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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 買賣新、舊房屋、投
資房地產、物業管理
商業：買賣購物中心、土地、
公寓、出租、物業管理

Email: shirleyli_realtor@yahoo.com
Wechat: Shirleyli1060

Champions Real Estate group
(512) 743-0575

美玲地產
Shirley LiShirley LiShirley Li

人 物 風 采人 物 風 采

陶慶麟醫師陶慶麟醫師
主持德州第一診療中心主持德州第一診療中心

不僅治病不僅治病﹐﹐更幫病患找出病根更幫病患找出病根

從源頭照顧身體從源頭照顧身體

專精專精:: 疼痛管理疼痛管理﹑﹑物理治療物理治療﹑﹑脊椎矯正脊椎矯正﹑﹑事故工傷治療事故工傷治療﹑﹑脊柱減脊柱減

壓壓﹑﹑幹細胞治療幹細胞治療﹑﹑鐳射疼痛治療鐳射疼痛治療﹑﹑減重等減重等﹒﹒

電話電話 832832--998998--24162416((中文中文))﹑﹑281281--208208--73357335((英文英文))﹒﹒

地址地址:: 糖城診所糖城診所 28372837 Dulles Ave., Missouri City, TXDulles Ave., Missouri City, TX 7745977459

中國城診所中國城診所 94409440 Bellaire Blvd., #Bellaire Blvd., #230230, Houston, TX, Houston, TX 7703677036

梨城診所梨城診所::32063206 Manvel Rd, Pearland TXManvel Rd, Pearland TX 7758477584



BB22廣告

*優惠至2019年8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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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1日前送達華美銀行，撥款日期最晚為2019年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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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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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日       2019年10月27日       Sunday, October 27, 2019

METRONext.org

我们有一个交
通计划。

500* 英里的出行改善，无论您
是乘车或是驾车

21 个新建或改造的郊区Park & Ride
和转运中心

110 英里的地区高速网络，包括双向
高乘载车辆专用道

290 英里的 BOOST 和 Signature 巴
士服务，以及对于残障和高龄人士无
障碍和适用性服务的改进

75 英里的新建METRO捷运巴士
服务，像轻轨一样运行，包括至
布什机场的交通延长线

16 英里的METRO轻轨，以及前往霍
比机场的轨道交通延长线

在此了解更多信息：

*在最終實施之前的近似里程

ADVERTISEMENT FOR BIDS
DOWNTOWN REDEVELOPMENT 

AUTHORITY / TIRZ NO.3
BAGBY STREET IMPROVEMENT PROJECT

The Downtown Redevelopment Authority (the “Authority”) / 
TIRZ No.3 will receive sealed bids for the Bagby Street Im-
provement Project, located in Downtown Houston, primarily 
the 200-1100 blocks of Bagby Street from Franklin to Dallas, 
then extending southward on West Dallas to Clay Street, plus 
the 400-500 blocks of Walker Street from Bagby to Smith.  
Bids will be received until 11:00 AM, local time on Wednes-
day, November 6, 2019 by the Executive Director, Down-
town Redevelopment Authority.  Bids received after this time 
will not be accepted.  Bids are to be delivered to 1313 Main 
Street, Houston, Texas, 77002.
Beginning 9:00 AM, Tuesday, October 1, 2019, Bidding 
Documents will be available at www.civcastusa.com.  Any 
Addenda will be distributed through www.civcastusa.com.  
Bidding Documents may also be examined at the plan room 
of the Houston MBDA (Minority Business Development 
Agency) Business Center at 2302 Fannin Street, #165, Hous-
ton, TX 77002 or viewed online at isqft.com.
A MANDATORY Pre-bid Conference will be held at 2:00 
PM on Wednesday, October 9, 2019, in the Authority’s Con-
ference Room, 2 Houston Center, 909 Fannin, Suite 1650, 
Houston, Texas 77010.  All bidders (general contractors) are 
invited to attend.  Late arrivals will not be admitted to the 
Pre-bid Conference.  Due to building renovations at 2 Hous-
ton Center, attending bidders should allow sufficient time for 
parking and access to the Authority’s offices.  Bids will be 
ruled non-responsive if received from a bidder who did not 
attend the Pre-bid Conference.
Bidders shall comply with City Ordinance 95-336 (March 
29, 1995) and Executive Order No.1-2 (June 14, 1995), and 
City of Houston Office for Business Opportunity for Minori-
ty/Women Business Enterprise (M/WBE) Procedures (June 
1995).  The successful Bidder will be required to make good 
faith efforts to achieve an M/W/S/DBE participation goal of 
20 perc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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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光鹽社昨
（10 月 26 日）上午十時至中午 12 時光鹽
社251辦公室舉行2019年光鹽社健康日活
動。昨天，除了向社區各界人士提供免費
C型肝炎快速篩檢、免費流感疫苗 (請攜帶
紅藍保險卡-Medicare以及ID) 、並提供乳
房攝影及子宮頸抹片檢查登記 。同時健康
日將由數位內科、專科醫師及中醫師提供

一般醫療健康諮詢。
當天出席義診的醫師有：
豐建偉醫師（心臟科 ）
豐建偉醫師 – 心臟科
栗懷廣 –內科 (家庭全科)
林喬醫師 -中醫傷科
潘先樣 - 足科
曹有餘醫師 - 家庭全科

陶慶麟醫師 - 脊骨神經學科
王榕 醫師 -中醫
謝春醫師 – 腎臟科
本次健康日所有活動均為免費參加，

他們希望能藉此機會，宣導社區注意自我
健康維護及疾病早期篩檢的重要性。大多
數服務項目皆採用現場掛號登記方式，先
到先得，掛滿即止。

（（休士頓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 ））20192019年休斯敦總領館向中國人活年休斯敦總領館向中國人活
動中心靳寶善圖書館捐贈圖書音像資料捐贈儀式動中心靳寶善圖書館捐贈圖書音像資料捐贈儀式，，於昨天於昨天，（，（1010
月月2626日日 ））上午十一時在中國人活動中心大廳舉行上午十一時在中國人活動中心大廳舉行，，共有共有3030多位多位
社團代表與會觀禮社團代表與會觀禮。。

中國人活動中心執行長范玉新博士首先在儀式上介紹嘉賓中國人活動中心執行長范玉新博士首先在儀式上介紹嘉賓，，
除了領館代表蔡偉總領事除了領館代表蔡偉總領事，，易川領事等人易川領事等人，，還包括中國人活動中還包括中國人活動中
心前主席郭玉祥心前主席郭玉祥，，吳安萍吳安萍，，吳英潮等人及各社團代表如山東同嚮吳英潮等人及各社團代表如山東同嚮
會會長修宗明會會長修宗明、、河南同嚮會會長楊德清河南同嚮會會長楊德清，，和統會徐松煥和統會徐松煥，，鄧潤京鄧潤京
等社團代表等社團代表3030餘人外餘人外，，並介紹中國人活動中心靳寶善圖書館已並介紹中國人活動中心靳寶善圖書館已
有有2020多年歷史多年歷史，，現有藏書五萬餘冊現有藏書五萬餘冊。。

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蔡偉總領事致詞表示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蔡偉總領事致詞表示：：這次總領館共捐這次總領館共捐
了五百本書給靳寶善圖書館表示領館對社區的支持了五百本書給靳寶善圖書館表示領館對社區的支持。。雖然網路雖然網路，，
數位媒體發達數位媒體發達，，他還是希望大家能養成愛讀書他還是希望大家能養成愛讀書，，讀好書的習慣讀好書的習慣。。

