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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開行復古地鐵列車受懷舊人士追捧紐約開行復古地鐵列車受懷舊人士追捧

壹名金發女郎在兩節復古地鐵車廂連接處壹名金發女郎在兩節復古地鐵車廂連接處，，人們紛紛拍攝難得壹見的場景人們紛紛拍攝難得壹見的場景。。
當日當日，，紐約大都會運輸署舉行假日懷舊地鐵之旅活動紐約大都會運輸署舉行假日懷舊地鐵之旅活動，，收藏在紐約交通博物館的收藏在紐約交通博物館的
2020世紀初的地鐵列車重新駛入曼哈頓地鐵系統世紀初的地鐵列車重新駛入曼哈頓地鐵系統，，使得乘客重溫上世紀初在曼哈使得乘客重溫上世紀初在曼哈
頓搭乘地鐵的情景頓搭乘地鐵的情景，，許多民眾身著懷舊服裝參加活動許多民眾身著懷舊服裝參加活動。。

英國建築工挖出英國建築工挖出9999枚千年古幣枚千年古幣
價值或達價值或達55萬英鎊萬英鎊

英國壹名建築工挖出英國壹名建築工挖出9999
枚盎格魯枚盎格魯--撒克遜時期的硬撒克遜時期的硬
幣幣，，經大英博物館鑒定這些經大英博物館鑒定這些
硬幣可以追溯到公元硬幣可以追溯到公元999999年年
。。如果被拍賣如果被拍賣，，價格可能高價格可能高
達達55萬英鎊萬英鎊。。唐唐··克勞利是克勞利是
壹名建築工人和敏銳的金屬壹名建築工人和敏銳的金屬
探測專家探測專家，，大英博物館檢查大英博物館檢查
了他挖出的這些硬幣了他挖出的這些硬幣，，確認確認
它們是公元它們是公元978978--10161016年英年英
國國王阿特爾雷德二世統治國國王阿特爾雷德二世統治
時期的銀便士時期的銀便士。。

法國哀悼法國哀悼
在馬裏遇難的在馬裏遇難的1313名法軍士兵名法軍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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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普全球評級首席經濟學家保羅·格林沃爾德

消費驅動中國經濟增長

“目前消費正在驅動中國經濟增長

，和我18年前第壹次來到中國的時候

大不壹樣了。進壹步講，中國的消費也

在驅動著全球經濟增長。”標普全球評

級（S&P Global Ratings）首席經濟學

家保羅· 格林沃爾德（Paul Gruenwald)

日前接受中國證券報記者專訪時表示。

中國走上健康增長軌跡
格林沃爾德第壹次來到中國是在

2001年。“18年過去了，其間中國的增

長十分迅速，經濟體量已不能同日而語

。那時候中國的經濟總量占到全球GDP

的2%-3%左右，現在規模僅次於美國，

是壹個非常成功的故事，發展程度更高

了，就像是變成了‘另壹個國家’”。

“多年前我在 IMF中國工作的時

候，有些人會擔心貿易順差過大和匯

率被低估，增長將會不平衡。但事實

證明，中國經濟的增長比過去更加平

衡了。”他說，“中國經濟的健康增

長不僅關乎中國自身利益，也符合全

球利益關切。”

“城市化進程加速是中國現代經濟

轉型的壹大驅動力”，他說，“我最喜

歡告訴大家的壹組數字就是，改革開放

之初中國城鎮人口比例僅為19%左右，

這意味著當時中國八成人口都居住在農

村地區；如今這個比例接近60%，並最

終會走到77.5%——這是很多發達國家

的水平。過去三四十年間，中國壹直在

推進城市化進程和城市的崛起擴張，以

及壹些結構性變革，估計未來十年仍將

繼續推進。這也是壹個中國經濟轉向的

過程。”

他還表示，目前消

費正在驅動中國經濟增

長，和 18年前大不壹

樣。中國的消費也在驅

動著全球經濟增長。

“投資過剩的領域如鋼

鐵行業需要隨著時間推

移而尋求再平衡。在從

出口導向型經濟轉向更

多依賴消費導向的經濟

方面，中國做得非常好

。”

