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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經文處」教育組組長周慧宜

全球直播

淡江大學英文系歐洲研究所畢業
留學英國牛津大學
於 1991 年進入中華民國「教育部」
2001 年駐芝加哥辦事處文化組
2013 年起擔任「台北經文處」教育組組長
至今年 8 月底奉調返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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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美最權威的華文全媒體傳媒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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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phie Zhang

電話:

832-833-0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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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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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950 Corbindale Rd, Ste 100, Houston, TX77024
網址：sophiezhang.kwrealty.com
電郵：szhang@kw.com
R01-ZHANG SOPHIE 張晴_C246_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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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聖彼得堡舉辦寵物節 萌寵上演泳池競速

有望佐證
唐蕃古道

四川藏區發現疑似吐蕃時期摩崖石刻

﹁

路網化

﹂

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白玉縣登龍鄉邦邦村拍攝的歷史遺跡。
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白玉縣登龍鄉邦邦村拍攝的歷史遺跡
。專家日
前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白玉縣，經過對壹處歷史遺跡進行詳細考察鑒定
前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白玉縣，
，初步判定其為吐蕃晚期
初步判定其為吐蕃晚期（
（9 世紀左右
世紀左右）
）的摩崖石刻
的摩崖石刻。
。據悉
據悉，
，這是當地首次
發現吐蕃時期的遺跡，
發現吐蕃時期的遺跡
，或佐證
或佐證“
“唐蕃古道
唐蕃古道”
”路網化的學界觀點
路網化的學界觀點。
。

墨西哥 882 名舞者著傳統服飾上街起舞

打破吉尼斯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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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淘”玩法花樣翻新
進口商品越來越觸手可及
有些大型超市也為進口商品開設了單獨
的分區，進口商品的種類也更加豐富。
對於不同種類的商品，我的消費意願
也不同。比如，我更傾向於購買進口
的耐用品和化妝品，認為質量會相對
較好。如果是快消品，國產商品價格
會更實惠壹些。”家住廣東的工程師
任為說。

近日，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簡稱
“進博會”）官方網站開通觀眾報名系
統，中國國內觀眾可以在進博會官網的
“參觀預登記”等選項下進行註冊，為
自己預訂好門票。
首屆進博會舉行不到壹年間，進口
商品在中國供給的種類和數量顯著增多
，進口商品越來越頻繁地出現在各類
“超市”“賣場”的貨架上以及網購壹
族的“購物車”上，對於普通消費者正
變得觸手可及。未來，隨著第二屆進博
會的舉行，進口商品有望更進壹步融入
中國消費者的生活，而外國企業和客商
也將從中國市場的轉型升級當中分享更
多紅利。
進口貨亮相場景增多
——不僅在壹線城市，還進入更多
中小城市；品種、品牌持續增加
“711”“羅森”等外資便利店、傳
統大型超市、主題購物中心、精品小店
……隨著“永不落幕進博會”的影響持
續擴大，進口商品越來越多地走進百姓
的日常生活。
在長春興隆綜合保稅區，來自
日本、韓國、俄羅斯等國的進口商
品供應非常豐富。每逢周末下午，
保稅區產品展示區的門口，不時有
人拎著大包小包走出來。仔細觀察
會發現，展示區購物中心的進口商
品零售價格比國內專櫃的價格明顯
低壹些。比如，壹款來自日本的防
曬 霜 專 櫃 價 格 為 228 元 ， 而 這 裏 的 售
價 僅 為 198 元 。

據購物中心相關負責人介紹，雖然
這個展示區離長春市區比較遠，但很
多消費者專門開車到這裏購物。“這
裏進口商品種類比較多，價格便宜，
開車半小時就能以機場免稅店的價格
買到想要的進口商品。最重要的是可
信度很高，不用擔心買到假貨。”專
程過來購買進口商品的長春市民王女
士說。
位於北京 SKP 購物中心的華聯精品
超市內，各種進口商品在貨架上的“地
盤”也越來越大。泰國的貓糧、法國的
布列孔特奶酪味薯片、新西蘭蜂蜜、比
利時草莓味啤酒、美國阿拉斯加鱈魚片
、意大利天然草本牙膏……在每壹個品
類的商品貨架上，都有相當比例的進口
商品供消費者挑選。
除了直接面對消費者，很多進口
商品還經過國內商家的“排列組
合”，以更新穎的形式為消費者
提 供 全 新 體驗。在上海亞龍國際廣
場 B1 樓的角落裏，壹家僅十幾平方米
的“嘿咖啡”小店，壹夜之間成為當
地“網紅”。在小小店堂裏，巴西的
豆子、德國的磨豆機、意大利的咖啡
機、日本的牛奶、比利時的焦糖餅
幹 ……宛若壹個“甜品聯合國”。已
經 喝 了 40 年 咖 啡 的 店 主 劉 厚 軍 說 ：
“全世界每個地方都有好東西，我們
要把好東西整合起來，這才是做好壹
杯咖啡的重要因素。”
“近年，我能感覺到身邊的進口商
品明顯增多了，尤其是東南亞那邊的進
口食品，不僅進口商品專賣店更多了，

