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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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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x

地址：4899 hwy 6 ste 210 C, Missouri city,Tx 77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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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您知道所有穀類、豆類和堅果都可催芽嗎？您可
知為何要催芽嗎? 答案是芽菜苗在成長的過程中，會從沖澆的水
中吸收礦物質與微量元素。芽菜苗含有非常豐富的礦物質與維生
素，以小麥發芽72小時後，與種子未發芽時的營養價值相比，
綜合性維生素B和維生素C的含量，在發芽後達到原來含量的六
倍，維他命Ｅ的含量也增加了3倍。食用芽菜苗等於在吃一種營
養價值正值高峰的植物，種子在此時釋放所有儲存的能量，以便
逐漸長成一株完整的植物，而幼芽所含有的，正是植物賴以生長
的重要激素，這種激素就是一種酵素。

芽菜苗最可貴的就是充滿豐富的酵素，是人體維持健康避免
早衰最重要的營養素。酵素有多少，生命力就有多少。

種子在發芽過程中會產生植化素(Phytochemical)等多種新營
養素，植化素是植物用來繁衍、保護自己的保命要素。植化素對
人體的貢獻：1. 強力的抗氧化功能2. 提升免疫力3. 抗癌4. 抗發
炎。此外，植化素可激發體內解毒酵素的活性、調節體內荷爾蒙
的分泌，並促進細胞代謝。種植芽菜苗方法有水耕, 土耕法, 各適
用於不同種類的種子。

校友林秀英一直大力提倡製作酵素, 曾在僑社公開演講；現
在又致力研究催芽技術, 她將介紹示範一些簡易催芽法, 提醒各種
訣竅, 注意事宜。校友會也將提供詳細講義, 講解催芽步驟和各種
芽菜營養與功效, 如綠, 黄, 黑豆芽, 苜蓿芽, 綠花椰, 碗豆芽, 小麥
草, 葵花芽,篙麥芽, 紅, 綠扁豆芽, 甜菜根, 葫蘆巴芽等。還有回春

水的製作, 水壺發豆芽菜的改良簡單方法。
園藝專家黃以法教授將淺談各種蔬果的營養和種植, 並當場

贈送火籠果苗, 木瓜, 番茄和其他各種蔬菜種子, 還可幫忙解決植
花蒔果的疑難雜症。

您若關心自己的身體保養, 希望活得健康長壽, 朝氣蓬勃, 歡
迎來聆聽兩位專家的心得與經驗分享。日期時間九月二十八日下
午 1:30pm 到 3:30pm, 地點華僑文教服務中心展覽室。10303
West Office Dr. Houston, Tx 77042。校友會屆時敬備茶點接待。

詢問演講電話 2819233660

師大校友會主辦國慶小花博
”保健養生話催芽”和” 淺談蔬果營養及種植” 兩個健康講座

（本報訊）第74屆聯合國大會訂於9月17日在聯合國總部
開議，休士頓僑界為向國際社會展現支持中華民國臺灣參與聯合
國的一致立場，9月1日在108年雙十國慶系列活動開幕典禮上發
起聲援臺灣參與聯合國活動，鼓勵僑胞簽署請願信，促請美國政
要支持。在場僑團並熱烈聯署共同聲明，向主流社會傳達臺灣期
盼參與相關國際組織並貢獻所長的強烈意願。

共同聲明聯署在這一週，並獲得美南地區僑團的廣泛支持，
都認為該為共同的故鄉─臺灣積極發聲。截至今天參與聯署僑團
有美南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中華老人服務協會、松年學院、美
南臺灣旅館公會、休士頓客家會、臺灣傳奇、林西河堂、世新校
友會、臺灣清華校友會、師大附中校友會、清閒俱樂部、休士頓
空軍大鵬聯誼會、華僑協會、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華僑

愛國聯合總會美南分會、休士頓臺灣長春會、實踐校友會、美南
藝文社、紐奧良臺灣同鄉會、休士頓關懷救助協會、奧斯汀臺灣
人專業協會等。

共同聲明內容如下：
美南僑社支持並響應中華民國(台灣)政府以 「台灣為全球落

實永續發展目標(SDGs)之重要夥伴」為主軸，向國際社會展現我
國2,300萬人民對參與聯合國體系的期盼，並敦促聯合國秘書長
古特雷斯(Antonio Guterres)秉持公平、正義、包容性及為全人類
服務等原則，解決台灣長期被排除於聯合國體系外的問題。茲發
表聲明支持訴求如下：

1、 聯合國應立即採取行動解決2,300萬台灣人民被不當排
除在聯合國體系外之情形；

2、 聯合國不當剝奪我國人及媒體進入聯合國參訪、出席或
採訪會議與活動之權利，應即予匡正；

3、 聯合國應確保台灣有權平等、有尊嚴參與實現 「永續發
展目標」之相關會議、機制及活動，並做出貢獻。

一個真正包容的聯合國不應該遺漏任何人， 「永續發展目標
」的夥伴原則，需要所有國家、利害關係者及人民的參與。 「包
容」及 「不遺漏任何人」是實踐 「永續發展目標」的關鍵。

全面民主化的台灣，在落實 「永續發展目標」方面已獲致相
當成果，並且已積極協助39個國家在 「永續發展目標」相關領
域進行合作。台灣有意願、也有能力參與聯合國體系並做出貢獻
，是國際社會 「負責任、肯貢獻」的真誠朋友，聯合國應向台灣
敞開大門。

美南僑界發表共同聲明 聲援臺灣參與聯合國

((第二排左起第二排左起：：黃春蘭主任委員黃春蘭主任委員、、陳奕芳主任陳奕芳主任、、休士頓市議員休士頓市議員Steve LesSteve Les 幕幕
僚長僚長Van HuynhVan Huynh、、陳家彥處長陳家彥處長、、黎淑瑛及張世勳僑務委員持參與聯合國標黎淑瑛及張世勳僑務委員持參與聯合國標
幟和與會僑團負責人齊心推動臺灣加入聯合國幟和與會僑團負責人齊心推動臺灣加入聯合國。。 僑教中心在中心大廳設立攤位共僑胞簽請願信僑教中心在中心大廳設立攤位共僑胞簽請願信

花好月圓
慶中秋慶祝108年雙十國慶

國慶中秋烤月趣

You’re Invited

Picnic
With Food, Bingo, Riddle & lots of fun

Date: 09/14/2019 Sat
Time:5:00 PM - 8:00PM
Place: Sugar Land Memorial Park,
           15300 University Blvd., Sugar Land TX. 77479

Contact

           

：Elizabeth Hwong: 713-858-8781   Linda Young:713-340-8115
                    John Romeo:  281-380-3276          Angel Luk:832-692-5210

Brisket, Smoked Chicken, Salad,
Braised Food,  Drinks, Fruits, Moon Cakes,

Cornbread, Potato Salad & Coleslaw

Early Bird Ticket :$10  
Children under 6: 

After 09/07/19 all tickets are $15 Per Person 
$5 

承辦社團：
         中華保健中心、
         休台姐妹會、美南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

休士頓北一女校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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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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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諾威（James Noteware）競選國會議員

募捐晚宴在休斯頓白宮舉行

【泉深報導】由休斯頓國際區區長、美南新聞集團董事長、
國際貿易中心主席李蔚華和餐飲業大亨、億萬富翁藤權（Glen）
聯合發起的金諾威（James Noteware）競選 2020 美國國會議員
（2020 United Stat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募捐晚宴在休斯頓
白宮（Houston White House）隆重舉行,大休斯頓地區政商界名
流70餘人出席。

金諾威是共和黨成員（Republican），本科畢業於美國名校
史丹福大學並在排名蟬聯第一的賓夕法尼亞州大學沃頓商學院獲
得工商管理碩士學位（MBA）。過去40多幾年他一直活躍於城
市建設、房地產開發、物業和投資組合以及企業管理領域，也是
國際貿易中心共同主席，在休斯頓地區及華人界產生了一定的影
響。他今年初決定競選2020美國國會議員（Congressman）寶座