根據標普公開發布的經濟概觀和預測

，2019年全球GDP普遍下行。格林沃

爾德指出，“中國仍將繼續驅動全球增

長”。與美國和歐盟等主要經濟體相比

，中國的GDP增速仍然領先。

“我不認為壹直保持6%以上的高

增長對中國是個健康的增速”，他說，

“如今工資增長已經超過GDP增長，

而GDP增長高於投資增長，經濟增長

的動力轉移到家庭層面，家庭消費支出

驅動了經濟增長。”

“中國人口峰值即將見頂，勞動力

人口在減少。此外，中國現在的債務規

模比以前大了很多，這限制了通過大量

借貸支持投資和資產支出的能力。從趨

勢上看，中國經濟放緩將是循序漸進的

，但這是個自然的過程，日本歷史上也

經歷過雙位數增長，但隨著經濟走向成

熟，增速就開始趨緩。”

他還對中國擴大開放的舉動表達了

期許。“對外開放給中國帶來了巨大好

處，下壹階段開放將更多是在金融領域

。在貿易方面，中國已經是壹個高度開

放的國家，但從金融領域來看，開放程

度則更低。”

美國衰退風險企穩
在格林沃爾德8月發表的壹篇報告

中，基於對金融市場關鍵指標的分析，

他指出美國經濟衰退的風險有所上升。

但在本次專訪中他表示，目前來看，美

國經濟衰退風險得以“穩住”，可能性

仍在30%左右，但並沒有進壹步加深。

美聯儲三次降息，支撐了居民消費。

“我們密切關註就業市場以及消費

者信心演變。過去兩個月，這兩方面表

現都不錯。目前家庭消費強勁暫時彌補

了制造業下滑。整體經濟形勢並未進壹

步惡化，就像我之前強調的，衰退的風

險已經穩住了。”

他表示，疲弱的制造業和強勁的家

庭消費的“結合體”並不是壹個長久穩

定的結構，未來可能朝著“好”和

“壞”兩個方向發展。“好”的情形

是，就業市場繼續保持強勁，這意味著

家庭消費也將繼續保持強勁，反過來支

撐制造業，即受到消費提振，工業產出

會更多；“壞”的情形是，制造業的疲

態持續，影響到就業市場並蔓延至家庭

消費領域，從而經濟進入放緩階段甚至

衰退。

從經濟周期角度來看，美國經濟衰

退基本上每十年出現壹次，目前美國經

濟的擴張期已經持續了十年多。根據美

國國家經濟研究局的報告，上壹次經濟

衰退是在2009年結束。因此目前理論

上處於“高危期”，但經濟擴張不會像

人類壹樣“暮年終老”，如果有政策和

市場支持，經濟擴張期可以持續很長壹

段時間。

值得註意的是，目前金融市場的壓

力也得以緩解，美股主要股指近期屢創

新高。格林沃爾德坦承自己不是股票方

面的專家，對於美股近期再次登上歷史

高位，表示需要“謹慎看待”。

他說，“如果妳觀察美股的位置，

是在歷史高位的；如果從企業業績來看

，市盈率（PE）則是在歷史平均水平

附近。傳達的信息就是，股市的高位更

多反映的是美國上市企業的強勁業績，

因此從這壹點看起來是合理的，而不是

有巨大泡沫。”被問及美國企業業績的

強勁態勢能否保持時，他回答：“這取

決於經濟走向何方。當經濟進入衰退階

段，企業業績增長通常會放緩。如果經

濟能夠繼續穩健增長，業績也會大致跟

隨這個軌跡。”

