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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第一品牌 COWAY 淨水器
（空氣淨化器，軟水機，清潔加熱智能便座）

價格
最優

出租：租金每日１-２元
購買：$699~$1999

華人總代理
米娜 (346)218-6051

最佳服務
更換濾芯服務，免費保
修，最好的基礎設施

CP-251L CHP-590LP-08L AP-1516Da AP-1511FHE BA-13 BB-14BUS

Relax

地址：4899 hwy 6 ste 210 C, Missouri city,Tx 77456

SOUTHERN CHINESE WEEKLY

全美最權威的華文全媒體傳媒集團 today-america.com 10.4.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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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賓館  
休斯頓中國城華人自建自營的商住兩用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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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186186屆慕尼黑啤酒節開幕屆慕尼黑啤酒節開幕

德國慕尼黑德國慕尼黑，，第第186186屆慕尼黑啤酒節開幕屆慕尼黑啤酒節開幕，，遊客排隊進入活動現場遊客排隊進入活動現場。。據據
悉悉，，第第186186屆啤酒節於屆啤酒節於99月月2121日至日至1010月月66日向公眾開放日向公眾開放。。慕尼黑啤酒節與英慕尼黑啤酒節與英
國倫敦啤酒節國倫敦啤酒節、、美國丹佛啤酒節並稱世界最具盛名的三大啤酒節美國丹佛啤酒節並稱世界最具盛名的三大啤酒節。。

埃及法老圖坦卡蒙鍍金棺木埃及法老圖坦卡蒙鍍金棺木
接受首次修復接受首次修復

埃及開羅埃及開羅，，古埃及法老圖坦卡蒙的鍍金棺木正在大埃及博物館接受修復古埃及法老圖坦卡蒙的鍍金棺木正在大埃及博物館接受修復。。埃埃
及文物部及文物部88月月44日在位於開羅郊區的大埃及博物館文物保護中心舉行儀式日在位於開羅郊區的大埃及博物館文物保護中心舉行儀式，，宣布宣布
古埃及法老圖坦卡蒙外層木質鍍金棺正在進行消毒工作古埃及法老圖坦卡蒙外層木質鍍金棺正在進行消毒工作，，即將開始正式修復即將開始正式修復。。埃埃
及文物部長哈立德及文物部長哈立德··阿納尼在儀式上說阿納尼在儀式上說，，該鍍金棺長該鍍金棺長223223..55厘米厘米，，寬寬8383..88厘米厘米，，高高
105105..55厘米厘米，，在被發掘出土近壹個世紀以後在被發掘出土近壹個世紀以後，，出現了結構弱化出現了結構弱化、、棺蓋和棺底鍍金棺蓋和棺底鍍金
層開裂等多種問題層開裂等多種問題。。阿納尼說阿納尼說：“：“在被發掘出來以後在被發掘出來以後，，該棺槨從未進行過修復該棺槨從未進行過修復，，
本次修復工作預計將持續本次修復工作預計將持續88個月左右個月左右。。修復完成後將同圖坦卡蒙墓中出土的其他修復完成後將同圖坦卡蒙墓中出土的其他
棺槨棺槨、、黃金面具等黃金面具等50005000多件文物壹起展出多件文物壹起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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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河南新鄭市的鄭國車馬坑群內位於河南新鄭市的鄭國車馬坑群內，，20022002年發掘後原樣保存的鄭年發掘後原樣保存的鄭
公公““中中””字型大墓氣勢恢宏字型大墓氣勢恢宏。。據介紹據介紹，，新鄭鄭王陵遺址內有春秋墓葬新鄭鄭王陵遺址內有春秋墓葬
30003000座已上座已上，，大中型車馬坑大中型車馬坑1818座座，，其規格多樣的車馬坑群的發現其規格多樣的車馬坑群的發現，，在在
春秋時期墓地中尚無先例春秋時期墓地中尚無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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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首批商用牌照發放 無人駕駛須謹防跑偏脫軌
綜合報導 可以預期的是，無人駕駛會讓交通