“海淘”玩法花樣翻新
—— 購 買 渠 道 豐 富 ， 物 流 配 送 加
快，買進口優質貨品更簡便了
與實體店相比，通過網絡購買進
口商品更加方便快捷。“海淘”購物
也成為年輕壹代購買進口商品的重要
渠道之壹。特別是近年來，隨著全球
海 淘 產 業 的 不斷發展，“海淘直播”
“組團拼單” 等 新 玩 法 走 進 了 越 來 越
多人的生活。
海淘直播指商家將在海外購買商
品的過程以直播方式呈現在消費者眼
前的銷售模式，每壹場直播都是在構
建壹個買手與用戶高頻及強交互強信
任感的場景。買手通過視頻化的直播
，不僅全方位展示海外商品，同時把
他們儲備的專業知識和寶貴經驗傳遞
給消費者。
中央民族大學大三學生袁天月是壹
名資深的“海淘”愛好者，她告訴筆
者 ：與直接在線下店面購買相比，“海
淘”雖然程序更復雜，但是價格也會更
便宜。“尤其是趕上‘黑色星期五’壹
類的節日，價格會低很多。現在，市面
上出現了壹些專業的海淘軟件，我有時
候也會選擇壹些口碑較好的軟件，在上
面下單。”袁天月說。
很多年輕人會選擇通過組團拼單
的方式降低海淘成本，與其他人壹起
購買國外商品，然後走壹個轉運單分
攤費用，這樣可以降低轉運費，有時
也可以享受到購物網站的折扣。這壹
過 程 中 ， “ 社 區 + 電 商 ” 類 App 也 快
速發展起來，在為壹部分用戶分享商
品使用心得提供平臺的同時，讓另壹

部分用戶獲得更加細致的“海淘”攻
略，從而豐富消費者購買進口商品的
體驗。
“海淘”的發展為國內相關企業帶
來了商機。作為京東旗下品牌，京東海
囤全球主營業務就是跨境進口商品交易，
是主打原產地直購的電商平臺，商品直
接從美加、日韓、歐洲、大洋洲等 70 多
個國家和地區采購。
京東海囤全球營銷負責人余榮華對
筆者表示：“隨著消費者生活質量和需
求不斷提升，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為人
們展示了健康、養老、教育、衣食住行
等多個領域優質產品，成為促進消費升
級的壹個重要助力，正在帶來眾多利好
。首屆進博會以來，我們全力創新服務
模式，物流方面做到了最快當天完成配
送，該服務模式也開創了境內跨境物流
冷鏈服務先河。在‘海淘’過程中，消
費 者 可 以 在 京 東 App 海 囤 全 球 頻 道 的
‘品牌溯源’頁面和標記‘品牌溯源’
的商品中看到原產地相關情況。這些措
施很大程度上滿足了對新產品新服務和
個性化消費的需求。”
關稅接近發達市場水平
—— 中 國 已 將 關 稅 總 水 平 降 低 到
7.5%，比大部分發展中國家低很多
進口商品變得觸手可及，折射了
中國擴大開放的巨大機遇。僅以消費
者最喜聞樂見的食品為例，海關總署
統計數據顯示，近 10 年來，中國進口
食 品 貿 易 以 年 均 17.4% 的 速 度 增 長 ，
2018 年首次超過 700 億美元。目前，已
有 176 個國家和地區的 2283 種進口食品
納入到準入管理，18295 家境外輸華食
品企業獲批註冊，33059 家進出口代理
商在海關備案。專家指出，中國主動
擴大進口，不僅是壹項外貿政策，更
是中國對外開放政策的重要抓手之壹
，對中國經濟自身以及對世界經濟發
展都意義重大。
日前，商務部副部長錢克明在談
及中國對外開放成果時表示，中國已

