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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得腿軟看得腿軟！！
勇者在法國挑戰高空走繩驚險刺激勇者在法國挑戰高空走繩驚險刺激

世界最矮雄馬世界最矮雄馬！！
波蘭雄馬小短腿獲吉尼斯認證波蘭雄馬小短腿獲吉尼斯認證

波蘭羅茲波蘭羅茲，，當地壹家養馬場向媒體當地壹家養馬場向媒體
展示壹只微型阿帕盧薩馬展示壹只微型阿帕盧薩馬，，這只雄性馬這只雄性馬
從馬蹄到肩胛骨只有從馬蹄到肩胛骨只有5656..77厘米厘米，，被吉尼被吉尼
斯世界紀錄認證為全世界最矮的雄馬斯世界紀錄認證為全世界最矮的雄馬。。

西班牙舉辦國際狗展西班牙舉辦國際狗展 各路汪星人實力賣萌各路汪星人實力賣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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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裏巴巴市值超越騰訊控股
成為港股第壹大市值公司

成立二十年後，阿裏巴巴重返港股

上市。11月26日，阿裏巴巴掛牌港交所

，在主板正式上市交易，股票代碼為

“9988”。阿裏巴巴-SW開盤價為187港

元，較發行價176港元上漲6.25%。11月

26日港股收盤，阿裏巴巴-SW股價鎖定

在187.7港元，當日漲幅6.65%。當日換

手率為0.34%，成交量為7275萬股，總

市值為40143億港元。

以此計算，阿裏巴巴市值超越騰訊

控股，成為港股第壹大市值公司。

根據招股書披露，阿裏巴巴此次發行5

億股新股，另有7500萬股超額認購權，按照

176港元的定價，阿裏巴巴最多在港集資

1012億港元（約合130億美元）。

當日，阿裏巴巴創辦人馬雲未出席

上市儀式，由該公司董事局主席兼首席

執行官張勇、副主席蔡崇信主持敲鑼儀

式，後由10位阿裏巴巴經濟體全球生態

合作夥伴敲響了上市鑼。

港交所總裁李小加對媒體表示，現

在整個港股的流通性已經有很大改變，

並且會越來越活躍，阿裏巴巴的回歸，

特別是新經濟龍頭的回歸，加上騰訊，

壹定會為香港的資本市場增添色彩，阿

裏巴巴這麼大的公司，有壹天應該能夠

通過港股通來買賣。

對於阿裏巴巴是否會回歸A股，張

勇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香港是壹個

新起點，但絕對不是終點。

張勇：阿裏成立二十年，回家，回
香港上市

此前阿裏巴巴曾承諾“如果條件允

許，香港，我們壹定會回來。”如今，

阿裏巴巴順利重返港股。敲響上市鑼之

前，張勇發表致辭。他談道，今年是阿

裏巴巴成立20周年，迎來了壹個重要裏

程碑，“就是回家，回香港上市”。

2007年10月23日，港交所披露阿裏

巴巴提交的招股書，其當時以中國領先

的B2B電子商務公司在港交所申請上市

。作為運營附屬公司阿裏巴巴中國成立

於1999年9月，其主要經營B2B業務。

然而，阿裏巴巴在港股上市後股價壹路

暴跌。上市後在觸及41.8港元的高位後

壹落千丈，2008年10月，跌至3.46港元

。這背後壹方面是美國次貸危機導致全

球性金融危機，另壹方面是市場認為其

面向B端業務要不斷供血虧損的面向C

端的業務。

2012年2月21日，阿裏巴巴披露全

年業績的後兩個小時，首次發布了和私

有化有關的公告。如今看來，阿裏巴巴

港股退市的主要原因包括，2011年開始

阿裏巴巴將業務重點從增加會員數轉移

到提升買家在阿裏網上交易平臺上的使

用體驗，另壹方面去雅虎化更有利於阿

裏進行自身的戰略規劃。

在港股上市期間，張勇推出了“雙

11”的概念，這成為日後線上交易開始

拉動中國內需的主要標誌，並且開始全

面倒逼傳統零售業態升級；阿裏雲業務

誕生，其不僅為阿裏各項業務提供基礎

設施和技術架構，而且開始通過對外提

供雲計算服務。

王者歸來：早非當年港股阿裏
這次回歸時，阿裏已非當年港股阿

裏。由於當年在港上市資產與這次不同

，其當年從港股退市前的 2010財年和

2011 財年的營收分別為 55.57 億元和

64.16億元。

B2B業務退市後壹個月，阿裏巴巴

隨即宣布將子公司業務升級為淘寶網等

七個事業部，以數據為核心的多元化大

生態正在形成。當時馬雲通過郵件稱，

我們需要加速推進OneCompany的目標，

實現真正的開放、協同和分享機制。全

面提升集團對企業用戶和消費者的服務

能力，並最終促進壹個開放、協同、繁

榮的電子商務生態系統。

2013年，阿裏巴巴曾嘗試在港股整

體上市，但當時港交所尚不接納有不同

投票權架構的公司上市，所以阿裏巴巴

只得轉道美股。2014年5月6日，美國證

券交易委員會（以下簡稱“SEC”）首

次披露了阿裏巴巴集團遞交的招股書文

件。該招股書顯示，阿裏巴巴集團已將

自身定義為全球最大的在線和移動商務

公司。

這壹次招股書披露時，阿裏巴巴

2014財年的營收已達525.04億元人民幣

，與2013財年相比增長52.1%，而上市

後的2015財年，其營收為762.04億元人

民幣，增長45.1%。

在港股退市後和美股上市前期，阿

裏巴巴完成了壹系列的自建和收購，這些

業務組成了今天阿裏巴巴的數字經濟體的