。
金諾威所處的休斯頓第七區（District 7）包括比較富裕的西

部區及其郊區，2000人口普查, District 7 約有 65萬（651,620 ）
居民。該地區的國會議員歷來由共和黨人當選，但現任國會議員
是民主黨人Lizzie Fletcher，他在2018年以52.5％的選票當選。金
諾威指出他要競選國會議員，改變這種現狀，恢復共和黨失去的
國會寶座，代表共和黨，到華盛頓代言，推進小政府，增加投資
，鼓勵創業，增加就業，動用自己的大腦，靠自己勤奮、雙手、
勞動提高物資和文化生活水平，不靠政府，靠救濟搞大鍋飯。

近四十年來，金諾威在眾多房地產和社區服務組織擔任領導
職務，包括城市土地研究所，房地產圓桌會議和青年領袖組織。
他在房地產市場和投資趨勢方面的專業知識使他能夠經常向私營

和公共部門的社區組織發表演講，並為媒體提供資源。
他應前休斯敦市長Annise Parker的要求，曾擔任休斯敦

市住房和社區發展部主任兩年。他實現了組織和財務方面
的變革，使該部門恢復了對聯邦和州機構的遵守，並引領
該市進入社區發展。 2003年和2004年，他在華盛頓特區
市長安東尼威廉姆斯的提名和布什總統的任命下，領導了
哥倫比亞特區和美國的合資企業 - 國家資本振興公司的
房地產投資、開發和運營。

金諾威越來越關注包括休斯頓在內的全國各大城市的財
政困境。 2014年11月，他接受了休斯敦商業期刊的邀請
，擔任專家專欄作家，專注於休斯頓市面臨的財務和政策
問題。這些專欄引起了整個城市和國家的關注，並提高了
公眾對於為什麼每個企業（尤其是房地產行業）的領導力
必須參與公共服務，提供財務周轉的意識。

金諾威教育背景
1974年-1976年 賓夕法尼亞大學 - 沃頓商學院 工商管

理碩士（MBA）
金融，房地產專業
1970年 - 1974年 斯坦福大學 理學學士（BS）
土木工程專業
金諾威職場經歷
2002年7月至今 金諾威顧問委員會（ Noteware Advisors

）任首席執行官（CEO）
2005 年至今 休斯頓國際貿易中心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任共同主席
2010 年 4 月至 2012 年 2 月 休斯頓市住房和社區發展部

(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任主
任

2003年10月至2004年4月 國家資本振興公司 (National
Capital Revitalization Corporation) 任戰略顧問

1993 年 1 月至 2002 年 7 月 Maxxam Property Company
（MPC）任董事長兼CEO

1991年4月至1993年1月 紐約市Price Waterhouse 全國房地
產任總監

1990 年 11 月至 1992 年 12 月 休斯頓地區鳳凰諮詢公司
（Phoenix Consulting,Inc.）任總裁兼首席執行官

1979年4月至1990年11月 全國房地產諮詢服務公司 （Lav-
enthol Horwath）任總監

1976年5月 至1979年3月 Booz Allen Hamilton任高級助理
1972年12月至1974年8月 ERNEST J. KUMP，FAIA＆AS-

SOCIATES任設計架構師

左起左起：：蔣銳蔣銳、、豐建偉豐建偉、、李蔚華李蔚華、、金諾威金諾威、、宋蕾宋蕾 金諾威金諾威（（左四左四）、）、李蔚華李蔚華（（左五左五）、）、藤權藤權（（右二右二））和嘉賓和嘉賓

金諾威金諾威((左三左三）、）、李蔚華李蔚華（（左四左四））和嘉賓和嘉賓金諾威金諾威（（左左）、）、李蔚華李蔚華（（中中）、）、Rocky LaiRocky Lai（（右右））



BB55休城工商
星期五       2019年9月13日       Friday, September 13, 2019

許氏参業集團榮獲北海道漁聯頒贈許氏参業集團榮獲北海道漁聯頒贈
2020年成就感謝狀年成就感謝狀

許氏參業集團是全美唯一華人自產自
銷規模最大的花旗參產銷企業，近年
來更本著誠信服務的宗旨，為消費者
提供許多優質的健康產品與珍貴的海
味食材。和北海道漁業協同組合連合
會合作20 年，致力推廣北海道的幹
貝與昆布，由於品質優越，多年來獲
得市場熱烈迴響。此次受北海道漁聯
邀請，專程由許氏參業集團創辦人許
忠政偕同總裁許恩偉帶隊前往北海道
接受北海道漁聯特地頒贈的20 年成
就感謝狀，肯定許氏參業集團為發展
及推廣北海道地道水產所做出的貢獻
。

北海道漁業協同組合連合會代表
理事常務山口重幸 Juko Yamaguchi 代
表頒贈給許氏參業集團20 年感謝狀
，嘉許這麼多年許氏參業在北美洲的
努力。山口先生表示，用新鮮幹貝製
成幹貝(江瑤柱)在日本已經有超過150
年的歷史，從明治時代起就開始製作
，北海道幹貝(江瑤柱)工廠目前有19
家。食用幹貝(江瑤柱)的市場除了亞
洲的華人地區之外，北美洲是最重要
的銷售市場，藉由許氏參業擁有完整
的銷售通路布局以及對於產品所付出
的心力推廣，每年雙方都有許多機會
見面交流。雙方合作至今剛好滿20
年，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裏程碑，更是
不可多得的好夥伴。許氏參業總裁許
恩偉也回贈了一幅許氏參業的花旗參
農場手畫作給北海道漁聯，雖然雙方
一海一陸，一東一西，可是從地理座
標上來看，北海道和威斯康辛州的緯
度相同，由此表示對於彼此產品的相
知與重視。

北海道地理位置四面環海，水產
資源豐富，扇貝產量佔世界市場首位
，達八成以上。許氏參業此行除了接
受北海道漁聯在劄幌的表揚之外，更
驅車四個多小時從劄幌到達了位於北
海道東北部海岸的常呂幹貝加工廠參
觀。常呂所產的幹貝產量佔了全日本

總產量接近一半，品質層層把關，是
世界上品質最頂級的幹貝。自1960 年
起，扇貝幼苗培植的技術成熟，每年
都在北海道附近的鄂霍次克海域放養
野生的扇貝幼苗，大約要成長到四歲
左右才能採收。那裡豐富無汙染的浮
遊生物成了最好的養分來源，再加上
砂質般的海床更是適合孕育頂級的扇
貝。漁船從特定規劃的海域中捕撈上
岸後，需於一小時內完成殼肉分離並
加熱殺菌，之後還需要以人工方式篩
選並分級，總共19 道工序，無一馬虎
；在歷時一個月的時間才能慢慢的將
新鮮扇貝轉化為風味濃郁的幹貝(江瑤
柱)。

許氏參業集團總裁許恩偉表示，
在威州種植花旗參的農夫和在北海道
放養扇貝的漁民有許多相似之處，二

者都需要老天的照顧，因此對於永續
經營和友善地球的概念是相通的，而
對於農漁作物的熱情和用心都可以從
最後的產品本身感受到。許氏參業秉
持著層層把關的心態，親自到原產地
仔細了解每個環節，為的就是要把最
優等品質的產品提供給消費者。也希
望消費者可以在購買時能夠仔細挑選
，認明許氏參業由北海道原裝進口的
幹貝(江瑤柱)和昆布才能確保自己所
選購的是真的從海洋到餐桌的頂級食
材。

******************************************
關於北海道漁業協同組合連合會
北海道漁業協同組合連合會(漁

聯)是由全北海道的漁業協同組合(漁
協)出資創立的，是負責指導暨經濟事

業的一個協同組合連合會。生產者、
漁協、北海道漁聯三位一體，實現北
海道漁業的穩定供給，迅速穩定地供
應安全、安心的優質水產品，提供優
質的漁業相關物資。北海道擁有日本
全國最長的海岸線，四面都是美麗的
海洋，漁獲量約佔日本全國的四分之
一，可稱得上是水產王國。

關於幹貝
幹貝又稱江瑤柱，性平味甘鹹，

蛋白質豐富，且含有少量的碘，有滋
陽、生津、調降血壓、強健體力、改
善腸胃消化不良或腹脹不適等有益功
效。幹貝(江瑤柱)食味鮮甜，可做主
菜或配料，煲粥飯湯加入少許，分外
鮮甜味美。

許氏參業創辦人許忠政先生及總裁許恩偉受頒感謝狀

許氏參業創辦人許忠政先生及總裁許恩偉
參觀日本北海道干貝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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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休斯頓報導) 眾所周知，在美國 「信用」