出行更安全、更便捷，引領人們步入壹個嶄新的出

行時代，這個趨勢不會改變。

2019年的車市，可以用“壹半是海水、壹半是火

焰”來形容。壹方面，傳統汽車銷量持續下滑，不斷

傳出車企裁員、工人降薪、經銷商倒閉的消息；另壹

方面，無人駕駛領域捷報頻傳，武漢率先在全國邁出

無人駕駛商業化應用的關鍵壹步。據消息，當日上午

，國家智能網聯汽車（武漢）測試示範區正式揭牌，

百度、海梁科技、深蘭科技等企業獲得武漢市交通運

輸部門頒發的全球首張自動駕駛車輛商用牌照。這意

味著，無人駕駛汽車不僅可以在公開道路上進行載人

測試，也可以進行商業化運營了。

壹周前的9月16日，上海建立的國內首個國家

級智能網聯汽車試點示範區，也只給上汽、寶馬、

滴滴等三家公司頒發了“示範應用”牌照，在滿足

壹定條件的前提下，可以嘗試壹定數量級自動駕駛

車輛的功能化載人運用。雖然與乘用車、商用車市

場相比，試點示範區與人們日常的生活距離仍比較

遠，但該消息還是刺激了壹大批相關上市公司股價

的集體大漲。此次商用牌照的發放，令無人駕駛離

我們的距離更近了。

如果說，新能源汽車動搖了內燃機汽車的地位

，滴滴打車、共享單車徹底改變了大眾出行方式與

出行市場格局，那麼，移動車聯網將成為下壹個汽

車時代的新主題。自動駕駛所蘊含的改變未來商業

模式、就業、城市基礎設施的能量，絕對不可小覷

。自動駕駛可以提升社會效率，降低越來越昂貴的

人工成本，在物聯網時代不再僅僅是代步工具，而

是被賦予更大的內涵。有朝壹日，無人駕駛完全可

以像智能手機壹樣，取代電腦成為新的互聯網終端

。不同領域的商界巨頭（BAT、滴滴、美團、華為

等）爭相進入無人駕駛領域，看中的不僅僅是圍繞

無人駕駛技術本身形成的壹條產業鏈，背後將是諸

多萬億級規模市場的疊加。

提及無人駕駛，人們更關心的是其安全性。在

此之前，部分發達國家的著名車企（包括Uber、特

斯拉等）對無人駕駛汽車進行了上路測試，發生了

壹連串事故，並出現致人死亡事件，壹度為無人駕

駛的商業化進程蒙上陰影。

其實，無人駕駛的內核就是車輛能夠發現行人

、並能及時采取措施避免發生事故。這個功能並非

是多添幾個攝像頭就能解決的，在安全行駛的背後

，是芯片、傳感器、AI算法、處理系統、高精地圖

以及車輛零部件高質量運行的壹個系統工程。這相

當於壹個算法“黑箱”，我們只能看到它導致的結

果，卻無法看到它運作的過程。因此，要想在無人

駕駛領域取得成功，不僅要具備足夠的技術積累，

還要有敬畏生命的信仰和底線，只有這樣的玩家才

有資格進入這壹領域，否則，無人駕駛難免會跑偏

脫軌，成為壹場災難。

與層出不窮的真人版“馬路殺手”相比，無人駕

駛壹旦出現事故，將是人們更加難以容忍和接受的。

真人出現失誤，可以理解為疏忽、大意，但無人駕駛

壹旦出現故障，就是大事故，甚至會引發人們對科幻

片中機器對人類的無差別“屠戮”畫面產生聯想。

“萬事開頭難”，再難的創新也有開始的壹天，

就像當年人類為航空事業付出的代價壹樣。無人駕駛

技術的研發進程，不會因幾次事故就停止前進的步伐

，但無人駕駛技術的成熟也絕非壹蹴而就。可以預期

的是，無人駕駛會讓交通出行更安全、更便捷，引領

人們步入壹個嶄新的出行時代，這個趨勢不會改變。

我們憧憬這壹天早日到來，但也要為實現夢想需要經

歷的艱辛過程做好心理準備和應對方案。

金價漲了金條銷量卻“涼”了
中國大媽為啥不跟了？

今年六月份以來，國際金價壹路上

漲，倫敦金每盎司先後突破1300美元、

1400美元，九月份最高漲到1557.10美元

，創下2013年5月以來的新高。

記者來到了深圳市羅湖區的水貝國

際珠寶交易中心，它被譽為“中國珠寶

第壹街”，是我國最大的黃金珠寶批發

市場。這裏的黃金銷售情況如何？金價

上漲，對國內黃金產業鏈帶來哪些影響

呢？

黃金首飾熱銷 古法金最火爆
中國黃金協會的數據顯示：2018年

我國黃金總產量513.90噸，黃金產量穩

居全球首位，自2007年以來已經連續12

年位居全球第壹。與此同時，我國也是

黃金消費大國，金價上漲，黃金首飾銷

售火熱。

來自內蒙古烏海市的黃金珠寶商韋

俊霞，從事黃金行業已經七八年了，每

個月都會來深圳批發黃金，在她的黃金

店中，黃金首飾壹直是熱銷產品，今年

以來銷量持續上漲。

內蒙古烏海市某黃金店主 韋俊霞：

今年的黃金銷售古法金銷量走得比較好

，現在銷量還在持續上升，我們現在銷

量也比去年約能上升到20%-25%，壹直

在持續上漲。

我國是黃金消費大國，黃金首飾需

求占全球需求量的 30%。2019 年上半

年，黃金首飾消費繼續保持穩定增長趨

勢。從消費類別來看，占黃金首飾消費

絕大比重的普貨品類黃金首飾消費表現

平平，古法金、硬金等品類消費仍保持

穩定增長。隨著消費群體的年輕化，黃

金首飾消費趨勢繼續向輕量化、低克重

發展。

深圳賽菲爾珠寶首飾有限公司市場

總監 張午琨：現在90後，00後的消費

行為是感性消費，所以對價格漲幅其實

不是很在意，這壹部分的首飾消費壹定

是增長的。

中國黃金協會數據顯示：2019年上

半年，黃金首飾消費穩中有升，全國黃

金首飾消費量達到358.77噸，同比增長

1.97%，其中銷售最火爆的是蘊含傳統文

化的古法金。

深圳市萃華珠寶首飾有限公司總經

理 柳玉榮：把傳統手工藝和現代工藝技

術相結合，我們研發出來更多以非物質

文化遺產花絲工藝和古法金相結合的文

創類產品，在市場的接受程度較高。

深圳市意大龍珠寶有限公司銷售總監

孫利：目前古法黃金這壹塊占整個公司

的產量，產銷量占到大概50%左右。

“中國大媽”謹慎觀望
金條金幣銷量下滑明顯
面對高位運行的金價，“中國大

媽”們現在則轉向觀望。6年前的2013

年“五壹”小長假前後，三個星期的時

間內，“中國大媽”花掉1000億元人民

幣，購買300噸黃金，大洋彼岸的華爾

街都為之震動。目前，投資金條銷量明

顯下滑，黃金投資情緒沒有隨著金價的

上漲而高漲。

今年 6 月以來，國際金價連續上