將關稅總水平降低到 7.5%，比大部分
發展中國家要低很多，接近發達國家
、發達市場對外開放水平。未來，將
繼續以負面清單為核心，推進投資自
由化，加快推進 2019 年版全國和自由
貿易試驗區的外商投資準入負面清單
等開放舉措全面實施。
事實上，開放政策層面的不斷深
入正在幫助進口商品加速來到中國消
費者生活中。7 月底，國務院常務會議
進壹步明確，調整擴大跨境電商零售
進口商品清單，落實允許綜合保稅區
內加工制造企業承接境內區外委托加
工業務的政策，吸引國際知名品牌在
華首發新品，帶動擴大消費，促進國
內產業升級。
西班牙埃菲社報道指出，中國發
布 2019 年版外資準入負面清單、自貿
試驗區外資準入負面清單，制定《鼓
勵 外 商 投 資 產 業 目 錄 (2019 年 版)》 ，
新設 6 個自由貿易試驗區，明年 1 月 1
日實施新的外商投資法律制度……中
國開放領域越來越多，中國投資環境
不斷改善，這些將給世界其他國家發
展帶來更多機遇。
南非小企業發展部部長恩沙維尼說
，開放的中國為世界帶來珍貴禮物，南
非十分期待第二屆進博會。“進博會為
世界各國搭建了重要的經貿平臺，在促
進國際自由貿易和投資合作方面發揮的
作用不言而喻。去年南中雙邊貿易額達
435 億美元，創下歷史新高，希望借進
博會進壹步提升南非商品和企業在中國
的知名度。”
“首屆進博會期間，以京東集團
為主體直接簽約並采購總金額近 1000
億元人民幣的進口商品。第二屆進博
會新產品、新技術的數量和質量將超
過去年，這意味著會有更多的優秀企
業和產品參展。京東海囤全球也將利
用這個平臺，爭取和其他優秀企業品
牌開展良好的合作關系，為了更好地
提高消費者的購物體驗而持續努力。”
余榮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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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ting 醫療診所
毛誌江醫生 MD PHD. 40 多年臨床經驗
主治
家庭全科/專治打呼嚕/睡眠健康/心血管健康/精力不濟
亞健康/移民體檢/常規體檢/遠程診斷/遠程視頻會診

Tel:346-777-6688
地址： 6918 Corporate Dr, A-13,Houston, TX 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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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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峽兩岸》

精彩

美南廣播電視台
看電視聽廣播
跟蹤海峽熱點，反映兩岸民意

節目介紹

節目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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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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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眾可24小時直接收看及收聽該頻道，
宗旨是“跟蹤海峽熱點，反映兩岸民意”節目分為兩個版塊：第
行車間也可方便收聽，輕鬆獲取美南電視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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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各類國際、社區重大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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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海峽兩岸》心結未解 蔡賴難合作

1. 掃二維碼(QR code)：

播出時間：

觀眾只要掃描報上的二維碼，
就可連結到美南國際電視，
首播時間：周一至周五晚上9:30，重播時間：次日早晨8:00。
直接在手機上觀看STV15.3。

▲ 節目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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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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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節目截圖

《文華時間》

2. Google搜尋：觀眾只要在Google網站搜尋
「Southern TV- STV15.3 Hou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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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南大咖談》報紙預告：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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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新聞面對面》

3. 下載Apps收看：

美南國際電視最新訪談欄目

可在蘋果商店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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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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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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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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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thern Television 15.3
美中時間

00:00-00:30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WED.

THU.

FRI.

SAT.

SUN.

26

27

28

29

30

31

1-Sep

中國文藝 (重播)

02:00-0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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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姐新發現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養生堂 (重播)

00:30-01:00

行之中國
這裡是北京 (重播)

01:30-02:00

可在蘋果商店搜尋

8/26/2018 -9/1/2019

TUE.

01:00-01:30

3. 下載Apps收看：

2019年8月份 電視頻道節目表

MON.