全球央行寬松政策支持增長
格林沃爾德表示，目前全球經濟發

展到了非常成熟的階段，若想保持增長

節奏，中國和美國是核心驅動力。中國

可稱為“最大驅動力”，貢獻世界經濟

增長的三分之壹的力量。

標普全球近期預測，全球經濟今年

經歷小低谷後，明年料將反彈，後年行

將持穩。具體到數字，標普全球預測

2019年全球經濟增速為3.3%，其中美

國為 2.3%，歐元區為 1.2%，中國為

6.2%，日本為0.9%，印度為6.3%，巴

西為0.8%；預測2020年全球經濟增速

為3.6%，其中美國為1.7%，歐元區為

1.1%，中國為5.8%，日本為0.2%，印

度為7.0%，巴西為2.0%；預測2021年

的全球經濟增速為3.6%，其中美國為

1.8%，歐元區為1.3%，中國為5.7%，

日本為 1.3%，印度為 7.1%，巴西為

2.2%。

他援引Markit數據指出，近期美國

和中國的制造業PMI都從50榮枯線附

近擡頭，雖然歐元區制造業PMI今年基

本都淪陷在50榮枯線以下，但近期也

出現好轉跡象。工業產出能否持穩好轉

有待觀察。

2018年，各主要經濟體央行還處於

加息的貨幣正常化周期。但今年以來，

面對疲弱的增長和低通脹，全球很多央

行紛紛訴諸“保險式”降息，積極落地

寬松政策。他認為，這些政策是對於經

濟有壹定支撐，寬松舉措在大多數國家

有效。

他表示，在美國的效果較明顯，美

聯儲三次降息，對刺激消費和家庭投資

起到了較好作用；中國財政政策方面予

以了較大支持，中國人民銀行也通過多

種舉措引導利率下行，對經濟增長起到

了提振作用。在壹些利率已經很低的國

家或地區——如歐洲已經步入負利率，

本來就沒有太多降息空間，這時候降息

就很難再帶來額外的提振作用，刺激經

濟則更依賴財政政策發揮效力。

對於亞洲經濟體未來的增長潛力，

他說將“取決於經濟體的特征”。韓國

、泰國等貿易主導的經濟體可能會更弱

壹些，這與全球供應鏈重塑和國際經貿

摩擦有關；很多內需導向型經濟體更具

發展空間，除了中國，印度及印度尼西

亞也具有較大潛力。

綜合報導 2025年新能源

汽車競爭力明顯提高，動力

電池、驅動電機、車載操作

系統取得關鍵突破，新能源

車銷售占比達 25%，智能網

聯車銷量占比 30%，高度自

動駕駛智能網聯汽車實現限

定區域和特定場景商用……

這是工信部12月 3日發布的

《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規劃

（2021-2035年）》（征求意

見稿）中描繪的新能源汽車

未來15年的發展藍圖。

該文件提出，將堅持電動

化、網聯化、智能化、共享化

發展方向，深入實施發展新能

源汽車的國家戰略，以融合創

新為重點，突破關鍵核心技術

，提升產業基礎能力，構建新

型產業生態，完善基礎設施體

系，優化產業發展環境，推動

我國新能源汽車產業高質量發

展，加快汽車強國建設。

文件還提出，要深化“三

縱三橫”研發布局，推動我國

新能源汽車產業技術進步。以

純電動汽車、插電式混合動力（含增程式）

汽車、燃料電池汽車為“三縱”，以動力電

池與管理系統、驅動電機與電力電子、網聯

化與智能化技術為“三橫”。開展先進模塊

化動力電池與燃料電池系統技術攻關，探索

新壹代車用電機驅動系統解決方案，加強智

能網聯汽車關鍵零部件及系統開發，突破計

算和控制基礎平臺等技術瓶頸，提升基礎關

鍵技術、先進基礎工藝、基礎核心零部件和

關鍵基礎材料等產業基礎能力。

此次正式發布的征求意見稿將2025年新

能源車銷量占比從20%上調至25%左右，並

且新增了大量的政策保障措施，內容包括完

善雙積分，建立與碳交易市場銜接機制；完

善新能源車購置稅等稅收優惠，優化分類交

通管理及金融、保險等支持措施等。

長江證券電新行業研究團隊認為，

規劃意見稿的發布代表了政策積極方向

。從明年來看，海外政策、車型雙周期

共振向上，供應鏈彈性顯著，國內邊際

改善明確。

征求意見稿還提出了要加快推動充換

電、加氫、信息通信與道路交通等基礎設

施建設，營造新能源汽車良好使用環境。

北京氫璞創能科技董事長歐陽洵接受記者

采訪時表示，整體來看，動力電池仍是主

流，但加氫基礎設施建設明確寫進了規劃

，對於氫能源汽車發展也將帶來利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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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44廣告