非常重要，可以說，美國是個信用社會，生活中
大量使用信用卡做為付費方式，幾乎是生活中不
可缺少的一環。對於居民或是新移民來說，優良
的信用紀錄非常有幫助。若是沒有好的信用，不
僅無法獲得好的利率，甚至不能取得貸款。

信用分數不夠，貸款會有困難
你知道嗎？許多日常生活繳費都在默默衡量

你的信用，像是繳信用卡費、電費、網路費、或
是其他購物分期付款費用等都是。很多民眾平時
不知道自己信用有問題，往往是在買車子、買房
子要貸款時，信用報告被調出來，才知道自己的
信用分數居然太低。

對很多人來說，如果信用分數不夠，許多事
情都辦不了，例如，你想要買房子，可是信用分
數只有680分，銀行是不肯貸款的。又比如想要貸
款買車，可是信用分數不夠，貸款也會有困難。
合法消除不良的信用紀錄

上述這些例子，其實都不難處理，信用修復
專家（CK Portfolio Capital）的負責人Nam Le能幫
助你解決，他知道怎樣幫人消除不良的信用紀錄
，完全合法，具有多年信用修復的經驗，他已經
成功地協助許多人修復信用，提高信用分數，讓
客戶順利貸到款。

Le
先 生
表 示
， 在
正 常
的 情
況 下
， 一
般 在
45 天
的 時

間內，就可以讓人重獲經濟的自由，過程根據信
用法案， 100%合法，有些例子甚至更快。

Le先生藉由專業知識，幫人把不好的紀錄都
消除，幫助修復信用分數。他有95%的客戶是經由
原來的客戶再推薦的，這些客戶因為他們自己成
功的經驗分享給朋友，因此周圍有相同困擾的人
也找到信用修復專家，能夠成功地把信用恢復到
良好的分數。

成功案例
舉一個成功的例子來說，30 歲的 A 先生想要

買新車、未來還想買房子，然而太低的信用分數
讓他什麼也做不了。A 先生在 2018 年 12 月 5 號的

時候，信用分數只有492分。他找到信用修復專家
Le先生，經過一個月的信用修復之後，在2019年
的1月3號，他的信用分數已經提高到645分。

A 先生在去年 12 月的時候，還有很多不好的
信用紀錄，然而在這一個月之內，信用修復專家
幫他把這些不好的紀錄都消除掉了，才能夠在短
短時間之內，快速提高150分。經由信用修復專家
的協助後，他順利地貸到款買車了。

信用修復專家Nam Le表示，他保證成功的修
復信用( money back guarantee) ，也提醒大家要按
時的繳款，不要晚付，他會教導客戶如何維持優
良的信用分數。

信用 「紀錄」 可以被更新
Nam Le表示，任何人過去信用上的不良紀錄

都可以被修復，無論是多麽嚴重的紀錄，即使是
破產、拖欠、法拍、延遲，這些都只是 「紀錄」
，就法律上只要是 「紀錄」都可以被更新的。

信用修復專家（Portfolio Capital）總裁 Nam
Le 電話: 713-815-5011(中文)、713-826-9971(英
文)。地址: 9999 Bellaire Blvd., Suite 909, Houston,
TX 77036（恆豐銀行大樓）。網站www.kcportfo-
liocapital.com。 email: nam.le@kcportfoliocapital.com
。

信用分數太低信用分數太低 無法貸到款無法貸到款??
專家幫您處理專家幫您處理 4545天內提高信用分數天內提高信用分數

中華文化中心耆老就業培訓計劃中華文化中心耆老就業培訓計劃
並尋求提供就業培訓主辦機構並尋求提供就業培訓主辦機構

(本報訊) 耆老就業培訓計劃，是中華文化中心
年長者服務部服務項目之一。它是以培養年長者
基本的工作經驗及技能，爭取重返工作崗位，使
他們能夠自食其力，減輕家庭和社會負擔的專項
培訓計劃。

此計劃自舉辦以來深受廣大年長者的歡迎，
社會效果很好，反響熱烈。目前該計劃 正在擴大
招攬中。

此項目的培訓對像是以年長者(年齡55歲以上)
為主；目的是爭取讓他們重返職場。文化中心將
依照每個人的不同經歷及特長，安排年長者在非
營利單位接受排訓，諸如：圖書館、學校、文化
中心，中國人活動中心等等。

該計劃是全美亞太裔耆老中心(National Asian
Pacific Center on Aging) 耆老就業培訓計劃(Senior
Community Service Employment Program 《SCSEP

》)的重要服務項目之一，其宗旨是維護及提昇亞
太裔及太平洋島嶼長者晚年的尊嚴、健康和生活
品質。

耆老就業培訓計劃 (SCSEP) 是由美國勞工部
資助，專為 55 歲或以上年老工作者而設的就業培
訓計劃。根據年老美國人法案第五條 (Title V of
Older Americans Act), 國會授權資助 55 歲或以上低
收入，且就業前景暗淡的長者，接受半職社區服
務就業培訓。其目的是幫助參與者通過在非營利
501(c)3 社區機構或政府機關的在職培訓，獲得工
作經驗和克服社交障礙，同時提供社區服務，提
高參與者的工作技能，使他們將來能夠找到全職
或半職無補貼的工作。

耆老就業培訓計劃 (SCSEP) 如何運作？合格
者將被分配到提供培訓的主辦機構（非營利或政
府機構）工作，參加者將可每週半職工作至多20

小時，並獲德州或聯邦的最低工資。
歡迎有興趣的年長朋友們，來參加文化中心

的 「說明會」。說明會在每月的第二及第四個星
期四上午10時在中心122室舉行，如果你符合資格
，文化中心將會立即分配到相關機構培訓工作。

近期的說明會分別是：10月10日、10月24日
、11月14日，每天上午10時。如果你不想再給子
女增加負擔，如果你想過一個自食其力，又有自
己社交圈的嶄新生活，這是一個大好機會，千萬
不要錯過。

參與此項目的老人必須是：1、美國公民或綠
卡；2、年齡超過55歲；3、擁有低於聯邦貧困縣
125%的收入；4、目前處在失業狀態；5、住在哈
里斯郡，或有資格根據1986年的“移民改革和控
制法”在美國工作者。

中華文化中心同時尋求凡是登記有501(c)3 的

非營利機構，成為此項目的提供就業培訓的主辦
機構（Host Agency）。我們的年長者不僅可以幫
助貴單位完成工作需求，同時貴單位亦可提供長
者們活到老學到老的機會。目前文化中心己有超
過30個的501(c)3 的非營利機構成為我們合作的夥
伴。有興趣成為就業培訓主辦機構的501(c)3 的非
營利機構，亦歡迎在上述說明會時間前來或上文
化中心網站登記。

有興趣者亦歡迎造訪中華文化中心網站：
https://ccchouston.org/seniors/senioremployment-
program/ 可直接上網登記即可(有中文說明)；亦歡
迎來電洽詢：713-271-6100 分機 206 找孫小姐
（Maggie Sun ，英文，中文)，分機111 找Phan (越
文)。

一种事物或规律的出现，或者

是因为有着强大的需求，或者是因

为大面积灭绝后的幸存，或者是因

为随机的涌现，这些就是“起源”