華夏新紀錄 (重播)

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 (重播)

開門大吉 (重播)

美南大咖談

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 (重播)

Chinese Class

03:30-04:00
04:00-04:30
04:30-05:00

味道 (重播)

中國民歌大會 (重播)

中國文化

王者歸來 (重播)

02:30-03:00
03:00-03:30

中國大舞臺 (重播)

司馬白話 (重播)

電影藏密 (重播)

電視劇《愛情公寓4》 第12~16集 (重播)

幸福帳單 (重播)

05:00-05:30

美國人走長征路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電視劇《大鏡門》 第27~31集 (重播)

中國大舞臺

05:30-06:00
06:00-06:30

武林風 (重播)

檔案 (重播)

華人世界 (重播)

空姐新發現 (重播)
司馬白話 (重播)

06:30-07:00
07:00-07:30

央視國際新聞

電影藏密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07:30-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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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00-08:30

海峽兩岸 (重播)

08:30-09:00

今日關注

09:00-09:30

今日亞洲

09:30-10:00

經典電影

美南大咖談

檔案

中國民歌大會

10:00-10:30
10:30-11:00

洋言洋語 (重播)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記住鄉愁 (重播)

11:00-11:30

華夏新紀錄 (重播)

養生堂

游在中國

大鵬秀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11:30-12:00
12:00-12:30

這裡是北京 (重播)

12:30-13:00

大鵬秀 (重播)

13:00-13:30

台灣心動線 (重播)

13:30-14:00

這裡是北京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中國輿論場

中國緣 (重播)

治安對談 (重播)

生活 (重播)

14:00-14:30

現場面對面 (重播)

科技與生活 (重播)

記住鄉愁 (重播)

星星狐的體驗

蜜蜂花園
今日關注 (重播)

15:30-16:00
16:00-16:30

洋言洋語

記住鄉愁

美國人走長征路 (重播)

歲月留聲

開門大吉

王者歸來

美南大咖談

16:30-17:00
17:00-17:30

華夏新紀錄

歲月留聲 (重播)

美國人走長征路 (重播)

17:30-18:00

幸福帳單

空姐新發現

電視劇《愛情公寓4》 第12~16集

14:30-15:00
15:00-15:30

電影藏密

幸福來敲門 上集

幸福來敲門 下集

央視國際新聞

華人世界

18:00-18:30
18:30-19:00

今日關注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直播)

19:00-19:30
19:30-20:00

中國緣

20:00-20:30

生活 (重播)

治安對談 (直播)

20:30-21:00

現場面對面 (直播)

科技與生活

台灣心動線

先鋒人物

中國緣 (重播)

生活

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

外國人在中國

電視劇《大鏡門》 第27~31集

武林風

中國文藝

21:00-21:30

海峽兩岸

21:30-22:00
22:00-22:30

健康之路

22:30-23:00

五味草堂

23:00-23:30
23:30-00:00
電視台保留變更節目權利，以實際播出為準。

中國文藝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味道

司馬白話
養生堂 (重播)

檔案 (重播)

中國輿論場 (重播)
先鋒人物 (重播)
游在中國 (重播)

幸福來敲門 上 (重播) 幸福來敲門 下 (重播)
Updated as:

8/24/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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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教授夫婦被美國大學開除 學術造假騙千萬研究經費
【泉深報導/來源網絡媒體】據了解，兩名肯塔基大學華裔
教授和一名科研人員因在幾篇發表的論文中犯有重大科研不端行
為而將被開除。涉及此事的兩名教授都來自中國，分別是該校醫
學 院 毒 理 學 和 癌 症 生 物 學 教 授 史 香 林 （Xianglin Shi） 和 張 卓
（Zhou Zhang ），據報導，兩人是合法夫妻。
此外，在張卓實驗室工作了 8 年之久的研究員， Donghern
Kim 也因涉事已被解僱。理由也是偽造數據、圖像等重大學術不
端問題。
而至於這對華人夫婦，美國肯塔基大學（University of Kentucky）在新聞辦公室網站上發布聲明稱，他們已經啟動了“終
止僱傭的程序”。若後者不主動辭職的話，將會直接進行解僱。
在此期間，肯塔基大學稱，除非得到大學法律辦公室的批准
，這三人被禁止聯繫校園任何內部成員，除了進行醫療保健。
獲 5000 多萬學術經費，卻用來作假研究
早在 2006 年，史香林就開始擔任該校教員，他的妻子張卓
於 2007 年入職，至於該校將如何進行具體的解僱程序，還需要
後續的後勤確定。
2017 年的 8 月，夫妻兩人的研究團隊獲得了肯塔基大學 740
萬美元的經費資助，換算成人民幣高達 5000 多萬。
當地媒體 Lexington Herald-Leader 稱，這次調查始於一年前
，校方接到指控稱史香林、張卓在申請項目經費時偽造數據。
2018 年 10 月，兩人合作的 3 篇論文因為重複使用圖片被撤稿。
而根據肯塔基大學發布的聲明，委員會發現他們在至少 13 篇學
術論文和 7 份項目經費申請中存在修改或偽造數據的行為。
2019 年 7 月 16 日，史香林對委員會否認了偽造數據的行為
，稱這大多是“誠實的失誤或錯誤”，並批評委員會僅僅指控他