D03-FA_YiZhouMD周藝_16C_2467

7850 Parkwood Circle Dr, B6 Houston.TX 77036

（牛皮癬，慢性濕疹， 

老年性皮膚瘙癢和白癜風）。

 JIAXIN LU, M.D

Board Certified by AB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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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破臺灣政客的選舉花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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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2019 -12/8/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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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4 5 6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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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8/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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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5集

鞠萍姐姐講故事

健康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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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士頓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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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海峽兩岸

中國文化

治安對談 (重播) 休士頓論壇 (重播) 電影藏密

電視劇《金婚》 第26~30集 (重播)

檔案 (重播) 華人世界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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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5集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幸福帳單 (重播)

經典電影

綠水青山看中國

電影藏密 (重播)

Southern Television 15.3             2019年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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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南大咖談 

Chinese Class

22:30-23:00 養生堂五味草堂

光鹽健康園地 (直播) 治安對談 (直播)

光鹽健康園地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直播)

電視劇《金婚》 第26~30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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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       Tuesday, December 10,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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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傳媒美南傳媒••走進哈佛走進哈佛””
波士頓市議員埃德波士頓市議員埃德••弗林祝賀教育展弗林祝賀教育展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導】2019年12月5日，美國參議院埃迪•盧西奧（Eddie Lucio)參議員
在美墨邊境城市Harlingen為德克薩斯州著名華裔僑領、中華總商會會長孫鐵漢（Harry Sun) 頒發
榮耀德州人(Honorary Texan) 稱號，讚揚他在推動德克薩斯州的經濟發展和文化交流中所做出的突
出貢獻。

孫鐵漢於孫鐵漢於19711971 在德克薩斯州的南端在德克薩斯州的南端Rio Grande ValleyRio Grande Valley 開始做生意開始做生意，，擁有很多地產擁有很多地產，，家族擁有家族擁有
大型飯店近十家大型飯店近十家，， 也經營其它建築也經營其它建築、、水產水產、、養殖等項目養殖等項目，，更積極參與當地商會委員會和經濟開發更積極參與當地商會委員會和經濟開發
委員會的策化委員會的策化，，推動當地經濟開發推動當地經濟開發。。他代表德克薩斯州多次與臨近墨西哥州政府合作在太平洋邊他代表德克薩斯州多次與臨近墨西哥州政府合作在太平洋邊

際國家際國家 ，，為美墨邊境加工區馬奇拉多納招商為美墨邊境加工區馬奇拉多納招商，，也代表過德克薩斯州陪同美國棉花協會去日本協商也代表過德克薩斯州陪同美國棉花協會去日本協商
。。孫鐵漢為德克薩斯州招商引資孫鐵漢為德克薩斯州招商引資，，創造不少工作崗位創造不少工作崗位，，給當地居民帶來很多就業機會給當地居民帶來很多就業機會，，一直為德一直為德
克薩斯州做出很多突出貢獻克薩斯州做出很多突出貢獻。。

孫鐵漢也是美國陸軍步兵軍官退役軍人孫鐵漢也是美國陸軍步兵軍官退役軍人，， 美國軍團會員美國軍團會員，，這次由美國參議院德克薩斯州參議這次由美國參議院德克薩斯州參議
員埃迪員埃迪••盧西奧為感謝孫鐵漢的貢獻盧西奧為感謝孫鐵漢的貢獻，，特別在孫鐵漢來特別在孫鐵漢來Rio Grande ValleyRio Grande Valley 工作期間頒發榮耀德州工作期間頒發榮耀德州
人稱號人稱號，，並為孫鐵漢贈送在州政府懸掛過的德州州旗並為孫鐵漢贈送在州政府懸掛過的德州州旗，，給予鼓勵和致謝意給予鼓勵和致謝意！！

美國參議院埃迪美國參議院埃迪••盧西奧參議員為盧西奧參議員為
孫鐵漢頒發榮耀德州人稱號孫鐵漢頒發榮耀德州人稱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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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頓旅遊權威【全旅假
期】推出
亞洲團特別計畫
凡購買日本 6 天團, 韓國 6