絕大部分內容，由國際和中國交易七三開

，演變為核心商務、雲計算、數字媒體和

娛樂以及創新業務組成的新版圖。

2019 年 11 月公布的截至 9月底的

2020財年第二季度業績顯示，該季度營

收為1190.17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40%

。其中，核心商業收入占比為85%，雲

計算占比為8%，數字媒體和娛樂占比為

6%，創新業務和其他占比為1%。

此時，以集團整體再次掛牌港交所，

阿裏巴巴已經變成壹個完整的經濟體。在

敲鑼現場，阿裏巴巴展示了其經濟體的豐

富度。張勇表示，創業之初的使命是讓天

下沒有難做的生意，而因數字經濟的發展

，接下來阿裏巴巴會用數字技術幫助客戶

和合作夥伴，共同走向數字經濟時代。

阿裏離開港股七年布局兇猛
11月26日，掛牌交易開市後，阿裏

巴巴股價飆升，市值直超4萬億港元，

此舉也超越了騰訊控股，成為港股市值

第壹的公司。騰訊控股當日開盤小幅上

漲後，股價即開始下挫，截至收盤，股

價已下跌0.94%，市值約為32100億港元。

過去幾年，阿裏巴巴和騰訊的業務

皆不斷擴大，對用戶的爭奪早已白熱化

。最新財報顯示，阿裏巴巴中國零售市

場移動月活躍用戶為7.85億，而騰訊QQ

月活躍用戶為6.534億，微信及WeChat

合並月活躍用戶為11.51億。隨著人口紅

利見頂，賽道布局顯得尤為重要。阿裏

巴巴離開港股的這七年，恰恰是其布局

最為兇猛的階段。

2012年11月，馬雲、張勇、童文紅

以及集團置業部掀起了壹場頭腦風暴。

童文紅是當時集團置業部的負責人，負

責拿地、建倉庫。銀泰的沈國軍和陳曉

東也參與了討論。2013年5月，最終菜

鳥網絡成立，阿裏巴巴期望和合作夥伴

打造智慧物流骨幹網，並成為打通線上

線下的關鍵。菜鳥曾被視為阿裏第三大

業務板塊。

2014年，螞蟻金服成立，這標誌著阿

裏巴巴金融生態閉環完成，不再只是單壹

的第三方擔保業務，而是包括移動支付、

個人信貸、基金管理、征信、保險等多個

業務的綜合體。2016年，新零售孕育而生

，盒馬鮮生開始打造線上線下消費閉環，

成為阿裏巴巴自營模式的試驗田。

硬幣的另壹面是：阿裏巴巴通過多

筆先投資後並購的模式，快速圈地。

2014年2月，阿裏巴巴以11億美元收購

高德剩余股份，後者成為其全資子公司

，並且將與阿裏巴巴共建大數據服務體

系，以及卡位防禦騰訊和百度的挑戰，

此時O2O戰火正濃。同年6月，阿裏收

購UC優視，組建移動事業群，整合多

項移動業務。

2015年，阿裏巴巴對優酷土豆提出

了全面收購計劃，該交易最終在2016年

完成。在這之前，2014年，阿裏巴巴已

經將香港上市的文化中國傳播集團收購

，更名為阿裏影業。阿裏影業、優酷土

豆以及2013年阿裏收購的蝦米網等業務

組建了現在的大文娛體系。2018年，阿

裏巴巴收購了餓了麼、復活口碑網，切

入本地生活服務。

2019年11月13日，港交所披露阿裏

巴巴集團提交的聆訊後資料。在這份資

料中，關於近期發展，阿裏巴巴集團列

舉了四項交易，分別是：9月，以18.25

億美元收購進口電商平臺考拉；同月，

獲得螞蟻金服新發行的33%股份，終止

利潤分成安排；10月，與螞蟻金服以67

億元人民幣購入美年大健康新增及現有

股份；11月，以33.25億元人民幣，認購

菜鳥網絡新發行普通股和購買壹名現有

股東若幹股權，使得其股權提升至63%

。

除此之外，阿裏巴巴開拓下沈市場，

東信證券研報稱，這是互聯網行業最後

的流量紅利，淘系電商“造節”加速滲

透，同時戰略性轉向聚劃算，對消費者

和商家同時賦能；還不斷加碼阿裏雲，

作為互聯網下半場的主戰場，截至2019

財年，阿裏雲共擁有140多萬付費客戶

，覆蓋約50%的“財富”排名中國500強

公司以及壹半以上的中國A股公司。

與七年前相比，重返香港的阿裏巴巴

已經是壹個全新的阿裏巴巴。因此與目前

的市值相比，多家券商給出了阿裏巴巴更

高的估值。天風證券認為，阿裏巴巴的合

理市值為5500億美元，仍有超過10%的增

長空間。不過，2019年4月，騰訊股價盤

中回歸400港元，市值曾壹度超過阿裏巴

巴。過去幾年時間裏，兩家位置已有多次

變換，分析人士認為，兩家公司未來或在

此消彼長之間，共同做大市值。

阿裏巴巴和騰訊競爭的下壹階段已

經開始。有分析師表示，阿裏二次赴港

上市，核心訴求仍然是增加融資。雖然

從目前看，阿裏巴巴並不缺錢，但阿裏

增加融資之後有可能加大並購力度。阿

裏早已不再把目光限定在電商和零售領

域，回歸港股上市將是阿裏帝國與騰訊

帝國新壹輪圈地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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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50 Parkwood Circle Dr, Houston.TX 77036

（牛皮癬，慢性濕疹， 

老年性皮膚瘙癢和白癜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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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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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文 “三個改變” 誰相信？