、張卓和 Kim 學術不端，而“沒有考慮到是
學生或博士後進行研究、分析數據和製作圖
像這一事實”。
但據報導，史香林和張卓的實驗室都已
經於 8 月 22 日被關閉，不過肯塔基大學將
與因此失去工作的實驗室其他學生和工作人
員繼續合作。
1000 多頁的調查實錘，校方連夜撤稿
就在同一天，肯塔基大學撤掉了史香林
作 為 美 國 國 家 環 境 健 康 科 學 研 究 院 （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Health
Sciences） 一個項目的首席研究員和項目主
任的頭銜。史香林還被取消了作為 WilliamA. Marquard 癌症研究主席和肯塔基大學
醫學院研究整合副主任的頭銜。
就在該校發表正式聲明的前一天，大學
調查委員會提交了 1000 多頁的調查結果，
其中顯示了他們調查的文章和撥款申請中存
在的幾個偽造或捏造數據的例子。該校目前
正在尋求撤回兩人已經發表，但是存在假數
據的論文。
委員會認為，在調查要求提供的原始數據中，他們只提供了
“極少”的數據，無法驗證經費申請和論文中數據的真實性。調
查結果已移交給聯邦誠信研究辦公室（Office of Research of Integrity），該機構將對其中涉及聯邦科研經費的部分進行處理。

該校調查人員聲稱：“我們的研究必須以道德和負責任的方式進
行，會有一些極少數的情況，當研究人員違反了我們的期望和標
準，學校會毫不猶豫地採取強有力的行動，對不當行為進行調查
、糾正，並採取措施防止再次發生。”
根據國內媒體報導，早在幾兩年，這兩位已經移民入美國籍
的專家還曾回國到各大高校，針對自己的研究成果進行演講。

“魔獸
魔獸”
” 霍華德一旦清除豁免就會與湖人簽約

德懷特•
德懷特
•霍華德

【泉深報導】洛杉磯美聯社消息，熟悉
“魔獸
魔獸”
” 德懷特
德懷特•
•霍華德交易決定的不願透露
姓名人士表示，
姓名人士表示
， 洛杉磯湖人隊打算在完成對孟
菲斯的買斷後簽下中鋒“
菲斯的買斷後簽下中鋒
“魔獸
魔獸”
” 德懷特
德懷特•
•霍華
德 。 8 月 24 日週六早上
日週六早上，
， 灰熊隊正式放棄了霍
華德，“
華德
，“魔獸
魔獸”
”將成為完全自由球員
將成為完全自由球員。
。
該人士星期五說，
該人士星期五說
， 因為這筆交易尚未完成
因為這筆交易尚未完成，
，霍

華德在他激烈的離
職後六年不可能重
返湖人隊。但消息
源稱，霍華德和湖
人隊將達成了一份
為期 1 年價值 260 萬
美元的合同，但這
份合同不具有保障
。又有消息指出，
湖人隊已對魔獸施
壓，球隊可以在當
地時間 2020 年 1 月 7
日之前裁掉他，此
舉不會給球隊帶來
任何損失。而在霍
華德正式加盟後，
華德正式加盟後
， 湖人隊新賽季大名單將達到
15 人。
八次入選全明星陣容的霍華德將成為中鋒德馬
庫斯•
庫斯
• 考辛斯的替補
考辛斯的替補，
， 後者最近在上個月與湖
人簽約後成為了自由球員。
人簽約後成為了自由球員
。 考辛斯可能會在整
個即將到來的賽季中缺陣，
個即將到來的賽季中缺陣
， 霍華德將與賈維爾
麥基和安東尼戴維斯一起為湖人隊打中鋒位置