的主要三种方式。从这三个角度，

不但可以看到生命的诞生，一样可

以体会物种的灭绝。

最容易想到的就是生命的起源

、人的起源，但还有一些被我们当

做天经地义的概念，也是值得咱们

问一个起源的，比如性别。

性别这个概念，绝大部分人只

熟悉它在文化领域中的概念，所以

非男即女就是根深蒂固的思维了。

如果人类真的是非男即女的话，倒

也罢了，但如果人类不是只有两种

性别呢？结果肯定是那些既不属于

男，也不属于女的人被当作是异类

受到歧视。可能你要说了，难道还

有男女之外的人吗？

当然了，我们在生物学上给男

女划线，就是看性染色体，如果

是 XY 就是男人，如果是 XX 就

是女人。但这个世上确实有性染色

体是 XXY 的，而且还是以1/400

的概率存在的，也还有 XYY 的，

而且是以1/900的概率稳定存在的

，还有 XXX 的，或者 XXXY 的

，或者是 XO 的等等。

你觉得这几百分之一太少了吧

，但是把几种都加在一起，那就是

全世界有2300万人在传统的生物学

定义上既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

而且这里至少有1000万人初看起来

跟普通人没有什么差异，但他们器

官上的异常可能就会被人当作病人

或者是怪物。这还是从生物学角度

说的。

如果从文化概念上去分，男性

文化与女性文化其实是一种连续的

变化，没有明显的界限。一个生物

属性上被定义成男性的人更认同女

性文化的话，或者是反过来，一个

生物属性上的女人更认同男性文化

的话，也免不了被当作是异类，或

者是有心理疾病的人。

而接下来，我们仔细说说性别

，就有助于让你了解更宽的生物界

的性别。它带来的副作用，就是你

在性别上会有更公平，更客观的态

度。

我们先从生物学上的性别说起

。人已经是生命演化了几十亿年之

后出现的一种生物了，离性别的出

现太远了，所以我们要从性别出现

前的那批生物说起。

最早的生物是没有性别的，只

是一个短命的细胞，它为了让自己

延续下去，发展出一门绝技，就是

从周围的环境中选择一些材料，然

后复制自己，一个变两个，两个变

四个，四个变八个，这样暴增的形

式。

你可能马上就能想到阿拉伯国

王奖励发明国际象棋的人的故事了

：在棋盘的第一格放1粒米，第二

格放2粒，第三格4粒，然后是8

粒，16粒，32粒，到后来国王后悔

了，因为他发现整个国家的大米都

不够放的。

所以我才说，一个单细胞这样

的裂解是暴增的形式。但为什么地

球没有马上被单细胞的生物吞噬掉

呢？两个原因：

第一个是细胞那些祖先不会一

直活着，隔了几代自己就死掉了；

另一个原因是环境太恶劣了，

裂解它是暴增的，活不下去死去的

也是暴多的，甚至有时候还支撑不

下去。

但有一个机制能帮它们抵御环

境的变化，就是 DNA 的变异，环

境在变，DNA 也在随机地乱变，

只不过 DNA 变异的概率极低极低

，想让其中50%发生变化，那说不

准要等到天荒地老了。

咱们随便说个数，比如说需要

经历 3000 代的繁殖，才能完成

DNA 中50%的变化。如果一代的

生命体寿命是1年呢？那完成这样

剧烈的转变需要3000年。这种变异

有什么好处呢？谁也不知道，就是

在某次变化中，随机变异的新的

DNA 竟然能比其他的个体更能利

用上恶劣环境中的资源，于是这个

略微改变的 DNA 就占尽了优势，

这种模式都属于是彻头彻尾的无性

繁殖。

但是后来，更大的优势出现了

，就是有的细胞会把自己的遗传物

质一分为二，变成 A 和 A’，它

在繁殖的时候不是自己完成的，而

是找到其他的个体，而且它找的那

个个体也是拥有遗传物质能一分为

二能力的，遗传物质是 B 和 B’

，这次生命繁殖之后，生出来的下

一代就是 A 配 B 这个样子了，

它相比原来任何一个祖先都变化了

50%了，而且只需要仅仅一代的寿

命就产生了这么大程度的改变，而

不需要3000代那么久。这样下去，

AB 型的后代再找到其它的个体，

可能是 CD 型的，马上又可以仅

仅通过一代的寿命又变化了50%。

咱们先不论改变之后是不是适

应环境，我们只去数数改变之后出

现的花样就知道了，两个配对的方

式产生新花样的速度大大超越了一

个人自己繁殖的速度，种类多就意

味着机会多，一次环境的剧变，假

如仅仅对20种生物来说，可能对

它们每一种都是一场灾难。但如果

一次环境剧变，面对的物种数量多

了，比如说是20亿种的话，那一

定其中有那么一小部分生物反而把

这次环境剧变视为是一次特大的利

好，可以从中渔利，这就是多样性

对物种的重要性。

而这种多样性根源，就在于遗

传物质不来自于单一一个物体的繁

育模式，我们管这种来自于不同个

体的配对物质叫配子。

所以，性别的诞生不是因为性

感了，或者因为有性吸引力，那些

都是文化方面粗浅的理解。 性别

的诞生是因为生存压力足够大之后

，演化出来的一种更具竞争力的新

的生存模式。

性别的诞生大致就是这样了。

那么雌雄、公母、男女为什么

会出现呢？这难道只是一个给单词

起名的习惯吗？也不是，因为对我

们熟悉的很多动物来说，雄性的生

殖器都跟雌性的很不一样，它们都

是凸出来的。

我们在原始社会还没有科学出

现之前，可能最早就是观察到了这

些才给雌雄定了名字。但是后来发

现例外的情况越来越多，比如像鸡

，公鸡并没有什么凸出来的生殖器

，青蛙也是一样，无论雌雄谁都没

有阴茎。

那我们用什么来标记雌雄呢？

就是看配子。配子我们刚刚说过，

就是在有性繁殖的过程中，一方释

放出来的遗传物质。但我们会观察

到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不论动物

还是植物，总会出现一方的配子数

量巨大，比如有几亿个，但是每个

配子却又只携带很少的营养物质。

另一方的配子数量却非常少，往往

只有几个，可是它携带的营养物质

却特别特别多，我们就依据这个明

显的差别，把携带营养物质少的那

一方叫做雄性，携带营养物质多的

那一方叫做雌性。

举个例子，比如鸡蛋是母鸡下

的，那就是雌性的配子，这里包含

了几乎可以支持一个小鸡早期20

多天发育所需的全部的营养物质。

可是对应的雄性的配子，那只有在

显微镜下才能看到了。

你可能想问，为什么同是配子

，甚至可能最早是由差异不大的无

性生殖的生物演化过来的，为什么

后来雄性与雌性的配子差异却这么

大呢？

这也是演化来的，我们可以先

假设所有的配子最初的体积大致是

相同的，结构大致也是相同的，但

其中必然有一些偏巧就比另外一些

大了那么一点点，这些略大一些的

配子就因为携带了更多的营养物质

，所以相比其他的普通的配子就占

据了一点点优势，那就是因为它们

一开始就能给胎儿提供更多一些的

养分，提供一个更好的开端，赢在

了起跑线上，所以凡是可以在最初

能形成一个更大配子的个体，因为

这种优势就成了进化的一个趋势。

不过事情总不是一帆风顺的，

因为这时候跟它配对的那个配子如

果尺寸特别小，而且如果它们有一

定的把握，让自己这个特别小的配

子也能精准地找到那个大尺寸的配

子，跟它融合在一起的话，那就相

当于占了个大便宜。于是，这些有

能力找到营养物质丰富的大配子的

，小偷一样的小配子也获得了一种

有优势的生存策略。

你看，两种截然不同的策略，

尤其是那个小的，它在之后演化出

更加小巧灵活，能更积极地寻找大

个配子的能力，它实在是不需要除

了长途奔袭之外的任何能量，最终

在二倍体生物中，配子开始朝两个

方向发展。

如果用形象的比喻就是，一

种配子是憨厚实在的，一种配子

是狡猾狡诈的，可是它们看起来

，这个差异实在太大了。管它们

都叫配子已经不合适了，于是我

们就改口，前者叫做卵子，后者

叫做精子。

好了，我们就从演化的角度把

性别的产生说清了，也说清了雌性

与雄性的产生。你先不要急于知道

人的另外五种性别是怎么出来的，

咱们之后会慢慢解释。

地球生命演化过程中一点一点

出现的，即便我们现在还没有讲到

其他类型的性别，你也可以预感到

：那些生物的性别也不是生物学家

规定出来的，而性别这个概念却最

早来自生活经验与文化中。

所以，当我们还没有细致了解

性别的生物细节的时候，过多地把

文化中的概念跨界解读科学现象，

难免就会出现错误。当我们一脚迈

进了科学领域之后，发现自己跨界

了，很多事都说不清的时候，那还

是先花精力把那些科学细节搞清楚

，少发表观点为妙。

起
源
：
性
别
是
怎
么
产
生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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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好老師我們的好老師- Kevin Griffin- Kevin Griffin

我們是在美國休斯頓生活的華裔老年人我們是在美國休斯頓生活的華裔老年人，，KevinKevin
是一位優秀的尤克裏裏演奏家是一位優秀的尤克裏裏演奏家，，也是我們在休斯頓也是我們在休斯頓
中國城華裔老人尤克裏裏中國城華裔老人尤克裏裏 （（夏威夷小吉他夏威夷小吉他））班的老班的老
師師。。從他為我們提供義務教學的這一年八個月來從他為我們提供義務教學的這一年八個月來，，
我們深深體會到他是一位非常有愛心我們深深體會到他是一位非常有愛心，，關心他人關心他人，，
願意為華裔社區無私奉獻的值得尊敬的朋友願意為華裔社區無私奉獻的值得尊敬的朋友。。

