓華埠小姐、、楊小雪榮獲中國新年小姐楊小雪榮獲中國新年小姐、、汪榮第二公主汪榮第二公主

同源會會長李成純如同源會會長李成純如（（二左二二左二）、）、MarkMark
LeeLee、）、）前會長劉秀美前會長劉秀美（（二右二二右二），），休士休士
頓特納市長頓特納市長（（二右三二右三），）， Dorth Yee(Dorth Yee(二右二右
一一），），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夫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夫
婦婦（（一右二一右二、、一右一一右一））及中外貴賓們於及中外貴賓們於77
月月2727日在日在Royal Sonesta HotelRoyal Sonesta Hotel歡聚一堂歡聚一堂。。

曉士頓同源會李成純如會長曉士頓同源會李成純如會長（（Alice Lee)Alice Lee)
歡迎歡迎500500位中外佳賓們參加位中外佳賓們參加 「「第第4949屆休士屆休士
頓華埠小姐選美暨獎學金之夜頓華埠小姐選美暨獎學金之夜」」盛會盛會。。

張世勳僑務委員張世勳僑務委員（（右二右二）、）、 PhilipPhilip
Patrick Sun(Patrick Sun(左一左一））等贊助者出席曉士頓等贊助者出席曉士頓
同源會主辦同源會主辦 「「第第4949屆休士頓華埠小姐屆休士頓華埠小姐

選美暨獎學金之夜選美暨獎學金之夜」」盛會盛會。。

關振鵬律師夫婦參加曉士頓同源關振鵬律師夫婦參加曉士頓同源
會主辦會主辦 「「第第4949屆休士頓華埠小姐屆休士頓華埠小姐

選美暨獎學金之夜選美暨獎學金之夜」」盛會盛會。。

洪家鶴洪家鶴（（左一左一）、）、鐵大鵬夫婦鐵大鵬夫婦（（左二左二），），
陳德新先生陳德新先生（（右一右一））等出席等出席 「「第第4949屆休士屆休士
頓華埠小姐選美暨獎學金之夜頓華埠小姐選美暨獎學金之夜」」盛會盛會。。

嚴歡嚴歡（（右五右五））榮獲第榮獲第4848屆休士頓華埠屆休士頓華埠
小姐后冠小姐后冠，，與優勝者合影與優勝者合影。。

66號楊若潤回答主持人號楊若潤回答主持人Jonas ChinJonas Chin機智問答機智問答。。55號白文翠榮獲號白文翠榮獲 「「才藝小姐才藝小姐」」，，獲余麗明小姐獲余麗明小姐
頒獎頒獎。。白文翠同時榮獲白文翠同時榮獲 「「友誼小姐友誼小姐」」。。

第第4949屆休士頓華埠小姐楊若潤屆休士頓華埠小姐楊若潤（（左四左四），），中國中國
新年小姐楊小雪新年小姐楊小雪（（左五左五），），第二公主汪榮第二公主汪榮（（左左
三三），），才藝小姐及友誼小姐白文翠才藝小姐及友誼小姐白文翠（（左六左六））及及

得獎者接受與會人士的祝福得獎者接受與會人士的祝福。。

選美會共同主席朱李翠萍選美會共同主席朱李翠萍（（左一左一）、）、伍朱月仙伍朱月仙
（（Linda Wu,Linda Wu,左二左二））祝賀第祝賀第4949屆休士頓華埠小姐屆休士頓華埠小姐
楊若潤楊若潤（（左四左四）、）、中國新年小姐楊小雪中國新年小姐楊小雪（（右三右三
）、）、第二公主汪榮第二公主汪榮（（左三左三），），才藝小姐及友誼才藝小姐及友誼

小姐白文翠小姐白文翠（（右二右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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