中國人活動中心董事會主席靳敏博士表示中國人活動中心董事會主席靳敏博士表示：：靳寶善圖書館於靳寶善圖書館於

19991999年年22月月2121日成立日成立，，以服務僑社以服務僑社，，發揚中華文化為宗旨發揚中華文化為宗旨，，前後前後
共歷經數十位工作人員共歷經數十位工作人員，，數百位義工數百位義工，，圖書館一直為休市地區廣圖書館一直為休市地區廣
大讀者提供服務大讀者提供服務，，廣泛動員社會參與廣泛動員社會參與，，支持支持，，提供大量圖書提供大量圖書、、雜雜
誌誌、、報刊報刊。。目今圖書館圖書已達五萬餘冊目今圖書館圖書已達五萬餘冊，，音響超過三萬盤音響超過三萬盤，，圖圖
書館雜誌以中文簡體書館雜誌以中文簡體，，繁體為主繁體為主，，包含了文化包含了文化，，科學科學，，戲劇戲劇，，少少
年讀物年讀物，，希促進中華文化教學希促進中華文化教學，，交流交流，，講座講座，，增進華人與各族裔增進華人與各族裔
交流交流，，打造中華文化交流平台的窗口打造中華文化交流平台的窗口。。

中國人活動中心副執行長靳寶善圖書館館長吳安萍介紹這次中國人活動中心副執行長靳寶善圖書館館長吳安萍介紹這次
捐贈書籍及音像資料時表示捐贈書籍及音像資料時表示：：圖書館是她的專業圖書館是她的專業，，她本人就在休她本人就在休
大圖書館工作大圖書館工作。。這次領館共捐了這次領館共捐了500500多冊多冊，，包括各個學科包括各個學科，，及中及中
，，外影像資料外影像資料。。靳敏博士的父親在靳寶善圖書館成立之初靳敏博士的父親在靳寶善圖書館成立之初，，捐款捐款
五萬元買書五萬元買書，，同時同時，，海協會也有圖書捐贈海協會也有圖書捐贈，，才有今天五萬多冊圖才有今天五萬多冊圖
書書。。吳安萍說吳安萍說：：圖書館是知識的寶庫圖書館是知識的寶庫，，也是城市的心臟也是城市的心臟，，大學的大學的
心臟心臟，，也是華人社團的心臟也是華人社團的心臟。。時至今日時至今日，，圖書館除了藏書圖書館除了藏書，，外借外借

的功能外的功能外，，至今其第三代功能還包括數字化至今其第三代功能還包括數字化，，人性化人性化，，加強使用加強使用
率率，，使之更具開放性使之更具開放性。。雖目前我們還沒有網上查詢系統雖目前我們還沒有網上查詢系統，，但希望但希望
在藏書在藏書，，外借功能之外外借功能之外，，再走向第三代再走向第三代，，把圖書上網把圖書上網，，大家在家大家在家
裡即可查詢到裡即可查詢到。。她希望大家群策群力她希望大家群策群力，，同心同力同心同力，，把圖書館改建把圖書館改建
，，以吸引更多的人到中心來以吸引更多的人到中心來，，發揮中心更好的功能發揮中心更好的功能，，將中華文化將中華文化
發揚光大發揚光大。。她說她說：：圖書館每星期借書還書圖書館每星期借書還書，，有一千多會員有一千多會員。。新書新書
質量高質量高，，目前還需要中英文書目前還需要中英文書，，希大家多捐贈藏書希大家多捐贈藏書，，圖書館可開圖書館可開
捐贈證明捐贈證明。。希圖書館系統早日更新希圖書館系統早日更新，，建數據庫建數據庫。。

總領事館昨天捐的書包括大部頭的如總領事館昨天捐的書包括大部頭的如：：新英漢計算機大辭典新英漢計算機大辭典
、、英文版的中醫英文版的中醫，，中國音樂中國音樂，，中國茶文化今古大觀中國茶文化今古大觀、、中國菜介紹中國菜介紹
，，世界憲法大全世界憲法大全，，資治通鑑資治通鑑，，漢英詞典漢英詞典，，民間章回小說大觀等五民間章回小說大觀等五
百餘部圖書百餘部圖書。。

2019 年休斯敦總領館圖書音像資料捐贈儀式
昨天上午在中國人活動中心舉行

光鹽社昨舉行健康日活動 多位醫師加入義診陣容

圖為心臟科豐建偉醫師圖為心臟科豐建偉醫師（（左二左二））及內科及內科，，家庭全科醫師栗懷廣家庭全科醫師栗懷廣
（（右二右二））昨在光鹽社健康日活動上合影昨在光鹽社健康日活動上合影。（。（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昨天出席總領館捐圖書音像資料儀式的所有社團代表在捐贈儀式上合影圖為昨天出席總領館捐圖書音像資料儀式的所有社團代表在捐贈儀式上合影。（。（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蔡偉總領事圖為蔡偉總領事（（中中 ））昨向中國人活動中心靳寶善圖書館捐書五百冊昨向中國人活動中心靳寶善圖書館捐書五百冊，，由中國人活動中心執由中國人活動中心執
行長范玉新博士行長范玉新博士（（右三右三 ），），董事會主席靳敏博士董事會主席靳敏博士（（左三左三））等人代表接受等人代表接受。（。（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

中華文化服務中心中華文化服務中心““慶祝慶祝4040年年：：
心動之旅心動之旅””聯歡晚會聯歡晚會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代表代表（（左起左起 ）） 「「政務組政務組」」
組長何仁傑組長何仁傑，， 「「僑教中心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陳奕芳主任，，

李步青參事李步青參事。。

文化中心首席執行長文化中心首席執行長（（CEO )CEO )華啟梅華啟梅
致詞致詞，，介紹文化中心介紹文化中心4040年的發展及對年的發展及對

社區的貢獻社區的貢獻。。

文化中心幼兒園的小朋友表演歌舞慶祝文化中心幼兒園的小朋友表演歌舞慶祝。。

文化中心首席執行長文化中心首席執行長（（CEO )CEO )華啟梅華啟梅((後排右後排右
））與貴賓與貴賓（（前排左起前排左起 ））史坦福市市議員譚秋史坦福市市議員譚秋
晴晴、、陳適中陳適中（（後排左後排左 ））夫婦夫婦、、劉於獲夫婦劉於獲夫婦、、

甘幼蘋合影甘幼蘋合影。。

大會主持人大會主持人（（右起右起 ））鄭帥帥鄭帥帥、、曹國韻曹國韻。。

李雄夫婦李雄夫婦（（中中））等貴賓在晚宴上等貴賓在晚宴上。。 頒發傑出貢獻獎頒發傑出貢獻獎。。

頒發頒發2020年年、、3030年以上傑出教師獎年以上傑出教師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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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后廟熱烈慶祝觀世音菩薩及藥師佛寶旦天后廟熱烈慶祝觀世音菩薩及藥師佛寶旦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菩薩柳枝灑甘露菩薩柳枝灑甘露、、普渡世上有福普渡世上有福
人人、、德州天后廟德州天后廟1010月月1313日慶祝日慶祝

觀世音菩薩娘娘寶旦觀世音菩薩娘娘寶旦

德州天后廟理事長周滿洪德州天后廟理事長周滿洪、、會長翁作華會長翁作華、、元老元老
雲偉嘉雲偉嘉、、副理事長陳作堅等副理事長陳作堅等、、慶祝觀世音菩薩慶祝觀世音菩薩

寶旦大典先向天后娘娘上香寶旦大典先向天后娘娘上香

德州天后廟理事長周滿洪德州天后廟理事長周滿洪、、會長翁作華會長翁作華、、元老雲偉嘉元老雲偉嘉、、 副理事長陳作副理事長陳作
堅堅、、馬小卿堂主及經生班馬小卿堂主及經生班、、信眾向觀世音菩薩上香信眾向觀世音菩薩上香、、慶祝觀世音菩薩慶祝觀世音菩薩
寶旦寶旦