。

霍華德在湖人隊度過了一個臭名昭著的賽
季 ， 湖人於 2012 年 8 月從奧蘭多手中接過了他
， 並與史蒂夫
並與史蒂夫•
• 納什
納什，
， 科比
科比•
• 布萊恩特和保羅
• 加索爾合作
加索爾合作，
， 希望建立一個爭奪冠軍的超級
球隊。
球隊
。
雖然霍華德在比賽中受了傷，
雖然霍華德在比賽中受了傷
， 但他還與布
萊恩特、
萊恩特
、 主教練邁克
主教練邁克•
• 德安東尼以及其他人在
更衣室發生衝突，
更衣室發生衝突
， 之後這個不幸的賽季以季后
賽首輪橫掃結束。
賽首輪橫掃結束
。 霍華德場均得到 17
17..1 分 ， 並
且在洛杉磯唯一一個賽季中以 12
12..4 個籃板領跑
NBA。
NBA
。
霍華德隨後於 2013 年 7 月離開湖人隊成為
自由球員，
自由球員
， 拒絕以 1.18 億美元的價格加盟休斯
頓 。 從那時起
從那時起，
， 每次從斯台普斯中心出發
每次從斯台普斯中心出發，
，他
都被湖人球迷以及快船球迷大聲噓聲。
都被湖人球迷以及快船球迷大聲噓聲
。
霍華德的離開恰逢 16 年冠軍湖人隊球隊歷
史上最糟糕的六年賽季開始，
史上最糟糕的六年賽季開始
， 湖人隊自霍華德
離開以後一直沒有回到季后賽，
離開以後一直沒有回到季后賽
， 但霍華德離開
湖人後不久也沒有興旺，
湖人後不久也沒有興旺
， 但他在火箭期間打入
了 NBA 最佳陣容火
最佳陣容火，
，但在傷病中掙扎
但在傷病中掙扎，
，並最終
在 2016 年作為自由球員離開
年作為自由球員離開。
。

霍華德在離開洛杉磯後的六年裡有六個特
許經營權 ， 儘管他從未適應過布魯克林或孟菲
許經營權，
斯 。 霍華德去年夏天與華盛頓簽約
霍華德去年夏天與華盛頓簽約，
， 但他需要
進行脊柱手術並且只為奇才打了 9 場比賽
場比賽，
，奇才
隊上個月將他交易到了灰熊隊。
隊上個月將他交易到了灰熊隊
。
霍華德將在湖人隊的另一個陣容中發揮補
充作用。
充作用
。 洛杉磯在今年夏天交易了很多年輕的
核心球員，
核心球員
， 收購來了安東尼
收購來了安東尼•
• 戴維斯
戴維斯，
， 他將與
勒布朗•
勒布朗
• 詹姆斯
詹姆斯、
、 凱爾
凱爾•
• 庫茲馬以及新人包括
丹尼•
丹尼
•格林和艾弗里
格林和艾弗里•
•布拉德利合作
布拉德利合作。
。
戴維斯說他更喜歡在大部分時間內擔任大
前鋒角色。
前鋒角色
。湖人隊希望兩個 NBA 級別的中鋒能
夠做出防守低位和保護籃筐的不費吹灰之力的
工作，
工作
， 而考辛斯最近的嚴重傷病迫使他們不太
可能選擇與麥基合作。
可能選擇與麥基合作
。
今年湖人本來就交易到頂尖 NBA 巨頭詹姆
斯和戴維斯，
斯和戴維斯
， 現在又來了一個曾經的中場王
“魔獸
魔獸”
” ，火箭擁有很大的爭議後場強強組合
的哈登和威斯布魯克，
的哈登和威斯布魯克
， 聽到這則消息
聽到這則消息，
， 免不了
也會膽戰心驚，
也會膽戰心驚
，還有希望贏得明年的 NBA 總冠
軍嗎？
軍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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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頓百利射擊場 8 月 28
休斯頓百利射擊場8
28日隆重開業
日隆重開業
並代理各知名品牌槍枝及全套持槍證課程
百利射擊場還擁有眾多知名大品牌的槍枝
代理權，因此他們售賣的槍枝不僅價格更優惠
，品質也絕對有保障。加入 VIP 會員，槍枝還
可以終生保修，普通會員槍枝也可以免費清洗
。
百利擊場七天營業，每周六，日兩天都有
全套德州持槍證課程，老師以中，英，粵語，
西班牙語，越南話授課，課程為理論 加上實槍
射擊，獲得持槍證之後就能夠合法持帶手槍在
身上，且在全美 32 州通用。

百利擊場最新優惠：凡在 9 月 17 日以前來
百利擊場的，都可享受$48·8 美金考取 LTC 持
槍證的優惠，敬請把握時機。
百利射擊場（Bellaire Shooting Range ) 的
營業時間為：周一至周五：上午 10:00 至下午 8:
00，周六：上午 8:00 至下午 8:00， 周日：上
午 10:00 至下午 7:00，該射擊場地址：7333 W
Sam Houston Pkwy S, Suite 110, Houston ,TX.
77072, 預約諮詢熱線：832-699-0777