漲，以足金為例，今年年初價格大約每

克350元每克左右，現在已經漲到了410

元每克以上，每克漲幅在60元以上。深

圳水貝壹家黃金零售門店展廳經理告訴

記者，曾經黃金市場有買漲不買跌的特

點，但是最近三個多月金價上漲，店裏

的人流量比以往增多，但是大部分看多

買少。

據業內人士介紹，倫敦金在9月4日

創下每盎司1557.10美元後，最近每盎司

在1500美元附近震蕩；由於從2013年5

月開始，倫敦金價每盎司在1500美元下

方運行，最低下探到每盎司1046.54美元

，6年前的投資黃金現在才解套。記者

在深圳走訪多家金店發現，金條銷售低

迷。

深圳鑫韻珠寶展廳經理 翁金雄：我

們的零售額都在走下坡，就是有下降的

這麼壹個趨勢，大概占在百分之四五十

左右。

深圳賽菲爾珠寶首飾有限公司市場

總監 張午琨：我們整個行業可以說

應該從百分之二三十到百分之四五

十的下滑，主要是因為金價陡然的

漲幅，而且漲幅的幅度非常大。中

國大媽以前是在 1500 美元左右解套

的，這下好不容易拋掉了，不會再

貿然進來。

業內人士表示，如果金價繼續上漲

，黃金投資的熱情將會再次被點燃，但

是目前，“中國大媽”謹慎觀望，沒有

出現黃金搶購潮。

深圳萃華珠寶首飾有限公司總經理

柳玉榮：金價突然上升，消費者也是保

持著壹個觀望的態度，現在還是保持觀

望，並沒有像過去頭兩輪金價大漲的時

候急速沖入場。

根據中國黃金協會數據顯示：2019

年上半年，全國黃金實際消費量中，金

條 110.51 噸，同比下降 17.29%；金幣

2.90噸，同比下降29.27%；工業及其他

51.36噸，同比下降0.60%。金條、金幣

需求則明顯下滑。

中國珠寶玉石首飾行業協會專職副

會長 史洪嶽：百姓對買漲的熱度沒那麼

高了，對黃金的消費更加理性化，黃金

價格還會有起伏跌宕，總體上大部分人

預測還有壹定上升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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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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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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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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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勁不足？韓國瑜何去何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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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0/2018 -10/5/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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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10.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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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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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族 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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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場面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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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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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場面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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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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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7/2019