德州天后廟德州天后廟、、馬小卿堂主及經生班馬小卿堂主及經生班、、與信眾迴向與信眾迴向
世界善信世界善信、、消災脫難消災脫難、、家宅平安家宅平安

德州天后廟德州天后廟1010月月1313日慶祝藥師佛寶旦日慶祝藥師佛寶旦馬小卿堂主及經生班開經誠誦馬祖真經馬小卿堂主及經生班開經誠誦馬祖真經德州天后廟理事長周滿洪以佛家祝儀觀音經德州天后廟理事長周滿洪以佛家祝儀觀音經
為世人祈福為世人祈福

德州天后廟元老雲偉嘉向觀世音菩薩上香德州天后廟元老雲偉嘉向觀世音菩薩上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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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韋霓休斯頓報導) 在生活中，
如果惹上官司糾紛，需要找律師幫忙，
無論是捍衛自己的權益、或是減低入罪
風險，律師都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
這時候，一位能與當事人同一陣線、能
夠為其爭取最大權益的律師絕對是必要
的。在休斯頓，有這麼一位優秀的律師
，能以有效的方式幫助客戶處理複雜的
糾紛與訴訟，在尊重的前提下提供客戶
專業的建議、高品質的法律服務，他就
是金通律師(Tong Jin, Attorney at Law)。

在乎且理解客戶
金通律師的工作風格很有親和力，

除了是法學博士，金律師有著哥倫比亞
大學社工碩士的背景，比一般律師更理

解客戶，特別會站在客戶的立場著想。
尤其，在刑事案件中，許多當事人往往
會很焦慮，而對華人來說，牽扯到訴訟
或需要進入法律程序總是覺得不舒服。
因此，金律師註重傾聽客戶的需求和困
難，積極解答客戶的疑問，一旦事情有
任何進展就會第一時間告知當事人，盡
量較少他們的擔心。他的客戶都給予他
的服務極高的肯定。

找到最佳途徑
另一個金律師的特點是，他不會浪

費客戶時間，總是先和客戶互動溝通，
了解整個案子，再比較訴訟雙方的不同
論點，找到能夠切入的最佳途徑。有些
客戶對案件目標有想法，金律師看過證
據之後，客觀了解其目標是否能達成，
如果有困難的話，會很明確的告知客戶
，向實際可行的方向去努力。

擅長協商
金律師加入Schaffer Carter＆Associ-

ates 期間，曾在一個複雜的欺詐調查中
，追回了超過 1,900,000.00 美元的贓款
和資產。Schaffer Carter＆Associates在業
界素來享有盛名，其創辦人在業界聲譽

卓著，專門處理層級比較高的案件，金
律師得以接觸各類複雜糾紛，並且居中
斡旋，金通律師擅長協商，調解雙方協
議達成目標，無論是商業、或是民事案
件，成功率都極高。

幫助客戶達成目標
在商業訴訟的部分，有些客戶希望

贏得訴訟，有些人則希望能夠減少損失
，在不同的案件中，金律師總是致力於
要如何幫助客戶達成目標，專業的協助
他們調整方法。

保護當事人最大法律權益
在刑事訴訟的部分，則著重於調整

目標，通向實際上能達成的可能性。有
些人對美國的刑事辯護有誤解，認為只
要找好的律師，不管多嚴重的案子都會
撤銷，其實這是不正確的。好的律師是
幫當事人把風險降到最低，並不是消除
所有的風險，如果證據確鑿，律師是幫
當事人取得最低刑責，保護每個當事人
法律的權益，或是達成sweet deal。

移民與形事交叉案件
華裔民眾在美國如果犯罪，想要移

民就會有問題，這時必須做出更多的努
力，金律師能夠運用其專業，幫助這些
人順利的達成移民。曾經有個例子，有
人在入境時被檢查出帶有違禁品，而被
德州州政府起訴，這個案例發生在邊境
，是移民與形事交叉的案件，這時候移
民的身份會被改變，也就是金律師能夠
發揮其專長的地方了。

律師陪同有必要
如果有人遭到執法機關調查，被列

為犯罪嫌疑人，當意識到自己是被調查

的主體，一般華人
的心態是 「調查未
必起訴」，因而常
常拖時間。但是，
金律師的建議是，
在律師的陪同下，
能夠盡量把案件釐
清，對當事人會比
較好。有律師陪同
，可以在最大程度
下讓他免於被起訴
。

另一個情況是
，在被警方問訊時
，許多華人往往放
棄律師陪同的權利
。 然 而 ， 有 至 少
70%的嫌疑人，在
可以選擇不回答或
由律師陪同的情況
下，但還是獨立回
答了執法機關的問
詢，並且沒有律師
陪同，結果說了讓
自己入罪的證據給警方，其根源就是對
法律的不了解。

華人常見案例
在華人圈子中，比較常見的案例像

是打人、家暴、攜帶毒品、或是按摩店
沒有執照、賣淫等等，金律師都很擅長
處理。

因為文化差異、以及中美司法體系
的不一樣，有人因 「虐待兒童」罪而惹
上官司。在國內，家長打小孩是平常的

事，然而，孩子到學校去，被老師發現
身上有傷痕而上報兒童保護協會，家長
如果沒有好好處理，很可能要吃上官司
，這時候，金律師能幫家長盡量讓麻煩
降至最低。

另一個華人常常見到的案例，是開
飯店僱用非法勞工，這可能會導致聯邦
重罪指控。一般人可能會想，餐廳老闆
雇用非法勞工，包吃包住，以為很稀鬆
平常，但是這是不合法的，有一些老闆
因此而吃上官司，被調查到而惹上麻煩
，像國土安全局、聯邦調查局、或是移
民執法局都有可能會調查這類案件。

專精業務
金通律師專精於聯邦及州法院各類

刑事辯護、和民事糾紛，以及申請假釋
。同時涵蓋各種複雜的商業糾紛、代辦
公司設立、執照申請、合同撰寫、房地
產合約、投資協議、和房地產合同糾紛
。

連 絡 電 話: 832-917-8232。 Email:
tongjinattorney@gmail.com
地 址 ： 712 Main Street, Suite 2400,
Houston TX, 77002。

擅長處理刑事辯護擅長處理刑事辯護、、民事糾紛民事糾紛
金通律師金通律師 高品質的法律服務高品質的法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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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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al

I03-ITC_形象_C_80

辦公室招租  Office for Rent
●位置極佳，近中國城5分鐘.
●環境高雅，安全安靜，包水電，免費高速網絡，辦公傢具
●有大型停車場。
●Great location, 5 minutes drive from Chinatown.
●Safe and quiet work place with water and electricity, 
    free high-speed Internet, office furniture. 
●There has a large parking lot.

舉辦活動最佳地點  Event rental
●場地寬敞 設備齊全 
●有大型停車場。
●The great location to host various of events in Chinatown area.
●Spacious place with a large parking lot.

辦公室招租  Office for Rent
●位置極佳，近中國城5分鐘.
●環境高雅，安全安靜，包水電，免費高速網絡，辦公傢具
●有大型停車場。
●Great location, 5 minutes drive from Chinatown.
●Safe and quiet work place with water and electricity, 
    free high-speed Internet, office furniture. 
●There has a large parking lot.

舉辦活動最佳地點  Event rental
●場地寬敞 設備齊全 
●有大型停車場。
●The great location to host various of events in Chinatown area.
●Spacious place with a large parking l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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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耶穌教會
True Jesus Church

神是誰

以馬內利 保惠師 新郎

佈道會主題：神是誰?

59

90

TJC

Av
e.