「百利射擊場 」 於 8 月 28 日舉行盛大的開幕剪綵儀式
日舉行盛大的開幕剪綵儀式。
。包括
包括：
： 「國航
國航」」 機長
機長，
，
西南紀念醫院副院長，前市長候選人
西南紀念醫院副院長，
前市長候選人、
、地產大亨
地產大亨，
，明星陳燁
明星陳燁，
，藝術家張要武都來
主持開幕剪綵，
主持開幕剪綵
，向業主矯菲菲女士
向業主矯菲菲女士（
（右三 ）道賀
道賀。（
。（記者秦鴻鈞攝
記者秦鴻鈞攝 ）
（本報記者秦鴻鈞 ）美國是一個槍枝合
法化的國家，華人在此，必須融入美國的槍枝
文化，保障自身的安全。休斯頓第一家由我們
華人自己開設的射擊場，於上周三（8 月 28 日
）在華人聚集的中國城八號公路旁正式開業，
不僅填補了過去華人在此市場的空白，也可使
更多的華人在我們熟悉的環境裏，來這裡接觸
槍支，熟悉槍支，學習練習，從而保護自己和
家人的安全。華人廣泛習槍，也將像韓國人社
區一樣堅強，讓休市犯罪集團有所顧忌，不敢
像過去一樣予取予求，把 「中國城」 的華人當
肥貓，把華人當作待宰的羔羊，永遠是受害者
。
休斯頓百利射擊場，自 8 月 18 日試營業以
來，深受各界好評。8 月 28 日更舉行了隆重的
開業典禮和剪綵儀式，出席的嘉賓從市議員到
市長候選人，從中國城巿長，地產公司董事長
，到西南紀念醫院副院長，大家踴躍出席，表
達對百利射擊場業務的支持，該射擊場還有警
官出身的經理 Mr. Will Lee, 致力於全套德州持槍
證課程的教學，及美國槍枝法令的說明，使大
家拋除恐懼，合法帶手槍在身上，不僅對犯罪
集團有嚇阻作用，也重新建立我們堅固的家園
。
開幕典禮的嘉賓包括休斯頓市議員 Mr.

Michael Kubosh, 德州地產董事長、全美亞裔地
產協會總會長、休士頓西南管理區主席李雄先
生，前市長候選人 Mcvey & Associates 公司總
裁 Mr. Marty Mcvey; 以及休斯頓百利射擊場業
主矯菲菲女士致詞，表示祝賀及期待外, 也與
嘉賓美國參議員 Ted Cruz 的代表 Mr. Sen ； 西
南紀念醫院副院長、黃金心臟中心醫療集團董
事長豐建偉博士；QQ 地產 CEO 卿梅女士；陽
光地產總裁、陽光傳奇高爾夫球場總栽 James
Luo 先生； 以及百利射擊場創辦人、東主矯菲
菲女士；合夥人徐軍先生，及經理 Mr. Will Lee
共同主持開幕剪綵儀式，開啟休市華人射擊場
業新紀元。
每一位踏入百利射擊場的客人，立即就被
眼前的景象驚呆了，這簡直就是德州最豪華的
五星級室內射擊場 ! 無論燈光與室內設計，尤
其吸引人眼球莫過於牆上無處不在的動物標本
：鹿頭，大熊，連一頭獅子也盤據在石塊上，
讓人感覺濃濃的德州特色。
場館內最吸引人的還有各式槍支的出租和
售賣。幾十種不同形式的槍枝：半自動手槍、
步槍，長槍，短槍，最厲害的還有全自動機關
槍出租。這些槍枝有的是美國本地製造，還有
中國製造的，非常吸引此中行家的視線。不會
打槍的也沒關係，這裡每天都有教練在，以中

、英語指導教學，讓您享受 「打靶 」 的樂趣 !
來 「百利射擊場」 練功，還可以辦會員制
，他們有 「普通會員」 和 VIP 會員。會員當然
有更多的優惠和折扣。在這裡可以租槍、買槍
、買子彈，也可以自己帶槍，帶子彈來打。射
擊場有 20 條標準長/ 短綫射擊綫，還有 VIP 專
屬擊包房，可以帶朋友一起未，也是可在此開
生日 party,過一個很特別的生日 !