20172017年休斯頓遭遇嚴重自然災害颱風哈維年休斯頓遭遇嚴重自然災害颱風哈維，，政政
府提供受災房屋修復資金府提供受災房屋修復資金。。KevinKevin 老師在自己住家修老師在自己住家修
復後將剩餘的資金全部拿出來復後將剩餘的資金全部拿出來，，並聯合了他的朋友並聯合了他的朋友
們一起捐獻們一起捐獻。。用這筆資金用這筆資金KevinKevin購買了一批尤克裏裏購買了一批尤克裏裏
琴提供給華裔社區有興趣學習尤克裏裏琴琴提供給華裔社區有興趣學習尤克裏裏琴 的老人們的老人們
。。

就這樣從就這樣從20172017年年1212月開始我們這個華裔老人尤月開始我們這個華裔老人尤
克裏裏班成立了克裏裏班成立了，，每位學員都得到免費的尤克裏裏每位學員都得到免費的尤克裏裏
琴以及琴盒琴以及琴盒，，背帶背帶，，調音器等全套設備調音器等全套設備。。從那時開從那時開
始一年八個月來始一年八個月來KevinKevin老師風雨無阻老師風雨無阻，，每星期四的上每星期四的上
午都會開車往返一個多小時來為我們提供免費教學午都會開車往返一個多小時來為我們提供免費教學
。。我們這些學員英文和音樂基礎都較差我們這些學員英文和音樂基礎都較差，，但他非常但他非常
有愛心有愛心，，有耐心有耐心，，從零開始一點點教我們彈奏和弦從零開始一點點教我們彈奏和弦
及學唱英文歌曲及學唱英文歌曲，，給這些老年人的生活帶來了極大給這些老年人的生活帶來了極大
的樂趣的樂趣。。每次上課前他都花費許多時間為我們編寫每次上課前他都花費許多時間為我們編寫
和弦譜和弦譜，，或制作錄像提供我們回家觀摩練習或制作錄像提供我們回家觀摩練習。。而且而且
不斷有新學員加入不斷有新學員加入，，每次他都花每次他都花
費更多的時間單給新學員補課費更多的時間單給新學員補課。。
就這樣在老師的帶領下我們班在就這樣在老師的帶領下我們班在
20192019年華人社區春節聯歡會上還年華人社區春節聯歡會上還
做了不錯的演出做了不錯的演出，，因為有因為有KevinKevin
老師的無私奉獻和付出心血的教老師的無私奉獻和付出心血的教
學學，，才有這樣的可能才有這樣的可能。。

KevinKevin 老師對中國很有感情老師對中國很有感情
，， 他提供寄宿家庭服務給中國來他提供寄宿家庭服務給中國來
休斯頓讀私立高中的走讀生休斯頓讀私立高中的走讀生，，在在
一年多的時間裏我們也深深體會一年多的時間裏我們也深深體會
到他對在他家寄宿的中國高中生到他對在他家寄宿的中國高中生
的關心與照顧的關心與照顧，，就如同他的家人就如同他的家人
一般一般，，每當學生有什麽特殊事情每當學生有什麽特殊事情
或需要看醫生或需要看醫生，，如果與我們的上如果與我們的上

課時間沖突課時間沖突，，他都會把孩子們的需要放在第一位他都會把孩子們的需要放在第一位，，
同時也安排好我們要做的練習同時也安排好我們要做的練習。。今年暑假這兩位中今年暑假這兩位中
國來的高中生畢業了並將進入大學國來的高中生畢業了並將進入大學，，KevinKevin老師就像老師就像
家長一樣非常高興家長一樣非常高興，，並與我們全班同學分享參加畢並與我們全班同學分享參加畢
業典禮的照片業典禮的照片。。

總之總之，，我們從點點滴滴的小事上看到我們從點點滴滴的小事上看到KevinKevin老師老師
的愛心的愛心，，關心他人關心他人，，無私奉獻的精神無私奉獻的精神。。他是我們尊他是我們尊
敬和愛戴的好老師敬和愛戴的好老師，，好朋友好朋友。。

休斯頓華裔老人尤克裏裏班休斯頓華裔老人尤克裏裏班

京劇大師京劇大師 郭小莊見證分享晚會郭小莊見證分享晚會
99月月1414日晚日晚 糖城靈糧堂舉行糖城靈糧堂舉行

從戲曲到神曲從戲曲到神曲
【【本報訊本報訊】】位於糖城的位於糖城的 「「大休士頓生命河靈糧大休士頓生命河靈糧

堂堂」」 將於將於99月月1414日日((星期六星期六))晚晚77::3030邀請京劇大師邀請京劇大師、、有有
台灣國寶之稱的郭小莊女士前來分享台灣國寶之稱的郭小莊女士前來分享 「「從戲曲到神從戲曲到神
曲曲」」 ，，當晚國語講座當晚國語講座，，免費入場免費入場，，機會難得機會難得，，請勿請勿
錯失錯失。。 「「大休士頓生命河靈糧堂大休士頓生命河靈糧堂」」 地址地址：：311311 JulieJulie
Rivers Dr., Sugar Land, TXRivers Dr., Sugar Land, TX 7747877478，，位於位於5959和和9090公路公路
交會處交會處，，歡迎各界踴躍參加歡迎各界踴躍參加。。

郭小莊因著愛戲如癡的父親的影響郭小莊因著愛戲如癡的父親的影響，，七歲半即七歲半即
進入空軍大鵬劇校附設的學生班進入空軍大鵬劇校附設的學生班（（俗稱俗稱 「「小大鵬小大鵬
」」 ））來學習京劇表演藝術來學習京劇表演藝術。。十四歲自大鵬劇校畢業十四歲自大鵬劇校畢業
後後，，便順利進入了大鵬劇團便順利進入了大鵬劇團。。十五歲時十五歲時，，郭小莊有郭小莊有
機會至文化大學旁聽戲曲大師俞大綱教授的課機會至文化大學旁聽戲曲大師俞大綱教授的課，，因因
緣際會使得俞教授成為她生命中的伯樂緣際會使得俞教授成為她生命中的伯樂。。俞教授愛俞教授愛
才惜才才惜才，，看出郭小莊有深厚京劇底子與對京劇的熱看出郭小莊有深厚京劇底子與對京劇的熱
愛愛，，特別栽培她特別栽培她，，一字一句地教她唸古詩詞一字一句地教她唸古詩詞，，開啟開啟
了郭小莊對京劇的新視野了郭小莊對京劇的新視野。。俞教授融合梅俞教授融合梅、、尚尚、、陳陳

、、荀四大派荀四大派，，為郭小莊量身製作為郭小莊量身製作《《王魁負桂英王魁負桂英》，》，
一砲而紅一砲而紅，，被譽為她的成名代表作被譽為她的成名代表作。。19761976年年，，郭小郭小
莊因在戲劇上的傑出表現而被保送至文化大學戲劇莊因在戲劇上的傑出表現而被保送至文化大學戲劇
系國劇組就讀系國劇組就讀。。19771977年俞大綱先生過世年俞大綱先生過世，，成為她發成為她發
願讓京劇迎向現代社會的契機願讓京劇迎向現代社會的契機。。

19791979年郭小莊創辦年郭小莊創辦 「「雅音小集雅音小集」」 ，，由張大千先由張大千先
生親自題字生親自題字，，開拓了臺灣京戲的新紀元開拓了臺灣京戲的新紀元，，將傳統京將傳統京
劇劇、、西方戲曲與現代舞臺藝術融合西方戲曲與現代舞臺藝術融合，，嶄新的風貌廣嶄新的風貌廣
受好評受好評，，吸引了大量的年輕族群觀賞吸引了大量的年輕族群觀賞，，並將京劇這並將京劇這
項代表中華文化的傳統藝術推向國際舞臺項代表中華文化的傳統藝術推向國際舞臺，，曾至全曾至全
球數十個國家公演球數十個國家公演，，甚至登上紐約林肯中心甚至登上紐約林肯中心。。主要主要
的演出作品計有的演出作品計有《《王魁負桂英王魁負桂英》、《》、《白蛇與許仙白蛇與許仙》》
、《、《感天動地竇娥冤感天動地竇娥冤》、《》、《梁祝梁祝》、《》、《問天問天》、》、
《《瀟湘秋夜雨瀟湘秋夜雨》、《》、《歸越情歸越情》》等等。。