 E

335 Avenue E,Sta�ord, TX 77477

10月11日 晚上7:15 - 9:00

10月12日 早上11:30 - 12:40 
10月12日 下午1:45 - 3:30

電話: (281)631-5260
網址: www.tjc.org
電子郵件: Houston@tjc.org

通國語, 英文, 西班牙語
接受各種醫療保險, Medicare

孫全｜骨外科執照醫師｜臨床醫學博士
成人骨病, 關節病, 關節重建及置換手術專科醫師

David Q. Sun, MD Adult Joint Diseases and Reconstruction

General Orthopedics

主治：各類骨關節疾及外傷
專科：成人關節重建及置換手術 

治療中心地址及時間：周一至周五
周二, 周五: Willowbrook Office: 13333 Dotson Road, Suite 180, Houston, Texas 77070

周三: Springwoods Village Office: 2255 East Mossy Oaks Road, Suite 440 Spring, Texas 77389
周二, 周四: Red Oak Office: 17270 Red Oak Drive, Suite 200, Houston, Texas 77090

KSF 
骨病專科
治療中心
建於1976

(281)440-6960
www.ksfortho.com 國語電話: 713-835-8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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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3-FA_YiZhouMD周藝_2 美南新聞 版權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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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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Y家庭全科及急症

高 血 壓

糖 尿 病

高 血 脂

常見皮膚病

皮膚活檢

婦 科 病

兒 科 病

老年癡呆

骨質疏鬆

憂 鬱 症

感 冒

咽喉痛

鼻竇炎

腹 瀉

尿 路 炎

關節注射

動物抓咬傷

清創縫合

角膜異物清除

地址:6609 W Sam Houston PKWY S STE 98 Houston, TX 77072 (位於8號公路及百利大道東北角及Shell加油站旁廣場)

Tel:(832)433-7159

本診所自2014年起
週一、二、三、五、六： 8:30am - 5pm
週四、週日 公休 

顧瑛 醫學博士
美國家庭醫學會資格認可醫師
美國老年醫學會資歷任可醫師

主 治 急 症
體檢特價  體檢+化驗:$125
①+女科婦科、宮頸膜片+$45
②+男性前列腺表面抗原+$20

移 民 體 檢

D03FA_JY顧瑛567B_8

星期日       2019年10月27日       Sunday, October 27, 2019

半年前港男陳同佳在台灣
殘殺女友潘紹聰後，逃回
香港，避開在台灣服法，

卻在香港僅以 「洗黑錢」犯例，坐牢幾個月貨仔而矣。想不到他
人在獄中，卻得到香港聖公會教省秘書長管浩鳴幾個月來的循循
引導，明白自己犯下彌天大錯，因而願意在本月23 號刑滿出冊
後，主動飛往台灣認罪。

在這裡先許我介紹整件殺人案的靈異事件。原來在女死者過
身不久，但仍未找到屍首時，曾出現過連串的神奇事件，令案情
得以真相大白，可謂之 「天網恢恢」式的巧合。

當女死者父親到台灣找尋失蹤女兒之際，上天已給了他明
確表示。 「據台灣一些新聞報道，當潘爸爸對女兒生死未卜時，
他曾跑到台灣三間廟宇去求神問卜，最後他到宜蘭的一間城隍廟
求韱，廟祝告訴他，韱文上顯示：你的女兒早已不在人世，死去
多時，而且潘父會在第三天後，便會找到女兒屍體。結果真的如
籤文所說，屍體三天後在淡水近捷運一帶的草叢中找到了」。為
了一證事實，香港有記者曾致電該城隍廟。 「接電話的是一位女
士，原來是廟祝的太太，她對潘爸爸求籤一事，初時有點支吾以
對，亦表示其丈夫已臥病在床，不能正面回應，但她最後也說出
，沒有其他人 比他們對此事更清楚。不過他們不想太高調，請
求媒體低調報導此事好了。

而當台灣刑警在淡水草叢一帶尋索時，因為女死者出事地方
太大，亦遇到困難。 「刑警經搜索一段時間後， 仍沒頭緒，結
果其中一位向上蒼說話，希望死者能指引她喪身的正確地點，信
不信由你，才過不久，他們便在一個曾經搜過的地方，突然看到
一個洞口， 走入裡面，就見到死者屍體了，這不得不令一眾刑
警嘖嘖稱奇」。雖然找到了屍體，但也不確定是潘紹聰女死者，

加上整具屍體已腐爛不堪，其實難以作DNA驗實的。
「化驗人員竟然又可在其腹內，零零舍舍找到了一小

件骨頭，經化驗之後 ，便得到了確實證據了。更意想
不到的是：最後他們又可以輾轉在機場 之內，找到了

死者的行李，如此種種的巧合 才能令事件水落石出」。隨著兇
手將會返台接受應有刑責，但願死者可真正得到安息。

台灣殺人案疑犯陳同佳周三 經已出獄，但港台雙方仍未就
陳同佳到台灣移交方式 達成共識。台灣陸委會副主委邱垂正堅
持陳必須按 「官方安排」到台灣自首，不可以自由行形式到台，
他表示，陳可直接聯絡台方相關部門安排，又促請港府與台灣建
立司法互助機制，保障港台人民安全。香港聖公會教省秘書長管
浩鳴透露，陳暫不會啟程往台灣，因仍未有確實日期。

邱垂正在記者會上，多次被問及陳同佳自首安排的進展，他
強調，因陳是嫌疑殺人兇手，台灣政府需要掌握其行動，絕不容
許他以自由行形式赴台，重申刑事警察局已 建立單一窗口處理
陳自首，陳可直接與有關窗口聯絡，而台方亦會等待港府通知陳
到台的時間，減低事件的不確定性。至於陳的簽證問題，邱垂正
稱 因陳身份特殊，無法使用網上簽證，須在櫃位辦理。

邱垂正又指，台灣一直立場明確，就是以司法互助方式 處
理陳同佳案，重申港台雙方均有司法管轄權，如港府放棄司法管
轄權，便由台灣來處理，呼籲港府在事件上 ，與台方溝通合作
，提供協助，以彰顯公義及還死者與其家屬一個公道。他又呼籲
港府，與台方建立港台司法互助機制，在兩地有任何紛爭案件發
生時，保障港台人民的安全。

另外，被問及管浩鳴表示，擔心陳同佳成為 「政治籌碼」，
陸委會主委陳明通說，如管浩鳴有心協助陳同佳到台灣受審，為
死者伸張正義， 「請少說兩句話」。台灣內政部長徐國勇在立院
受訪時證實，上月底曾接見管浩鳴，但當時不知道對方是北京巿
政協委員，期間管曾提到陳同佳欲出獄後到台灣自首，他稱當時
已拒絕再談，無作出任何承諾。

有傳媒欲邀請管浩鳴回應提問，管浩鳴僅稱： 「我不再多說

話，給我們一點時間。」
陳同佳案已演變為香港和台灣(在某程度上還是兩岸)之間的

角力，表面是法律和輿論之戰，背後則是政治和名實之爭。可悲
的是，陳同佳不單成了政治籌碼，還被港府 「始亂終棄」，一傷
再傷。

「始亂終棄」一詞，常見於拋棄糟糠或玩弄別人之類的環境
。這一次，港府同樣暴露了這種心態和醜態，雖然努力包裝，但
難掩 「一箭三雕」的政治圖謀。

其一，陳同佳案發後返港，台灣多次要求港府協助處理(過
去兩邊也有先例)，但港府愛理不理，一拖再拖。後來，港府想
利用陳同佳案通過《逃犯移交條例》，結果搞出 「全城反送中」
的 「大頭佛」，不僅港府焦頭爛額，還動搖整個建制利益；最慘
的是，更招致國際對香港的壓力，北京也變得被動。如今，港府
要摔掉這個燙手山芋，才 「努力協助」陳同佳赴台，故之謂 「始
亂終棄」。