王者歸來 (重播)

武林風 (重播)

22:30-23:00 養生堂五味草堂

光鹽健康園地 (直播) 現場面對面

光鹽健康園地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直播)

電視劇《中國遠征軍》 第11~15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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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視劇《中國遠征軍》 第11~15集

開門大吉 (重播)

中國文化

現場面對面 (重播) 休士頓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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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蜂花園

經典電影

中國民歌大會

美南大咖談

電視劇《頃城之戀》 第12~16集

今日關注 (重播)

今日亞洲

電視劇《頃城之戀》 第12~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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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帳單 (重播)

味道

休士頓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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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門大吉

電影藏密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中華醫藥 (重播)

檔案

檔案 (重播) 華人世界  (重播)

王者歸來

幸福帳單

央視國際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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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二       2019年10月01日       Tuesday, October 01, 2019



BB66休城新聞
星期二       2019年10月01日       Tuesday, October 01, 2019

美東聯成公所顧問
	 	 	 	 	 美東聯成公所主席	
	 	 	 	 	 紐約中華公所中文秘書
黃公府玉振君廣東省化州縣楊梅鎮米積西村人
氏於二零一九年九月十九日蒙主寵召主懷安息
在世寄居一百零四載遺體現停厝紐約五福殯儀
館謹定於十月一日（星期二下午）三時至七時
哀思十月二日（星期三上午）十時卅分出殯安
葬布碌崙長青墳場

	 	 	 	 	 	 	 	 	 	 	 	 李蔚華
	 	 	 	 	 	 	 	 	 	 	 	 朱勤勤 敬輓

曾任

現任

美南新聞

【泉深報導】由美南新聞集團（Southern News
Group）舉辦的麥當勞教育展(McDonald's Education
Workshop) 於 9 月 28 日在休斯頓國際區泰勒高中
（Alief Taylor High School）的多功能廳成功舉辦並
圓滿落幕。來自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300餘名
高中生和家長出席。本活動由麥當勞提供贊助並免
費提供早餐和午餐。

本次麥當勞教育展邀請到德克薩斯州議員Hu-
bert Vo，國際貿易中心共同主席、美國國會眾議員
候選人金諾威（James Note ware），麥當勞休斯頓雇
主John Jo以及10餘位資深教育專家發表精彩演說，
提出如何幫助學生提高學習技巧，如何準備申請大
學的SAT，ACT考試，如何書寫個性化簡歷（Essay
），如何選擇自己的專業和職業道路以及申請大學
應包括哪些內容和應注意的事項等。

麥當勞教育展在泰勒高中儀仗隊的引領下，全
體向美國國旗舉行效忠宣誓。

美南新聞集團董事長李蔚華主持開幕式剪彩儀
式並發表講話：他說：“我們和麥當勞在美國幾個
城市合作舉辦教育展已經6年了，這是首次在國際區
的高中舉辦，吸引了當地很多高中學生，我們未來
舉辦教育展的規模會越來越大，辦的會越辦越好。
我們今年12月7日要在波士頓的哈佛大學首次舉辦
麥當勞教育展，前期工作已經準備就緒，有數百名
高中生參加。我也很榮幸本次麥當勞教育展請來了
德州議員Hubert Vo，他一直重視兒童的教育。Hu-
bert Vo議員從2004年被選為德州議員至今已有15年
了，多年與我們合作，一起創建了休斯頓國際區，
這個區有來自不同國家、不同文化的世界各族人民
。我們就是要在休斯頓建立獨具特色的國際區，造
就一顆閃亮的明星，服務於多元民族。”