郭小莊女士因其傑出成就郭小莊女士因其傑出成就，，曾榮獲十大傑出女曾榮獲十大傑出女
青年青年、、國家文藝獎特別貢獻獎國家文藝獎特別貢獻獎、、亞洲傑出藝人獎等亞洲傑出藝人獎等

，， 名名
列 中列 中
華 民華 民
國 現國 現
代 人代 人
名 錄名 錄
，， 她她
的 人的 人
生 故生 故
事也被編入國小和高中事也被編入國小和高中 「「公民與道德公民與道德」」 的教材的教材。。

994994年郭小莊淡出舞台年郭小莊淡出舞台，，20052005年摯愛的母親因年摯愛的母親因
心肌梗塞驟逝後心肌梗塞驟逝後，，20062006年七月在台北基督之家受洗年七月在台北基督之家受洗
成為基督徒成為基督徒。。信主後信主後，，她每天花大量時間研讀並背她每天花大量時間研讀並背
誦聖經誦聖經，，日日用詩歌敬拜神日日用詩歌敬拜神。。富創意的她富創意的她，，甚至在甚至在
台北小巨蛋以京劇唱腔演唱詩篇台北小巨蛋以京劇唱腔演唱詩篇2323篇篇，，被戲迷們傳被戲迷們傳
為佳話為佳話。。她曾說她曾說，，她的人生上半場只知道戲她的人生上半場只知道戲，，下半下半

場只知道耶穌場只知道耶穌。。如今郭小莊積極至世界各地傳揚福如今郭小莊積極至世界各地傳揚福
音音，，喜樂滿足喜樂滿足。。此次她專程從加拿大前來休士頓與此次她專程從加拿大前來休士頓與
華人朋友分享她的生命見證華人朋友分享她的生命見證，，歡迎各界人士踴躍前歡迎各界人士踴躍前
來聆聽這位國寶級才女的心路歷程來聆聽這位國寶級才女的心路歷程。。

郭小莊見證分享晚會詳情請洽郭小莊見證分享晚會詳情請洽 「「大休士頓生命大休士頓生命
河靈糧堂河靈糧堂」」 莫思危牧師莫思危牧師 ((281281))433433--05170517，，E-mailE-mail：：
rolccgh@gmail.comrolccgh@gmail.com，，網址網址：：www.rolcc-houston.netwww.rolcc-houston.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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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資本性支出及費用高速增長
科技引領銀行業轉型方向