其二，港府由始至今不想承認和鞏固 「台灣是政治或主權實
體」的現實，所以用不同的理由(例如香港法律的限制)應對，但
卻令人感到不斷 「搬龍門」的是港府。到了今天，港府仍要穩守
北京的界線，趁機讓陳同佳前往台灣的同時，不與台灣政府接觸
，就是要繼續落實貶低台灣的任務。

其三，如果這次能夠按港府盤算的模式，成功讓陳同佳到台
灣去，那就可以確立另一個先例，就是兩岸四地在沒有移交疑犯
協議之前，也可以把嫌疑人送到有需要的地方。換言之，只要在
當事人 「自願」之下，就可以順理成章把有關人士送到內地去。
所以，港府前天在立法會正式撤回《逃犯條例》，實際效果並無
兩樣。

綜觀而言，陳同佳是有悔意的。他願意到台灣去，自首也好
，投案也好，是有承擔的。當然，台灣也有其意圖，就是要確立
主權政治實體的地位；民進黨如能成功，更可藉此鞏固大選優勢
，不成功則會陷於輿論困局。但相比之下，台灣的手法就比港府
高明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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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之死因何在 在於民心盡喪
香港特首月初落區

與市民對話，有人相
約親友齊齊睇直播，
當中不少人發言，聽
後感受如人飲水，冷
暖自知。

發言市民中，有人
激進、有人平和，當
中以表達不滿為主，
這也是情理之中，估

計之內，若然不是要一吐冤屈，千辛萬苦抽籤，莫非要來歌功頌
德乎？

發言者中，有年過四十之中產男士，表示自己是土生土長，
感覺過去香港公平公開，想不到會變成今日樣子，言下不勝感慨
。中產男士之言，道出不少人心聲，皆因現今社會怨聲載道，人
人期望能找到出路，能夠以和平理性表達不滿，自然引起共鳴。

說起香港過往公平公正，有年近花甲的港人坦言，四、五十
歲一代，可謂是最幸福，皆因他們未經歷殖民地時代，又受惠於
內地開放改革，以個人努力.加上一點際遇因素，現在可能已經
衣食無憂。花甲港人說，港人自我感覺最良好，應該是回歸前十
年和後十年。在七十年代未有回歸議題時，港人被殖民地式管治
，當時所有政府高官, 皆由英國人出任，港人就算能力再高，都
有 「看不見的玻璃天花」。如果八十年代英國政府向中國大陸政
府提出主權換治權的構思獲得接納，這種情況相信會維持多一段
時間。後來中國確定主權回歸，英國為撤出部署非殖化，港人擔
大旗的時代才來臨。

同樣，當時做生意，也是港英有別。英資在主要行業如銀行

、航空
、電訊
、能源
都壟斷

經營。九七來臨，英國大東電報局才趁科網熱潮，把香港電訊出
售給華資，掀起了二千年的科網泡沫潮。現在大家都識得搞網購
的王維基，他發迹是靠長途電話回撥生意。當年香港電訊受政府
保護，王維基要挑戰他幾乎是不可能，只是後來英資撤出，電訊
市場部署開放，他憑着過人的觸覺，先行一步，成功吃了改朝換
代的商業大餅。

在港英時期，香港大公司要判出定單，都要經嚴謹招標，中
資公司沒有特別優勢。不過，英國公司長期承接香港政府和大企
業的定單，當中竅妙不言而喻。在九七之前，中英商討興建新機
場，其中一個難點,就是如何防止英國透過承造工程，把香港儲
備來箇乾坤大挪移。經過一番鬥智鬥力，加上為了令香港從六四
事件中穩定下來，內地同意新機場的核心工程，造成英國在殖民
地最後的大生意。

為甚麼回歸前香港管治水平會急速提升，樣樣執正呢？花甲
港人認為與回歸有莫大關係，這不能說單是中國的功勞，但同樣
不能說是英國賜與。這是在中英兩國同意一國兩制，港人治港下
，兩國都想做得好好睇睇的結果。

香港回歸至今已經二十多年，香港的制度比起港英年代是否
變得不公平呢？有人會覺得是，但像花甲港人這些經歷不同 「朝
代」的人,又會有另一個看法。只是無論如何，在今次社運爆發
前，港人的生活在安全、自由、富裕，仍然是位居全球前列的。

廿二年前，標誌香港回歸祖國懷抱的五星旗在維港上空冉冉
升起，劃時代的 「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正式走進世人眼簾，這
是多麼的令人驕傲，又是多麼的令人振奮。廿二年後的今日，五
星旗被人焚毀丟落海，美國旗、英國旗、港英旗、黑區旗卻隨風
飄揚，人們連唱國歌也會被打，說一句愛國甚至性命不保， 「一
國兩制、港人治港」同死亡無異。

昨日因，今日果。反修例風暴愈演愈烈，不是無緣無故的，
一切都是佔中埋下的禍根。佔中是外部勢力聯同洋奴漢奸在港策
動的顏色革命，五年彈指即過，10 月正是違法佔中五周年，反
對派再次吹響集結號。港府怯洋懼外，律政專為反中亂港者撐起
保護傘，在這樣的情況下，顏色革命在佔中五年後全面大爆發，
香港焉能不死！

短短4個多月，香港由太平盛世淪為危城亂世，港人治港變
成黑衣暴徒治港、洋奴漢奸和外部勢力治港，港獨落地生根，恐
怖主義野蠻瘋長，當年外媒預言 「香港死亡」，在廿二年後的今
日終於一語成讖。

為何香港淪落至此？腐爛至此？說到底，中央所託非人，選
出四個特首，一個比一個不堪。現在的林鄭月娥,甚至被質疑
「身在漢營心在曹」，暗中配合反對派奪權。是耶非耶，無權無

勢的小市民有口難言，短短4個多月，香港由太平盛世,淪為危城
亂世，港人治港,變成黑衣暴徒治港、洋奴漢奸和外部勢力治港
，港獨落地生根，恐怖主義野蠻瘋長，當年外媒預言 「香港死亡
」，在廿二年後的今日終於一語成讖。

回歸之後，許多香港人心中都有一個夢想，那就是 「祖國好
，香港好」，在強大祖國的支持下，重拾民族尊嚴，社會繼續繁
榮穩定，發展更上層樓，人們可以昂首挺胸大聲說 「我是中國人
」，享受偉大民族復興的光榮。無奈事與願違，國家愈強香港愈
亂，祖國好香港沒有好，說一聲 「我是中國人」甚至會被毒打。
「一國兩制、港人治港」荒腔走板， 「五十年不變」走樣變形，

如今連 「馬照跑、舞照跳」都不可得，中央猶袖手旁觀，叫愛國
愛港的市民情何以堪？

中國2000 年前聖孟子說： 「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
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
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道理很簡單，即是得民心，得天
下；失民心，失天下。反修例風暴雖然是特區一場避不過的浩劫
，但有危也有機，端視乎中央是否有決心、有意志、有魄力撥亂
反正，讓香港浴火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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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阿拉戈斯州馬拉戈日巴西阿拉戈斯州馬拉戈日，，當地海域被發現漂浮著油汙當地海域被發現漂浮著油汙。。99月初月初，，
大片原油出現在巴西東北部海岸上大片原油出現在巴西東北部海岸上，，並沿著並沿著20002000公裏的大西洋海岸線公裏的大西洋海岸線
延伸延伸。。現已蔓延到現已蔓延到88個州的個州的6161個市鎮個市鎮。。

綜合報導 由工業和信息化部主辦、

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擔任聯

絡單位的“5G：開創數字經濟新時代”