播出時間：
首播時間：週一至週五晚上9點30分，重播時間：次日早晨8:00。 ▲ 節目截圖

《海峽兩岸》精彩
節目介紹

11/25/2019 -12/1/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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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26 27 28 29 30 1-Dec

00:00-00:30 遊走美國 (重播)

00:30-01:00 養生堂 (重播) 

01:00-01:30 中華民族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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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夏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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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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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視台保留變更節目權利，以實際播出為準。 Updated as: 11/21/2019

美南大咖談 

Chinese Class

22:30-23:00 養生堂五味草堂

中華情 治安對談 (直播)

中華情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直播)

電視劇《金婚》 第21~25集

經典電影

綠水青山看中國

電影藏密 (重播)

Southern Television 15.3             2019年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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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綠水青山看中國 (重播)

大魔術師 (重播)

開門大吉 (重播)

今日關注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美南大咖談 

武林風 (重播)

電視劇《中國往事》 第6~10集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海峽兩岸

中國文化

治安對談 (重播) 科技與生活 (重播) 電影藏密

電視劇《金婚》 第21~25集 (重播)

檔案 (重播) 華人世界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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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南大咖談

海峽兩岸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檔案

中國輿論場 (重播)

大魔術師

幸福帳單

華人世界 

先鋒人物 (重播)

武林風

檔案 (重播)

開門大吉

央視國際新聞

中國輿論場

中國文藝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中華醫藥 (重播)

電視劇《中國往事》 第6~10集

快樂精靈

健康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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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日       Tuesday, December 3,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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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導】由中關村東昇科技園承辦的2019 年V2V峰會暨第七屆“東昇杯”
國際創業大會於2019年11月23日在美國芝加哥西北大學商學院成功召開，該峰會的主旨是幫助美
國創新企業的快速發展和創新產品的大規模市場化。