德州議員Hubert Vo今天發表主旨演講，他演講
的題目是《通過教育和機會豐富兒童的知識》（En-
richment of Children via Education and Opportunities）
。他感謝休斯頓國際區在過去數年取得的巨大成就
，感謝美南新聞集團組織這次麥當勞教育展，感謝
麥當勞不僅對休斯頓國際區，也對整個國家教育的
大力支持。麥當勞快餐連鎖店在2018年和2019年向
得克薩斯州的門店投資約4.48億美元。在全國范圍
內，這家連鎖店計劃投資約60億美元。我們很自豪
麥當勞能夠在德州投資4.48億美元，使快餐連鎖店
的環境不斷的完善，為德州840家麥當勞餐廳的客人
提供新的服務和新的體驗，也為現代化為整個德州
的本地建築，工程和建築工人提供了支持。 Vo指出
他不僅主導和支持本地區的兒童的教育，也支持整
個德州和全國的兒童教育，Vo的改善教育目標超出
了學區的範圍。自西貢淪陷後，他和家人於1975年

來到德州，他意識到這個國家提供教育
機會的價值。他在休斯頓大學完成機械
工程學位，當他畢業時，石油行業的工
作在減少，但並不畏懼，他尋求其他職
業選擇，首先是計算機，然後是房地產
和開發。他在最近訪問 Corpus Christi市
提供雙學分高中課程的技術培訓學校時
，Vo決定可以在休斯頓高中完成相同類
型的職業培訓。他邀請了總承包商協會
（Association of General Contractors） 於
明年秋天來到這裡，探索在休斯頓校園
舉辦職業培訓的可能性。在立法機構中
，Vo還專注於確保德州的學生負擔得起
州立大學的學費，並與他人合作了立法
，以使大學教科書的費用與預算保持一
致。如今，他仍致力於在學區內外的地
區的改建工作。

麥當勞休斯頓雇主指出麥當勞教育
展在全國范圍內展開近十年，為當地高
中生的學習、考試和升學提供了幫助，
麥當勞將一如既往的進行下去。感謝美
南新聞集團在休斯頓國際區組織這次教
育展，感謝泰勒高中積極支持，感謝學
生和家長積極參與這次教育展活動。

教育展期間，Alief 獨立學區副總監
Avalyn Montgomery發表致辭；Alief 獨立
學區教育高級學術協調員Tracy Scholz談
到了日常學習中需要批判性思考和分析；德克薩斯
大學奧斯汀分校招生辦主任Tyler Cooper談到德克薩
斯大學奧斯汀分校的基本情況和招生流程；Alief職
業和技術教育總監Jennifer Baker談到Alief學區的職
業和技術教育；Alief 獨立學區科學協調員Karen Ja-
cobs博士談到如何利用STEM（Science, Technology ,
Engineer and Mathematics）作為成功的墊腳石；從事
學術和學生事務研究的Parvin Bhagerpour博士談到大
學學位對於找到一份好工作至關重要性；美國陸軍
休斯頓營地教官（LTC）Larry Barne Winnegan 談到
美國軍對院校的申請和美軍的教育；頂級國際首席
執行官張莉談到大學申請與註意事項；達拉斯浸會
大學國際事務副校長助理Anthony Irving談到浸會大
學的錄取和學生在校賓至如歸；休斯頓托馬斯大學
金融學助理教授Debbie Su介紹大學商務專業和商務
教育。

本次麥當勞教育展後，美南新聞集團為出席的
學生頒發了結業證書，並為抽的一等獎的學生頒發
蘋果iPad Mini 一部，抽中二等獎的學生每人頒發現
金$100。

美南新聞集團麥當勞教育展在休斯頓
國際區泰勒高中圓滿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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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斯郡
$1068 /年
福邊郡 

 $1140 /年

第一場
2019 年 10 月 12 日(星期六)上午10 點-12 點

主題: 2020 最新老人醫療保險-Aetna 計劃說明
地點: 美南銀行社區服務中心

6901 Corporate Dr. Ste 101.Houston,TX 77036
第二場 

2019 年 10 月 25 日(星期五)上午10 點 30-12 點 30
主題: 2020 最新老人醫療保險-Aetna 計劃說明

地點: 休斯頓恩惠長老教會
6250 Westline Dr. Houston, TX 77036

第三場
2019 年 11 月 09 日(星期六)上午 10 點-12 點

主題: 2020 最新老人醫療保險-Aetna 計劃說明
地點: 美南銀行社區服務中心

6901 Corporate Dr. Ste 101. Houston, TX 77036

2019 年 10 月 15 日 開始

2019 年 12 月 07 日 截止

2 0 2 0 老人保險退費 想了解更多嗎?
我們將舉辦 多場老人保險演講!