論壇在浙江烏鎮召開。

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副主任劉烈

宏，工業和信息化部副部長陳肇雄，國

際電信聯盟副秘書長馬爾科姆· 瓊森，國

家信息化專家咨詢委員會常務副主任周

宏仁，中國工程院院士鄔賀銓，全球移

動通信系統協會大中華區總裁斯寒等出

席論壇並致辭。

來自國際組織、國內外業界、學界

領袖、高校科研機構和政府部門等共

300余嘉賓參加了論壇。

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副主任劉烈

宏指出，5G不斷推動產業形態重塑，成

為促進全球經濟社會變革的重要引擎。

國家網信辦將加快推動完善相關法律法

規、推進數字中國建設，創造良好的5G

市場環境，讓國內外億萬消費者共享5G

發展成果，推進中外企業參與中國5G市

場，讓更多國家和人民搭乘5G時代快車

，讓互聯網發展造福人類。

就5G發展和應用，劉烈宏指出，壹

是堅持創新引領，加快構建新型基礎設

施；二是堅持融合發展，深度推進多領

域融合應用；三是堅持前瞻布局，積極

應對5G網絡安全風險；四是堅持開放共

贏，共同構建5G發展新局面。

工業和信息化部副部長陳肇雄指出，

5G是實現萬物互聯的關鍵信息基礎設施，

對促進經濟社會數字化轉型具有重要支

撐引領作用。工業和信息化部大力推進

5G商用部署。目前，5G基站、手機、模

組等產業鏈關鍵環節進壹步成熟，5G網絡

已在全國主要城市城區實現連片覆蓋，

“5G+工業互聯網”加快探索，有力支撐了

工業經濟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發展。

陳肇雄強調，要加快5G新型信息基

礎設施建設，打造5G開放創新發展高地，

深化5G與經濟社會各領域的融合應用，

為更多垂直行業賦能賦智，促進產業轉

型升級，支撐經濟高質量發展。

國際電信聯盟(ITU)副秘書長馬爾科

姆· 瓊森代表國際電聯感謝中國在促進

5G標準方面所作的努力。他介紹了國際

電聯在5G頻譜和國際標準方面所做的壹

系列工作，強調要與中國進行更多的合

作，希望中國的企業界和學術界更加廣

泛加入到5G的技術應用開發中。

國家信息化專家咨詢委員會常務副

主任周宏仁提出，5G是全聯網的時代，

是數字轉型和數字經濟的時代，是智能

化、自動化和自主化的時代。由於中國

政府的高度重視，中國科技界和企業界

孜孜不倦的努力，中國在5G技術上的發

展和應用方面走在世界前列，並且最有

可能引領這股大潮在全球的發展。

中國工程院院士鄔賀銓認為，5G作

為網絡新技術的集中體現，與雲計算、

人工智能等技術融合發展帶來了巨大機

遇，同時，它的發展面臨頻譜資源選擇

、網絡安全挑戰等系列問題，帶來了隱

私保護法律適應性的新風險，應從技術

管理法治等方面進壹步完善與應對。

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主任曾宇分

析了當前幾大主要網絡標識技術各自的

優勢和存在的諸多問題，指出5G對標識

技術提出全新挑戰，並介紹CNNIC在

5G時代下網絡標識解析服務架構方面所

進行的積極探索。他提出，5G時代下網

絡實體、內容和服務等對象的命名、尋

址是關鍵功能和基礎服務，其安全可控、

高效、智能、穩定關乎網絡空間安全，

建立全球標識解析根服務器對推動5G時

代下產業與應用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中國移動集團公司董事長楊傑表示

，5G將成為社會信息流動的主動脈、產

業轉型升級的加速器、構建數字社會的

新基石，中國移動要做5G網絡建設的主

導者、5G融入百業的推動者和5G服務

大眾的先行者，助力經濟高質量發展，

滿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

搜狐董事局主席兼首席執行官張朝

陽認為，5G將帶來更多的應用場景和新

的發展機會。人們未來面臨的是無窮的

選擇，會給社交方式和人際關系帶來巨

大影響。人類的知識分享與協作將跨越

時空，最後產生人類知識和發明創造爆

炸性增長。

來自全球移動通信系統協會、亞太

電信組織、清華大學、國家衛生健康委

衛生科技發展研究中心、貴州省大數據

局、愛立信、思科、艾斐域、土耳其電

信、中國電信、中國移動、中國聯通、

中興、華為、阿裏巴巴、百度、愛奇藝

、奇安信、東華軟件等國際組織、政府

機構、科研單位、企業和相關機構的嘉

賓在論壇上分享了5G對新數字經濟發展

的觀點。

中外嘉賓們圍繞5G構建新型基礎設

施、重構產業生態、促進應用創新、賦

能數字經濟發展等話題，共同研討5G發

展、交流與合作，旨在增進國際共識，

促進全球5G技術和產業持續健康發展。

中國跨境貿易營商環境指標躍升至65位
綜合報導 國務院關於加快外貿轉型升級推進

貿易高質量發展工作情況的報告提請十三屆全國人

大常委會第十四次會議審議。

報告顯示，我國通過建設自貿試驗區、探索建

設自由港、深化外貿管理體制改革、大力推進貿易

便利化等措施，營造法治化國際化便利化貿易環境

。據世界銀行《2019年營商環境報告》，中國跨境

貿易營商環境指標從上年的97位躍升至65位。

報告提到，外貿作為國民經濟重要組成部分，是拉

動國民經濟增長“三駕馬車”之壹，有力推動了開放型

經濟建設和國民經濟協調發展，帶動和擴大了就業。

報告從推進跨境電商發展等三個方面，介紹了

加快培育貿易新業態新模式這壹工作的進展情況。

在推進跨境電商發展方面，國務院先後分3批

在杭州等35個城市開展跨境電子商務綜合試驗區

建設，探索形成以“六體系兩平臺”為核心的管理

制度和經驗做法。完善跨境電商零售進口稅收政策

。近三年來，跨境電商高速增長，成為外貿增長新

亮點。據海關統計，2018年跨境電商零售進出口

202.8億美元，同比增長52.3%。

在開展市場采購貿易方式試點方面，確定4批共14

家試點單位，建立試點動態調整機制。2018年，全國市

場采購貿易方式出口額712.2億美元，同比增長53.1%，

高於同期全國出口增速43.2個百分點。

在開展外貿綜合服務企業試點方面，積極探索

在條件成熟地區推進二手車出口業務。

營造法治化國際化便利化貿易環境，是近年來

的主要工作之壹。

在建設自貿試驗區方面，2013年以來，我國陸

續設立18個自貿試驗區，增設上海自貿試驗區臨

港新片區。不斷總結提煉改革創新成果，先後將外

商投資負面清單管理模式、國際貿易“單壹窗口”

、投資項目管理“四個壹”等202項改革試點經驗

向全國復制推廣，充分彰顯了全面深化改革和擴大

開放的試驗田作用。

在探索建設自由港方面，按照習近平總書記關於支

持海南逐步探索、穩步推進中國特色自由貿易港建設的

要求，深入研究海南自由貿易港政策和制度體系。

在深化外貿管理體制改革方面，2018年完成

《貨物自動進口許可管理辦法》等7件規章的修訂和

廢止工作。改革完善出口配額招標制度，調整用於維

修再制造的進口機電產品管理規定。下放壹批貨物自

動進口許可權限，暫停磷礦石、白銀出口配額管理，

取消外貿領域行政審批涉及的25項證明事項。

在大力推進貿易便利化方面，履行世貿組織《貿

易便利化協定》義務，在各地建立工作機制。推進國

際貿易“單壹窗口”建設，不斷壓縮通關時間，2019

年6月全國進口整體通關時間為42.4小時，較2017年

縮短56.5%；出口整體通關時間為4.2小時，較2017

年縮短66%；進出口環節監管證件由86種精簡到46

種，其中34種實現網上申報、網上辦理。

針對營商環境有待進壹步改善等問題，報告也

提出了解決辦法。

報告提出，加快自貿試驗區和自由貿易港建設。

推動自貿試驗區深入開展差別化探索，主動服務和

融入國家重大戰略。實施好新版自貿試驗區外資準

入負面清單。研究在自貿試驗區進壹步放寬市場準

入特別是服務業開放的舉措。全面推進海南自貿試

驗區建設。高水平建設中國特色自由貿易港，深化研

究海南自由貿易港政策和制度體系，打造開放層次更

高、營商環境更優、輻射作用更強的開放新高地。

同時，切實改善營商環境。進壹步提升貿易便

利化水平，加快做好世貿組織《貿易便利化協定》

B類措施落實；深化國際貿易“單壹窗口”建設，

實現年底前主要業務應用率100%。進壹步完善外

貿管理體制，健全重要敏感商品宏觀調控和監測預

警機制；全面實施貨物進出口行政許可無紙化；做

好口岸收費目錄清單公示工作，進壹步推動降低港

口、碼頭收費，降低企業經營成本。推進投資自由

化，持續放寬外資市場準入，充分發揮外資對產業

升級和外貿高質量發展的帶動作用。

烏鎮峰會5G“論道”：開創數字經濟新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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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30 遊走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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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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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走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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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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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緣 (重播)