目前以人工智能、區塊鏈、雲

計算、大數據為代表的新技術快速

發展，在金融領域重構了客戶關系

、業務模式、運營體系，對金融格

局產生了深遠影響。傳統銀行的價

值創造力和可持續發展力遇到嚴重

挑戰，銀行必須主動實施金融科技

戰略，優化完善科技創新體制機制

，力求以科技激發傳統金融的供給

側輸出能力，進而推動銀行商業模

式乃至發展方式變革。

在金融科技賦能之下，銀行業

正在發生壹系列深刻變革。從上市

銀行半年報來看，傳統銀行業務與

金融科技融合的步伐正在加快，科

技對於金融業的影響逐漸深化，壹

些創新性的金融解決方案層出不窮

，新的技術應用正推動金融行業向

普惠金融、小微金融和智能金融等

方向轉型發展。

發力數字金融
光大銀行發布 2019年半年報。報

告顯示，2019 年上半年，該行營業收

入實現近 6年來的最快增幅，而凈利

潤創下近 5年來的最快增幅。其中，

數字金融業務成為該行的重要亮點之

壹。據介紹，該行數字金融轉型升級

成效明顯，上半年手機銀行APP客戶

已達 3430.43 萬戶，比上年末增加了

224.67 萬戶，雲支付、隨心貸等網絡

產品收入大幅增長。另外，雲繳費平

臺上半年新增 1801 項，繳費用戶 2.37

億戶，同比增長 41.36%，繳費金額

1414.15億元，同比增長79.78%。

據光大銀行相關負責人透露，光

大銀行目前已將原電子銀行部更名升

級為數字金融部，“升級後的數字金

融部為全行個人及企業數字金融業務

的統籌管理部門，致力於進壹步落實

數字金融戰略，推動全行數字化轉型

升級。在職能上，數字金融部承擔全

行數字化業務的統籌管理、數字金融

業務落地的平臺建設及創新業務的試

驗田和孵化地等角色”。

在半年報中提到數字金融的不

只有光大銀行。招商銀行半年報顯

示，截至報告期末，招商銀行 APP

累計用戶數達 9275.80 萬戶，借記卡

數字化獲客占比提升至 25.78%；掌

上生活 APP 累計用戶數達 8083.94 萬

戶，信用卡數字化獲客占比提升至

62.65%。

招商銀行“數字化獲客”成效顯

著，直接帶動零售業務強勁增長，據

半年報顯示，其零售金融業務稅前利

潤 383.02 億元，同比增長 20.86%；零

售金融業務營業收入 742.13 億元，同

比增長 20.38%，占公司營業收入的

57.38%。

持續加大投入
嘗到了金融科技的“甜頭”，商

業銀行轉型步伐加快，對科技的投入

也不斷增加。如平安銀行披露，2019

年上半年，平安銀行科技投入在去年

較高增長的基礎上，繼續大幅增加，

IT 資本性支出及費用合計同比增長

36.9%；招商銀行披露，該行上半年信

息 科 技 投 入 36.33 億 元 ， 同 比 增 長

63.87%，占營業收入的2.81%。

據銀保監會此前披露，2018 年銀

行對科技總投入同比增長 13%，信息

科技人員同比增長近 10%。壹些股份

制銀行科技人員同比增長超過 20%，

科技人員占比超過4%；壹些互聯網民

營銀行科技人員占比甚至已超過了

35%。

從 2019年半年報中也不難發現，

商業銀行對金融科技的關註度和投

入力度仍在不斷加大，這既是行業

發展的需要，也凸顯出行業轉型發

展趨勢。

除了增加投入、加快應用之外，

部分商業銀行更是將推動金融科技的

創新發展作為壹項重要的發展戰略。

興業銀行半年報提到，今年以來，興

業銀行進壹步推進科技體制機制改革

落地，設立金融科技創新基金，將上

年利潤的1%專項用於支持大數據、雲

計算、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應用和創

新孵化；逐步提高科技人員占比，到

2021 年底將實現集團科技研發人員占

比超過4%等。

相比股份制商業銀行，國有大型

商業銀行在科技的投入上更是不遺余

力。交通銀行副行長殷久勇在業績發

布會上宣布，交通銀行將加大科技投

入在營業支出中的占比，要從5%提高

到 10%。殷久勇還透露，為加速智慧

化轉型，目前正在積極推進金融科技

子公司的建立。

今年以來，多家銀行的金融科技

子公司已陸續開業。部分銀行半年報

也曬出了上半年金融科技領域的成果

。例如，工商銀行在雄安新區成立工

銀科技有限公司，在成都和西安增設

軟件開發中心研發分部，進壹步完善

金融科技組織布局；中國銀行完成中

銀金融科技有限公司設立，積極推動

5G、物聯網、區塊鏈、虛擬現實等新

技術的應用場景實踐。

建設銀行全資金融子公司建信

金融科技有限責任公司執行董事、

總裁雷鳴認為，目前以人工智能、

區塊鏈、雲計算、大數據為代表的

新技術快速發展，在金融領域重構

了客戶關系、業務模式、運營體系

，對金融格局產生了深遠影響。商

業銀行面臨的競爭已趨白熱化，傳

統銀行的價值創造力和可持續發展

力遇到嚴重挑戰，原有的經營管理

模式、機制已難以適應外部形勢變

化的要求。

雷鳴表示，銀行必須主動實施金

融科技戰略，優化完善科技創新體制

機制，力求以科技激發傳統金融的供

給側輸出能力，進而推動銀行商業模

式乃至發展方式變革，支持實體經濟

高質量發展。

諸多難題待解
就在各家商業銀行不斷加碼，布

局金融科技的同時，最早成立的“銀

行系”金融科技子公司——興業數字

金融服務（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簡稱“興業數金”）近期卻傳出了

凈利潤虧損的消息。

8月 23 日，高偉達軟件股份有限

公司發布壹份公告稱，興業數金擬以

5980 萬元回購其所持有的興業數金

10.00%的股權。該份公告同時披露了

興業數金 2018年及 2019年上半年的財

務數據——2018 年興業數金經審計的

資 產 總 額 為 4.93 億 元 ， 負 債 總 額

7567.56 萬元，營業收入 3.17 億元，凈

利潤 1840.09 萬元；2019年上半年興業

數金未經審計的資產總額為 3.74 億

元 ，負債總額 1.18 億元，營業收入

6788.37 萬元，凈利潤虧損已達 1.67 億

元。

興業數金在行業中起步早、基礎

好，行業認可度高，此次傳出虧損消

息對“銀行系”金融科技子公司的發

展預期造成壹定影響。

業內人士表示，依托於母行豐

富的業務資源和強大的信用背書能

力，銀行系金融科技子公司較容易

獲取銀行客戶訂單，但在產品適配、

服務理念、人力資源供給等方面正

面臨“成長的煩惱”，如存在產品

不能適應不同銀行的差異化需求，

甲方心態較嚴重，服務響應機制跟

不上等問題。

另外，雖然經過壹段時間的發

展，但銀行系金融科技公司的人力

缺口仍然很大。在《2018 年中國金

融科技就業報告》中，92%的受訪金

融科技企業發現中國目前正面臨嚴

重的金融科技專業人才短缺。85%的

受訪雇主表示他們遇到招聘困難，

45%的受訪雇主表示他們面臨的最大

招聘困難是難以找到符合特定職位

需求的人才。

中國人民銀行發布的《金融科

技（FinTech）發展規劃（2019—2021

年）》提到，合理增加金融科技人

員占比。據業內人士分析，照目前

的形勢來看，金融科技人才荒還將

持續壹段時間，只有實力較強的銀

行才具備成立金融子公司的條件，

而壹些實力較弱的銀行只能依托領跑

者的相關技術輸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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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祖國》
徐崢寧浩與北大學子上演千人合唱

電影《我和我的祖國》七故事之壹

《北京妳好》在北京大學進行放映，七

位導演中的兩位——徐崢和寧浩也來到

北京大學，開啟主題為“開學第壹課：

我和祖國共成長”的首場全國高校主題

路演。

談及《北京妳好》中葛優的表演，

導演寧浩稱，他很精準地抓到了壹個普

通出租車司機的氣質，表演很輕松。徐

崢則透露，他本來也想選奧運，但奧運

被寧浩選了，所以他選擇了他幼時印象

很深刻的女排首次奧運折桂。

電影《我和我的祖國》集結幾代中

國電影人力量，講述了新中國成立70

周年經典歷史瞬間下，普通百姓與祖國

密不可分息息相關的動人故事。

其中，《北京妳好》以葛優飾演的

出租車司機的視角展現了北京奧運會舉

國歡騰的高燃時刻，電影輕松幽默。談

及首次與葛優合作，寧浩忍不住“吐

槽”：“他是那種好學習，就是自己補

習不讓自己看到那種，然後假裝很簡單

其實是學霸。”

對於2008年奧運盛會，寧浩導演

則稱，現在想起來還是熱血沸騰，“當

時滿街所有人的話題只有壹個就是‘奧

運會’，幾乎每壹頓飯每桌人都在談這

件事情，當時能夠感受到所有人的那種

興奮，能體會到身為中國人的驕傲和自

豪，那是我壹直都忘不掉的記憶”。

黃渤也在現場連線，助陣首站校

園主題路演，他是《我和我的祖國》之

《前夜》的主演，該部分講述了新中國

成立前夜普通人的故事。

1984年女排姑娘首次奧運折桂，

用“三連冠”站穩巔峰向世界展現中國

力量，“團結拼搏、不畏困難、為國爭

光”的女排精神凝聚成整個時代的精神

符號。徐崢也回憶道：“那個時候我們

還是小孩，都覺得這群大人瘋了。看這

個比賽的時候，也被那種氣氛所感染，

全國人民凝聚成特別強大的壹個情緒，

大家都在講‘拼搏精神’，而且‘女排

精神’壹直是非常純凈強大的，中國女

排是完美的。”

除此之外，兩位北大老師也作為嘉

賓，分享北大與北京奧運、中國女排的

回憶。壹位老師上臺時難掩激動，作為

奧運會北大誌願者工作小組的副組長，

她親身見證了這場盛會背後的汗水和榮

耀：“整個奧運會的成功真的是舉全國

之力，大家真的是團結壹心，因為在每

壹個重要的時刻，北京大學的師生都是

和國家重要的時刻在壹起的。”

壹位老師則作為北大化學學院教授兼

排球隊總教練分享了對女排精神的理

解，現場向徐崢導演“表白”：“中國

女排是為國家為民族爭榮譽，非常感謝

徐崢導演，把咱們中國女排的精神亮出

來了”。

活動最後，現場播放的壹支幕後主創

集體合唱《我和我的祖國》的特輯，將氣

氛推至高潮。在徐崢和寧浩帶領下，現場

兩千北大學子合唱《我和我的祖國》。

據悉，電影《我和我的祖國》由

華夏電影發行有限責任公司領銜出品，

陳凱歌任總導演，黃建新任總制片人，

陳凱歌、張壹白、管虎、薛曉路、徐崢

、寧浩、文牧野七位導演共同執導，該

片即將於9月30日國慶檔全國公映。

《
小
小
的
願
望
》
兄
弟
情
感
人

彭
昱
暢
表
演
獲
贊

電影《小小的願望》在京舉辦首映禮，導演田羽

生攜主演彭昱暢、王大陸、魏大勛亮相。此外，王俊

凱、張天愛、梁靜、彭宇、郭帆、賴冠霖、張壹白、

張棪琰、潘斌龍等人也紛紛趕到現場為影片助陣。

談及《小小的願望》的創作初衷，導演田羽生

表示，這是壹部十分接地氣的電影，每個人都有

“沙雕”朋友，所以想通過這部電影表達友情、紀

念兄弟。對此，三位主演也訴說了自己的感受。王

大陸稱高遠即將離世的那場戲讓自己記憶猶新：

“碰巧那場戲趕上我自己殺青。”戲裏與戲外的情

感相互碰撞。彭昱暢表示，對於高遠意識到自己時

間不多的那壹刻印象最深，拍這部影片是“青春片

的另壹種體驗”。魏大勛也感觸良多：“看劇本時

就十分有共鳴，對影片角色為兄弟兩肋插刀的的情

感深有體會。”

首映禮紅毯上，彭昱暢、王大陸、魏大勛也玩

心大發，利用摩托車、沙發等道具，還原電影場景，給

現場觀眾帶來無限歡樂。

電影中友誼萬歲的歡笑與感動，打動了前來觀

影的嘉賓。導演張壹白說道：“還是很佩服田羽生

導演，很勇敢的將壹個關於死亡的故事拍成了喜

劇。”他還特別稱贊彭昱暢演得最好：“當時我邀

請彭昱暢去演別的電影，但他執意要先拍完《小小

的願望》，我等了他四個月。現在看到成片，我認

為他的堅持是有道理的，我的等待也是值得的。”

王俊凱贊道：“好看，感動到眼淚都要掉下來了。”張

天愛說：“劇情非常非常打動人，真正的兄弟就是

有禍壹起闖，有福壹起享。短短壹段路，暖暖兄弟

情。”張棪琰稱這部電影十分細膩：“笑著笑著就

哭了，哭著哭著就笑了，真的讓我太感動了。”演

員梁靜也分享道：“心情難以平靜，田羽生導演用

歡樂的態度探討怎樣面對死亡，真的很感動，感謝妳們讓我感受到活

著快樂就好，健康就好，希望《小小的願望》，大大的票房。”導演

郭帆也感動地

稱電影又笑有

淚：“這個片

子開始時讓我

笑破了音，到

最後卻不停地

哭。”