2 0 2 0 老 人 保 險

退

退

李元鐘保險
832-500-3228

Houston@johnleeins.com 
7001 Corporate Dr., # 201, 

Houston,TX 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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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有信心，你會喜歡我們的計劃！

來參加聽講，你沒有義務要加入計劃，沒
有任何的壓力，我們只是要提供更多的資
訊來服務您。

我可以幫助你獲得聯邦醫療保險的福利。

 $0月費 
 很多$0自付額
 例行聽力和視力保健
 藥物郵件送貨到府

地點：中華文化中心 
9800 Town Park Drive  | Houston, TX 77036

日期：星期六， 10月5號 2019年
時間: 早上10點到12點
主講人: Jasmin Tseng 曾菲 
               有執照的經紀人
電話: 713-371-2491

我們邀請您前來參加一個
信息豐富的講座，了解和探
索2020年的新計劃細節
以您能承受的費用來發現您期待的保險計劃，每月付款低於0美元。
我們 Aetna 為您提供更多的福利。
您將以您喜愛的價格來獲得高質量的計劃。
對於那些希望獲得優質護理和高價值的計劃的人來說這個計劃會
是一個理想的選擇。

1. 免費的年度醫療，視力，牙科，和聽力的例行檢查。
2. Silver Sneakers
3. $0處方藥降低您的自付費用

這是保險的促銷文件. 接洽的來源必須是保險經紀人或保險公司. 保險經紀人必須持有執照以及多種年長者優惠醫保(Medicare Advantage)及處方藥計劃 (Prescription Drug Plans)  
的認證及合同. 根據個人的合同更新的需求註冊. 為了配合特殊需求的民眾, 在會面時可以電話諮詢 713-371-2491 TTY:711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70周年升旗典禮周年升旗典禮
在中國人活動中心前廣場隆重舉行在中國人活動中心前廣場隆重舉行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70周年升周年升
旗典禮旗典禮，，於於99月月2828日上午日上午77時在中國時在中國

人活動中心前廣場隆重舉行人活動中心前廣場隆重舉行。。

華夏中文學校學生們演唱華夏中文學校學生們演唱 「「老家在中國老家在中國」」。。「「國慶升旗典禮國慶升旗典禮」」主席王翊帆主持主席王翊帆主持，，她介紹副主她介紹副主
席張經坤及顧問陳韻梅外席張經坤及顧問陳韻梅外，，也一一介紹當天出席也一一介紹當天出席88
位共同主席位共同主席，，他們多為各商業集團主席或總裁他們多為各商業集團主席或總裁。。

升旗儀仗隊入場升旗儀仗隊入場。。

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蔡偉總領事在升旗典禮上致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蔡偉總領事在升旗典禮上致
詞詞，，為世界和平與發展不斷貢獻中國智慧為世界和平與發展不斷貢獻中國智慧、、中國中國
方案方案、、中國力量中國力量，，發揮負責任大國的應有作用發揮負責任大國的應有作用。。

國慶升旗典禮主席台上蔡偉總領事國慶升旗典禮主席台上蔡偉總領事，，劉紅梅劉紅梅、、王昱副總領事王昱副總領事，，中中
國人活動中心靳敏董事長國人活動中心靳敏董事長、、范玉新執行長范玉新執行長、、各僑領及國慶升旗典各僑領及國慶升旗典
禮主席壬翊帆禮主席壬翊帆、、副主席張經坤副主席張經坤、、顧問陳韻梅及顧問陳韻梅及88位共同主席位共同主席。。

釋行浩少林功夫學院舞龍舞獅釋行浩少林功夫學院舞龍舞獅。。 總校副校長關麗華總校副校長關麗華、、樊豫珍老師等樊豫珍老師等
帶領華夏中文學校學生們出席國慶帶領華夏中文學校學生們出席國慶

升旗典禮升旗典禮。。

著名歌唱家包京鷹著名歌唱家包京鷹（（前左前左）、）、許澤許澤（（前右前右））
演唱演唱 「「我愛你中國我愛你中國」」。。

華夏中文學校學生王臻真華夏中文學校學生王臻真（（左二左二））
等朗誦詩等朗誦詩 「「讀中國讀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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