13:30-14:00 生活 (重播)

14:00-14:30 遊走美國

14:30-15:00 記住鄉愁 (重播)

15:00-15:30 蜜蜂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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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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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大舞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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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族

22:00-22:30 司馬白話 華夏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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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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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魔術師

幸福帳單

央視國際新聞

華人世界 

經典電影

中國民歌大會

美南大咖談

快樂精靈

海峽兩岸 (重播)

開門大吉

電影藏密

電視劇《頃城之戀》 第27~31集 (重播)

檔案 (重播) 華人世界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中國文藝 (重播)
先鋒人物 (重播)

武林風
電視劇《中國遠征軍》 第25~29集

幸福帳單 (重播)

科技與生活 中華醫藥

中國文藝

電影藏密 (重播)

今日關注 (重播)

今日亞洲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中華醫藥 (重播)

檔案

中國輿論場 (重播)
健康之路

檔案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海峽兩岸

中國文化

城市一對一 (重播) 科技與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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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南大咖談 

味道 (重播)

Chinese Class

電影藏密 (重播)

Southern Television 15.3             2019年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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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魔術師 (重播)

開門大吉 (重播)

武林風 (重播)

22:30-23:00 養生堂五味草堂

現場面對面 城市一對一

現場面對面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直播)

電視劇《中國遠征軍》 第25~29集 (重播)

電視劇《頃城之戀》 第27~31集

國內首檔“融媒體＂新聞評論節目，給你不一樣的新聞體驗。 

▲ 節目截圖

節目介紹：
《中國輿論場》是CCTV4推出的國內首檔“融媒體”新聞評論節目
。最新輿情，最熱話題，明辨是非，凝聚共識。借助大數據，每天
發布的輿情指數，權威專家客觀點評，引入在線觀眾席，多屏互動
，給你不一樣的新聞體驗。 

播出時間：
每周日中午12:30首播，重播時間為每周日晚上9:30，
以及周一早晨8：30

 

▲ 節目截圖

《中國輿論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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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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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日       2019年10月27日       Sunday, October 27,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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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26日（星期六）體育新聞5 ■責任編輯：何佩珊

軍事五項當日收官。管超楠、王堂林、盧嬪嬪協
力拿下女子障礙跑接力冠軍，幫助八一軍事五

項隊將金牌數鎖定在5枚。三人從資格賽突圍，並在
決賽中交出1:55.34的成績，以明顯優勢擊敗俄羅斯
隊。

射擊賽場再生4金，中國八一射擊隊分別以1,
719環、1,738環的總成績，摘得男子300米步槍軍
事速射團體與女子25米手槍軍事速射團體兩枚金
牌。而在男子25米中心發火手槍個人決賽中不敵
烏克蘭選手的姚兆楠，則貢獻了1枚銀牌。

田徑項目結束第3比賽日爭奪，中國軍團有兩
枚金牌進賬：男子跳遠，王嘉男、黃常洲分獲冠亞
軍；鐵餅決賽中，中國選手馮彬憑藉第一投投出的
64米83，毫無爭議地問鼎該項目冠軍。至此，中
國八一田徑隊已在本屆軍運會上摘得3金4銀。

跳水比賽是日揭開戰幕，首個比賽日決出的三枚
金牌全部歸屬中國隊。首金出自男子一米板，中國選
手王宗源奪得金牌，馬德鵬排名次席；女子跳台冠亞
軍同樣被中國選手包攬，司雅傑憑藉穩定發揮力壓林
珊稱雄；女子雙人3米跳板，韋穎/黃小惠以絕對優
勢為中國軍團再添一金。

憑藉此前優異表現，中國軍團在本屆大賽跳傘賽

場已有豐碩收穫。當日，中國選手于瑞龍領銜多位隊
友再奪男子青年個人全能、男子青年個人定點兩個項
目的金、銀牌。截至目前，中國代表團在跳傘項目上
收穫9金5銀。女子個人、女子團體兩項決賽爭奪，
將現代五項賽場的火藥味再升一級。主場作戰的中國
八一現代五項隊表現出眾，摘下其中的團體項目金
牌。

跆拳道賽場是日產生4枚金牌，在女子46公斤級
以下決賽中，中國選手伍嘉怡41：7大勝加拿大選
手，以絕對優勢稱霸擂台；男子58公斤級以下決
賽，梁育帥以兩分之差摘銀。乒乓球比賽當日繼續進
行，中國組合陳可/木子擊敗隊友劉曦/孫銘陽奪得女
雙冠軍；男雙方面，決賽中以4：1勝出的中國選手
樊振東/周雨站上最高領獎台，另一對中國組合周愷/
徐晨皓獲得亞軍。 ■中新社

正在香河國家足球訓練基地進行
第二階段集訓的女足國家隊，日前迎
來媒體開放日。雖然下着雨，但女足
姑娘們依然按原計劃完成了訓練。

當天下午下了不小的雨，但並沒
有阻礙中國女足訓練的步伐。女足姑
娘們在大雨中開始熱身並進行了一些
傳接配合練習。隨後雨勢漸小，教練
組安排大家進行了長達90分鐘的分組
對抗訓練，張馨、龐豐月、王霜和古
雅沙各自射入一球。

與第一階段相比，第二階段的參
訓名單有所調整，其中既包括前一階
段訓練中表現出色的球員，同時也有
一部分新徵召的球員。主教練賈秀全
說，由於軍運會抽調了一些隊員，所
以一些新人得到了本次集訓的機會。

“參加軍運會的隊員會很疲勞，

我們會給她們5天的休息時間。所以
參加本次集訓的隊員，接下來可能很
多人要打比賽。近一兩年來，她們和
歐洲球隊踢得不多，要給她們機
會。”

對於本次集訓的目標，賈秀全表
示主要是提高進攻效率，讓球更快地
運轉起來。“世界盃結束後我們進行
了總結反思，光靠速度而沒有更好地
與球結合，也不行。所以速度和球應
該更好地結合到一塊，要打出更好的
進攻轉換速度和球的轉換速度。”

對於18日公佈的奧運會女足預選
賽抽籤結果，賈秀全表示，沒有真正
的好籤，比賽都是靠自己打出來的。
“不管抽到誰，對我們來講，該是強
隊還是強隊。最重要的是我們自己，
別失去信心，別失去慾望。我們是一

個團隊，好的球員要更加融入到這個
球隊。”

根據計劃，中國女足將在10月30
日啟程赴重慶永川參加四國賽，之後
將在明年2月參加東京奧運會女足亞
洲區預選賽決賽階段的比賽。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浩然）法
國羽毛球公開賽於北京時間25日凌晨
上演多場次圈賽事，其中港將伍家朗
報卻8月泰國羽毛球公開賽決賽之
仇，以局數2：1擊敗中國台北選手周