據悉，電

影 《 小 小 的

願望》於 9 月

12 日 登 陸 全

國院線。

《善始善終》：
還原緝毒實態 致敬無名英雄

前不久，壹部以緝毒為主題，由秦俊傑、孫銥等主演的

電視劇《善始善終》在愛奇藝上線開播。該劇圍繞特警方寒

臨危受命的臥底之路展開，講述了緝毒警察與多方犯罪團夥

鬥智鬥勇的故事。開播之後，該劇便因跌宕起伏的劇情設置

和豐富生動的人物群戲引發不少話題關註。

近年來，隨著涉案劇重回觀眾視線，湧現出多部優秀

作品。由於涉案劇具備天然激烈的矛盾沖突、懸疑多變

的劇情轉折等因素，壹直以來都深受觀眾喜愛。但隨著

觀眾審美口味的提升，對涉案劇的制作也提出了越來越

高的要求。《善始善終》作為壹部刑偵緝毒題材劇，在

嘗試創新制作表達上做出了不少有益的探索，劇中將充

滿戲劇張力的素材進行二次創作，使得整部作品情感細

膩且飽滿，懸念與反轉兼備。

《善始善終》開篇伊始，就用壹段緝毒壹線的真實資料

為引，講述了真實環境中緝毒戰線的嚴峻形勢和殘酷鬥爭，

奠定了全劇正氣凜然的鐵血基調。據悉，該劇為向觀眾展現

真實的刑偵緝毒場景，在拍攝時力求在細節上精細打磨，輾

轉阿拉善與雲南邊境，歷經沙漠、叢林、沼澤，采用實景拍

攝，展現了沙漠基地訓練、倉庫毒品交易、境外臥底毒巢等

多個場景。

作為壹部致敬緝毒警察這壹群體的作品，《善始善

終》不僅有宏大的場面、精致的細節，還有著對人性的

分析和探討。正義與邪惡交鋒，不同身份的人物必然會

有不同的立場。欲望、誘惑、脅迫，壹旦被卷入毒品的

旋渦中，沒有人能置身事外，《善始善終》正是通過這

種特殊的形式向觀眾傳遞真正的緝毒內核，展現信仰的

力量，引發大眾共鳴。

劇中，由青年演員秦俊傑飾演的特警方寒，為查明邊境

毒品泛濫的真相，化身臥底只身探險。他曾表示為了演好方

寒的這個角色，拍攝打戲時格外投入，以至於過程中多處受

傷，但好在最終的成果讓他收獲不少，“通過這部劇的拍攝

，讓我深刻體會到緝毒警察的不易，理解了警察心中的堅定

信仰。感謝人民警察壹直在維護社會安寧。”

如同劇集海報中寫到的那樣，“看得見的人民安寧，看

不見的緝毒硝煙；看得見的堅定眼神，看不見的熱血信仰。

”正是有著英勇無畏的緝毒警察不斷堅持和毒品戰鬥，才守

護住了國家和平與人民安寧。 他們對國家對人民的超強責

任感、為信仰為正義而戰的英雄精神，值得被始終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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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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鵬嘚吧嘚第424期：萬人泳裝秀胸震全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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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2018 -9/15/2019

美中時間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SUN.

9 10 11 12 13 14 15

00:00-00:30 空姐新發現 (重播)

00:30-01:00 養生堂 (重播) 

01:00-01:30

01:30-02:00 這裡是北京 (重播) 華夏新紀錄 (重播) 中華一絕 (重播) 中國大舞臺 (重播)

02:00-02:30

02:30-03:00

03:00-03:30 中華一絕 (重播)

03:30-04:00 司馬白話  (重播) 美國人走長征路

04:00-04:30

04:30-05:00

05:00-05:30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05:30-06:00 中國大舞臺

06:00-06:30 空姐新發現 (重播)

06:30-07:00 司馬白話 (重播)

07:00-07:30

07:30-08:00

08:00-08:30

08:30-09:00

09:00-09:30

09:30-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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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夏新紀錄  (重播) 養生堂 游在中國 大鵬秀

11:00-11:30

11:30-12:00

12:00-12:30 這裡是北京  (重播) 這裡是北京

12:30-13:00 大鵬秀 (重播)

13:00-13:30 中國緣 (重播)

13:30-14:00 生活 (重播)

14:00-14:30 空姐新發現

14:30-15:00 記住鄉愁 (重播)

15:00-15:30 洋言洋語 記住鄉愁

15:30-16:00 美國人走長征路 (重播) 歲月留聲

16:00-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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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來敲門  上集 幸福來敲門  下集

17:30-18:00

18:00-18:30

18:30-19:00 今日關注 (重播)

19:00-19:30 先鋒人物 中國緣 (重播)

19:30-20:00 中國緣 生活 中華一絕

20:00-20:30 生活 (重播) 外國人在中國

20:30-21:00

21:00-21:30

21:30-22:00

22:00-22:30 司馬白話

23:00-23:30 游在中國 (重播)

23:30-00:00 幸福來敲門  上 (重播) 幸福來敲門  下 (重播)

電視台保留變更節目權利，以實際播出為準。 Updated as: 9/6/2019

中國遠征軍 (重播)電視劇《大鏡門》 第37~40集 (重播)

電視劇《愛情公寓4》 第22~26集

今日關注 (重播)

開門大吉

電影藏密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電視劇《大鏡門》 第37~40集 中國遠征軍

幸福帳單 (重播)

味道

城市一對一 中華醫藥

中國文藝

電影藏密 (重播)

美南大咖談 

海峽兩岸 (重播)

電視劇《愛情公寓4》 第22~26集 (重播)

中國輿論場 (重播)
健康之路

檔案 (重播)

華人世界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海峽兩岸

央視國際新聞

中國文藝 (重播)
先鋒人物 (重播)

中華醫藥 (重播)

檔案

檔案 (重播)

王者歸來

幸福帳單

央視國際新聞

蜜蜂花園

經典電影

中國民歌大會

美南大咖談

中國文化

現場面對面 (重播) 城市一對一 (重播)

中國輿論場

美南大咖談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今日關注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華人世界  (重播)

武林風

味道 (重播)

Chinese Class

電影藏密 (重播)

Southern Television 15.3             2019年9月份 電視頻道節目表

中國文藝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行之中國

中國民歌大會 (重播)

開門大吉 (重播)

王者歸來 (重播)

武林風 (重播)

22:30-23:00 養生堂 (重播)五味草堂

中華情 現場面對面 (直播)

中華情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直播)

今日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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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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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五       2019年9月13日       Friday, September 13,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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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2019年3月15日 Friday, March 15,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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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五       2019年9月13日       Friday, September 13,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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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氏45週年

客 戶 齊 分 享 精選泡參買3送1

董事長 許恩偉 
Will Hsu 創辦人 許忠政 

Paul Hsu 

＊優惠僅限本廣告呈現產品項目

#0111-4 泡參大號 4oz #0112-4 泡參中號 4oz #0113-4 泡參中小號 4oz

關注許氏
微信公眾號

許氏德州經銷專賣店
Dallas
達拉斯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972-235-2288
Mau Phuoc Duong 972-496-4372 
Grand Prarie
香港超級市場 972-988-8811 
Plano
H&S World 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972-699-1681
H&S World 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214-998-0977
陽光旅行社 972-758-9588

YiYiHerbs 972-666-8188
大華超級市場(99 Ranch) 972-943-8999 
 Houston Bellaire 
永盛圖書百貨公司 713-271-8186
仁安堂花旗參茸中藥行 713-270-4611
盧林中醫診所 713-774-5558
德信行 713-995-8530
中國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713-988-5200
德聖堂 713-988-5864

參茸城 917-365-1688
香港海味城 713-772-2889
燕窩城 713-776-2888
燕補堂 713-772-7888
仁濟中醫針灸所 713-271-0488
聯發行L&P 713-995-9138
大中華超市 281-501-1820
百佳超級市場 713-270-1658
惠康超級市場 713-270-7789

Houston香港超級市場 281-575-7886
百利草藥 281-988-8500
NHAN HOA HERBS 仁和藥行 281-776-9888
Houston Area
越華超級市場 832-298-9321
萬和堂中藥行 281-988-8338
家樂超級市場 281-313-8838
大華超級市場(99 Ranch) 713-932-8899
大華超級市場(99 Ranch) 281-980-6699

Austin
天地人參茸行 512-467-8888
恆豐 512-719-3864
San Antonio
亞洲市場 210-681-8688
Tim's Oriental Market 210-523-1688
College Station
BCS Food Markets 979-695-6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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