““東昇杯東昇杯””國際創業大會於國際創業大會於20132013年啟動年啟動，，累計吸引國內外創業項目累計吸引國內外創業項目50005000餘個餘個，，重點跟進孵化重點跟進孵化
300300餘個項目餘個項目。。 20192019年年，，大賽結合中關村自有孵化器大賽結合中關村自有孵化器、、投資機構投資機構，，邀請創業導師和企業家提供專邀請創業導師和企業家提供專
業指導與分享業指導與分享，，並充分發揮中關村產業核心區優勢並充分發揮中關村產業核心區優勢。。項目招募範圍涵蓋人工智能項目招募範圍涵蓋人工智能//智能製造智能製造、、新能新能
源源//節能環保節能環保、、新材料新材料、、文化創意文化創意、、互聯網互聯網++、、健康醫療等科技創新領域健康醫療等科技創新領域，，形成項目招募形成項目招募--各賽區各賽區
初賽初賽--各賽區復賽各賽區復賽--全球半決賽全球半決賽--全球總決賽的賽事體系全球總決賽的賽事體系。。

20192019年得到投資方年得到投資方、、知名院校教授知名院校教授、、以及行業產業界專家的支持和關注以及行業產業界專家的支持和關注，，從近從近160160個創業項個創業項
目中優選出的來自全球不同領域的目中優選出的來自全球不同領域的1313個優秀項目與投資方見面個優秀項目與投資方見面，，這些項目更是吸引到芝加哥本地這些項目更是吸引到芝加哥本地
和周邊和周邊1010多位美國本土投資人來到現場與創業者熱烈交流多位美國本土投資人來到現場與創業者熱烈交流。。

東昇宏泰東昇宏泰（（北京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作為本次大會的承辦單位科技有限公司作為本次大會的承辦單位，，邀請到中國駐芝加哥領館總領事邀請到中國駐芝加哥領館總領事
趙建出席開幕儀式並致辭趙建出席開幕儀式並致辭。。

美國喬治美國喬治••布什美中關係基金會創始人和董事會主席尼爾布什美中關係基金會創始人和董事會主席尼爾••布什布什（（Neil BushNeil Bush））在主題演講中在主題演講中

，，強調在中美經貿交流上強調在中美經貿交流上，，雙方需要通過深入的對話來解決雙方的爭端雙方需要通過深入的對話來解決雙方的爭端；；在中美科技交流上在中美科技交流上，，
VV22VV峰會為中美兩國企業的科技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峰會為中美兩國企業的科技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也希望能幫助參會的美國科技創新公司也希望能幫助參會的美國科技創新公司
更好地開發中國市場更好地開發中國市場。。

西北大學西北大學SONICSONIC研究組主任研究組主任Noshir ContractorNoshir Contractor教授在主題演講中教授在主題演講中，，講解了社交網絡最新科研講解了社交網絡最新科研
成果在人力資源部門的實際應用成果在人力資源部門的實際應用，，強調人工智能等高新技術在人力資源領域有廣泛的應用前景強調人工智能等高新技術在人力資源領域有廣泛的應用前景。。

接下來接下來，，十三個現場路演了自己科技創新項目十三個現場路演了自己科技創新項目，， 八位專家評委給予了精彩的專業評論八位專家評委給予了精彩的專業評論。。往年往年
的參賽者的參賽者FlyGlobosFlyGlobos總裁總裁Miguel CaraMiguel Cara與大家分享了經驗與大家分享了經驗。。 CaraCara講中國不僅市場最大講中國不僅市場最大，，發展最快發展最快，，
而且在知識產權的保護上也做的越來越好而且在知識產權的保護上也做的越來越好，，在中國大有作為在中國大有作為。。

經過專家的甄選經過專家的甄選，，最後最後KinApticKinAptic、、CytonusCytonus、、Dynamic LightsDynamic Lights三個項目脫穎而出三個項目脫穎而出。。
活動的主辦方中關村東昇科技園今年在全球徵集了活動的主辦方中關村東昇科技園今年在全球徵集了10001000多個創新創業項目多個創新創業項目。。中關村東昇科技中關村東昇科技

園力爭成為全球創新創業人才和資源的聚集地園力爭成為全球創新創業人才和資源的聚集地，， 促進創業企業的快速發展和創新產品的改進促進創業企業的快速發展和創新產品的改進，，為為
創新與資本的互動和匹配提供平台創新與資本的互動和匹配提供平台。。

20192019年年VV22VV峰會暨第七屆東昇杯國際創業大會完美閉幕後峰會暨第七屆東昇杯國際創業大會完美閉幕後，，創業者們繼續努力前行創業者們繼續努力前行，，上台階上台階
，，在科技創新上取得更大的成功在科技創新上取得更大的成功。。