天成晉級男單8強。
伍家朗在首局雖然早段表現不

俗，但仍以23：25先輸一局；到第二
局伍家朗收拾心情於尾段發力連取4
分，順利以21：17扳平局數。到決勝
局，周天成於中段領先，但伍家朗再
度於尾段發力，終以21：16再下一
城，晉級8強後對手為丹麥的安賽龍。

同日另一場受注目男單次圈賽事
為林丹對諶龍，兩位國家隊名將過去
13次交手，林丹取得9勝4負佳績，只
是諶龍在今次比賽發揮較佳，以直落

兩局21：15、21：16勝出。值得一提
的是，早前有消息指林丹將於福州賽
後退役，林丹對此就笑着作出回應：
“怎麼連我自己都沒有聽到這個消
息？”

同日其餘國家隊比賽戰果，黃宇
翔以直落兩局10：21、11：21不敵印
尼名將金廷；女單何冰嬌則以18：
21、21：10、22：20險勝印尼選手菲
特里安妮；混雙的鄭思維/黃雅瓊以直
落兩局21：18、21：12戰勝港隊組合
張德正/吳詠蓉。

香港文匯報訊 11月將會是一個
精彩的大型體育活動月！香港大型體
育活動事務委員會已向以下兩項將於
11月舉行的大型體育活動頒授“M”
品牌認可──“大新銀行呈獻─2019
世界海岸賽艇錦標賽”（11月1至3
日） 及“YONEX-SUNRISE二零一
九香港公開羽毛球錦標賽滙豐世界羽
聯世界巡迴賽超級500”（11月12至
17日）。

委員會主席郭志樑25日表示，上
述大型體育活動跟其他“M”品牌活

動一樣，能夠為香港這個城市增添姿
采和活力，有助吸引更多遊客到訪。

郭志樑說：“‘M’品牌活動展
示香港舉辦世界級體壇盛事的實力，
亦提升香港作為亞洲盛事之都的地
位。‘M’品牌活動既可吸引遊客訪
港，為香港帶來經濟效益，亦為香港
注入可持續的體育文化，同時增進市
民的自豪感和促進社會凝聚力。”

“M”品牌制度於2004年設立，
旨在協助香港體育總會舉辦更多大型
體育活動，並加以扶植，使有關活動

得以持續舉行。各類符合審批準則的
體育活動會獲委員會授予“M”品牌
認可，部分活動的主辦機構更會獲得
撥款資助。

破百指日可待破百指日可待 中國軍團中國軍團軍運會再攬軍運會再攬1414金金

女足集訓着重提高進攻效率

伍家朗晉法國羽賽八強

兩項活動獲“M”品牌認可

■司雅傑（右）、林珊領獎後慶祝。 新華社

■■木子木子（（右右）、）、陳可在比賽中陳可在比賽中。。 新華社新華社

■■伍家朗勇戰過伍家朗勇戰過
關關。。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世界海岸賽艇錦標賽獲世界海岸賽艇錦標賽獲““MM””品品
牌認可牌認可。。

■中國女足球員在訓練後慢跑。
新華社

第七屆世界軍人運動會日前繼續多線

作戰，中國代表團單日收穫14金，以88

金46銀21銅保持領跑，金牌數破百已不

是夢想。

尼高拉斯比比（N比
比）英國24日晚的歐霸盃
足球賽扮演超級後備，75
分鐘才登場的他連續兩記
罰球破網，幫助阿仙奴主
場反勝葡萄牙的甘馬雷斯

3：2。
阿仙奴開賽8分鐘遭馬卡斯艾活士射

破大門，儘管巴西小將馬天尼利32分鐘
頂入扳平，但客隊四分鐘後就由般奴杜
亞迪入球再次領先。下半場大部分時間
阿仙奴依舊不見起色，但最後階段突然
爆發。

今夏加盟“兵工廠”的科特迪瓦前
鋒尼高拉斯比比在80及92分鐘主射罰球
先後中鵠，挽回上周聯賽門前失機的顏
面，助阿仙奴反勝3：2力保F組3連勝。
“尼高拉斯（比比）是一名很好的球
員，我們完全信任他，”阿仙奴領隊艾
馬利說：“每名球員都要時間適應，他
這兩入球簡直完美，帶給我們值得拿到
的勝利。”

另一支英超球隊曼聯憑安東尼馬迪爾
射入12碼，小勝塞爾維亞的柏迪遜1：
0，這是“紅魔”今年3月以來的首場作
客勝仗，暫於歐霸盃L組以兩分優勢領
跑。

意甲羅馬作客被德甲慕遜加柏補時轟
入12碼逼和1：1，但慢鏡顯示羅馬後衛
基斯史摩寧被罰的手球實為誤判，歐霸卻
又要到決賽才有視像系統協助執法，冤枉
失分的羅馬於J組的榜首優勢減少。愛斯
賓奴作客贏盧多格德斯1：0，續領H組群
雄。 ■新華社／《天空體育》

兩罰球後上掃“雷”
N比比神奇救“兵”

■尼高拉斯比比(右)射入奠勝3：2的關
鍵一球。 美聯社

■安東尼馬迪爾(中)一錘定音。 法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志達）隨着
25日在季後賽西岸四強中以3：5不敵同
城對手FC洛杉磯，由於伊巴謙莫域（伊
巴）與洛杉磯銀河隊的合約本賽季結束
後便屆滿，這位瑞典神鋒很可能已完成
他在美職聯賽的最後一戰。

在洛杉磯銀河的兩年間，伊巴一共上
陣了56場比賽攻入了52球，今年38歲的
他2019年常規賽依然能交出30個入球的
驚人數據。隨着伊巴跟銀河隊的合約到
期，今場比賽很可能已是他在美職的告別
戰。伊巴賽後繼續其霸氣的風格，說道：
“（如果我留下），美職聯全世界人都會

好；如果我不
留下，那沒
有人會再
記得美職
聯了。”
盛傳伊巴
有可能重
回英超的曼
聯，而這位曾
効 力 祖 雲 達
斯、國際米蘭及AC米蘭的殺手，也有機
會回到意大利賽場，拿玻里盛傳是其下一
站。

伊巴：美職無我將被遺忘

■■伊巴很大機會已伊巴很大機會已
完成在美職聯的最完成在美職聯的最
後一戰後一戰。。 法新社法新社



廣 告 BB1212

4號出口

星期四
9：00AM

星期日
10：30AM

44號出口
送$10元或$12餐券

請注意：
新開11:00AM班車 送$5元或$10餐券

25號出口
送$5元或$10餐券

每週七天 天天開車
9：00AM, 11:00AM,
1:00PM, 4:00PM,
6:30PM, 8:30PM
11：00pm

二家賭場任選，兩小時一班車

星期一 ～ 星期日
8：30AM, 6:00PM,
8：00PM, 10:30PM

T07_GREATLAND COACH八達旅遊567C_16

713-777-9988

上車地點: Houston Trade Center -100 Sharpstown Center #108 Houston, TX 77036

離休斯頓最近的賭場
只需要1小時

每週七天
9:00(直班）

車費$15享用$25

星期日       2019年10月27日       Sunday, October 27, 2019

Relax

地址：4899 hwy 6 ste 210 C, Missouri city,Tx 77456
美國醫師助理認證委
員會執照認可
精通國,台,英語

服務項目：
◎皮膚病治療   ◎關節痛治療
◎身體年檢      ◎各種極慢性病治療
◎癌症防治
◎推出減價移民體檢
◎到家診治行動不便患者

接受：
medicare, medicaid, 
molina, ambetter,  
community health choice 
等大多數醫療保險。

吳沛桓
醫生助理

西南紀念家庭全科 皮膚
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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