「百利射擊場 」 還作各類槍枝的出租和買賣
。（記者秦鴻鈞攝
。（
記者秦鴻鈞攝 ）

「百利射擊場
百利射擊場」」 內部豪華
內部豪華、
、氣派
氣派，
，是華人之
光 ! ( 記者秦鴻鈞攝 ）

休城畫頁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休士頓台灣商會會長張智嘉（右三
休士頓台灣商會會長張智嘉（
右三）、
）、顧問周政賢
顧問周政賢（
（左五
左五）
）贈送感謝
禮物給主廚李建軒（
禮物給主廚李建軒
（左六
左六）、
）、許政堂
許政堂（
（右四
右四），
），與僑委黎淑瑛
與僑委黎淑瑛（
（右一
）、僑委張世勳
）、
僑委張世勳（
（左四
左四）、
）、僑教中心主任陳奕芳
僑教中心主任陳奕芳（
（右二
右二）、
）、僑務諮詢
僑務諮詢
委員宋明麗（
委員宋明麗
（左三
左三）、
）、台商會秘書呂明雪
台商會秘書呂明雪（
（左二
左二）、
）、僑務促進委員陳
僑務促進委員陳
逸玲（
逸玲
（左一
左一）
）合影
合影。
。

2019 僑委會台灣國際美食廚藝巡迴講座休士頓圓滿成功
2019僑委會台灣國際美食廚藝巡迴講座休士頓圓滿成功
名廚李建軒、
名廚李建軒
、許政堂技藝精湛秀創意令人大開眼界

AIH 藝術學院學員們與名廚許政堂
藝術學院學員們與名廚許政堂（
（右一
右一）、
）、
李建軒（
李建軒
（右三
右三）
）合影
合影。
。

休士頓台灣商會會長張智嘉（右一
休士頓台灣商會會長張智嘉（
）、僑務委員黎淑瑛
）、
僑務委員黎淑瑛（
（右二
右二）
）感謝
名廚李建軒（
名廚李建軒
（左一
左一）、
）、許政堂
許政堂（
（左
二）作台灣美食示範教學
作台灣美食示範教學。
。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陳家彥
（右二
右二）、
）、夫人黃惠瑜
夫人黃惠瑜（
（右一
右一），
），僑委張
僑委張
世勳（
世勳
（左一
左一）
）與 AIH 藝術學院 Dr. Gary
Eaton（
Eaton
（左二
左二）
）互動
互動。
。

名廚李建軒（
名廚李建軒
（左一
左一）、
）、許政堂
許政堂（
（左
二）向 AIH 藝術學院學員示範魷魚
雕刻刀工。
雕刻刀工
。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陳家彥（右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陳家彥（
三）、
）、僑教中心主任陳奕芳
僑教中心主任陳奕芳（
（右二
右二），
），休士頓
休士頓
台灣商會會長張智嘉（
台灣商會會長張智嘉
（右一
右一）
）於 8 月 21 日贈送
感謝狀及禮物給 AIH 藝術學院代表 Dr. Gary
Eaton 和主廚教練 Francis Jacquinet(左一
Jacquinet(左一）。
）。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教育
組長周慧宜（
組長周慧宜
（右一
右一）、
）、秘書俞欣嫻
秘書俞欣嫻
（右二
右二）
）與 AIH 藝術學院 Dr. Gary
Eaton 交換意見
交換意見。
。

休士頓台灣商會會長張智嘉（右二
休士頓台灣商會會長張智嘉（
右二）、
）、顧問
顧問
周政賢（
周政賢
（左一
左一），
），僑教中心主任陳奕芳
僑教中心主任陳奕芳（
（左
二）、
）、副主任楊容清
副主任楊容清（
（右一
右一）、
）、僑委張世勳
僑委張世勳
與 AIH 藝術學院 Dr. Gary Eaton 互相交流
互相交流。
。

名廚李建軒示範教學台灣美食展示：
名廚李建軒示範教學台灣美食展示
：
XO 醬時蔬小鮮魷
醬時蔬小鮮魷、
、香檸橙汁冬瓜條
香檸橙汁冬瓜條。
。

名廚許政堂（右）、
名廚許政堂（
）、李建軒於
李建軒於 8 月
20 日下午 4 時至下午 7 時在糖城家
樂超市作台灣美食廚藝示範，
樂超市作台灣美食廚藝示範
，吸引
大批僑界人士圍觀。
大批僑界人士圍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