20192019年年VV22VV峰會暨第七屆峰會暨第七屆““東昇杯東昇杯””
國際創業大會在芝加哥西北大學舉行國際創業大會在芝加哥西北大學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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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11月28日是今
年美國的傳統節日感恩節。博
愛管理層考慮到我們中心的多
數長輩都是住公寓。有些長輩
子女不在身邊，於是團隊成員
放棄休息及家人團聚的機會，
在感恩節這天照常營業，並且
組織了一些額外的活動，陪伴
中心的長輩們一起熱熱鬧鬧、
開開心心地度過佳節。感恩節
當天，長輩們一早來到中心，

博愛中心員工就熱情地給每位
長輩圍上一條漂亮圍巾，把博
愛的溫暖直接送到老人心坎上
，並且在節日期間，中心的夥
食也適當做了一些改變 。早餐
新添了烤紅薯，咖喱酥皮牛肉
餃，南瓜粥，五香花生。當天
的午餐是傳統感恩節大餐-熏火
雞，另外還有老人愛吃的土豆
泥，幹煸四季豆，輔食另有牛
油小餐包，甜點是蔓越莓核桃

紅薯派，還有一碗熱氣騰騰的
桂花酒釀圓宵湯。水果是大鴨
梨。那天來博愛的很多中外會
員都看到博愛員工這麽努力辛
苦地為他們服務及中心這個大
家庭濃濃的節日氣氛，都非常
感動。博愛深知要想做好老人
服務中心，首先要有一顆真正
愛老人的心。整個團隊上下正
在朝著這個方向大踏步努力。

博愛老年活動中心感恩節記實博愛老年活動中心感恩節記實

博愛舞蹈隊在王老師帶領下為博愛中心活動錦上添花博愛舞蹈隊在王老師帶領下為博愛中心活動錦上添花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李李 中中 原原 （（ Daniel Lee )Daniel Lee )律律 師爭取民主黨福師爭取民主黨福
遍遍 縣縣 505505家庭法家庭法 官提名官提名

李李 中中 原原 （（ Daniel Lee )Daniel Lee )律律 師爭取民主黨福師爭取民主黨福 遍遍
縣縣 505505家庭法家庭法 官提名官提名,,福遍縣民福遍縣民 主黨主席主黨主席

Cynthia GinyardCynthia Ginyard出席力挺出席力挺,,李李 中中 原父親李慶民參原父親李慶民參
與盛會與盛會

李李 中中 原原 （（ Daniel Lee )Daniel Lee )律律 師和支持者合影師和支持者合影

競選經理競選經理Vanessa VillagomezVanessa Villagomez 正式介紹侯選人正式介紹侯選人
李李 中中 原原 （（ Daniel Lee )Daniel Lee )律律 師給與會人士師給與會人士

李李 中中 原原 （（ Daniel Lee )Daniel Lee )律律 師於師於1111月月2424日在日在
Braman WineryBraman Winery的的Barrel RoomBarrel Room舉行爭取民主黨舉行爭取民主黨

福遍福遍 縣縣 505505家庭法家庭法 官提名誓師大會官提名誓師大會

李李 中中 原原 （（ Daniel Lee )Daniel Lee )律律 師師,,競選經理競選經理
Vanessa Villagomez ,Vanessa Villagomez ,爭取民主黨福爭取民主黨福 遍縣民事遍縣民事

檢察官檢察官Sonita Rash,Sonita Rash,福遍縣民福遍縣民 主黨主席主黨主席
Cynthia GinyardCynthia Ginyard及及Oto CantuOto Cantu博士和大家見面博士和大家見面

不同族裔人士出席李不同族裔人士出席李 中中 原原 （（
Daniel Lee )Daniel Lee )律律 師爭取民主黨福師爭取民主黨福

遍遍 縣縣 505505家庭法家庭法 官活動官活動

李李 中中 原原 （（ Daniel Lee )Daniel Lee )律律 師與支持師與支持
者相互交流者相互交流

李李 中中 原原 （（ Daniel Lee )Daniel Lee )律律 師與支持者互動師與支持者互動

劉妍與好友支持李劉妍與好友支持李 中中 原原 （（ DanielDaniel
Lee )Lee )律律 師出馬競選法官合影師出馬競選法官合影

支持李支持李 中中 原原 （（ Daniel Lee )Daniel Lee )律律 師出馬競師出馬競
選法官人士選法官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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