天團,
台灣6/7天團, 泰國6天團,
新加坡馬來西亞6天團
即可享有買一送一優惠

（本報記者秦鴻鈞）一項由
德州觀音堂文化中心主辦的 「免
費素食午餐會」 將於本周六（12
月14日）上午11時半至下午2時
半，在德州休斯頓觀音堂舉行。
內容包括：免費素食午餐，佛學
交流，圖騰視頻欣賞，佛友學佛
心得分享及免費禮品贈送等。
德州休斯頓觀音堂表示：無論您
婚姻不順、孩子叛逆、懷才不遇
、事業不順、或是您和您的家人

健康出了問題，如果您很孤立無
助、很無奈需要幫助，嘗試了其
他方法，都沒有任何效果，請記
得您還可以通過 「許愿 、念經
、放生 」 來解決困擾您多年的問
題 ! 想了解更多，請聯繫觀音堂
的義工為您帶來打開心靈之鎖的
鑰匙，也許這是改變您一生命運
的絕佳機會 !

觀音堂所有經書學習資料免
費結緣。

德州休斯頓觀音堂，免費入
場，品嘗健康素食，暢談佛法精
華。觀音堂每周一至周日，上午
十時至下午四時開放。觀音堂地
址： 10161 Harwin Dr. Suite 100,
Houston TX 77036, 預訂電話：
832-736-1897 。 您 可 上 You
Tube 搜索“ 精彩圖騰視頻 ”。

德州休斯頓觀音德州休斯頓觀音
堂文化中心堂文化中心

本周六舉行免費本周六舉行免費
素食午餐會素食午餐會

買一送一買一送一！！亞洲遊特價亞洲遊特價!! 日本日本66天天，，韓國韓國66天天，，臺灣旅遊臺灣旅遊66//77天天，，
泰國泰國66天天,, 新加坡馬來西亞新加坡馬來西亞66天天!! 全部買一送一全部買一送一！！((不含機票不含機票））

（本報記者秦鴻鈞）一項由
德州觀音堂文化中心主辦的 「免
費素食午餐會」 將於本周六（12
月14日）上午11時半至下午2時
半，在德州休斯頓觀音堂舉行。
內容包括：免費素食午餐，佛學
交流，圖騰視頻欣賞，佛友學佛
心得分享及免費禮品贈送等。
德州休斯頓觀音堂表示：無論您
婚姻不順、孩子叛逆、懷才不遇
、事業不順、或是您和您的家人

健康出了問題，如果您很孤立無
助、很無奈需要幫助，嘗試了其
他方法，都沒有任何效果，請記
得您還可以通過 「許愿 、念經
、放生 」 來解決困擾您多年的問
題 ! 想了解更多，請聯繫觀音堂
的義工為您帶來打開心靈之鎖的
鑰匙，也許這是改變您一生命運
的絕佳機會 !

觀音堂所有經書學習資料免
費結緣。

德州休斯頓觀音堂，免費入
場，品嘗健康素食，暢談佛法精
華。觀音堂每周一至周日，上午
十時至下午四時開放。觀音堂地
址： 10161 Harwin Dr. Suite 100,
Houston TX 77036, 預訂電話：
832-736-1897 。 您 可 上 You
Tube 搜索“ 精彩圖騰視頻 ”。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希望之音癌友關懷聖誕音樂饗宴希望之音癌友關懷聖誕音樂饗宴

希望之音癌友關懷聖誕音樂饗宴在希望之音癌友關懷聖誕音樂饗宴在CrowCrow
PlazaPlaza舉行有近百位癌友及親屬參加舉行有近百位癌友及親屬參加

陳啓宗長老以其夫人犯癌陳啓宗長老以其夫人犯癌,,治療治療,,
全愈的心歷路程並以祝禱終結希全愈的心歷路程並以祝禱終結希
望之音癌友關懷聖誕音樂饗宴望之音癌友關懷聖誕音樂饗宴

1212月月77日希望之音癌友關懷合唱團指揮沈炳輝日希望之音癌友關懷合唱團指揮沈炳輝 希望之音癌友關懷合唱團希望之音癌友關懷合唱團,,指揮沈炳輝指揮沈炳輝,,鋼琴鋼琴
林以真演唱祂名稱為奇妙林以真演唱祂名稱為奇妙,,耶穌恩友耶穌恩友

沈廖惠美主持癌友關懷希望之音聖誕沈廖惠美主持癌友關懷希望之音聖誕
音樂饗宴音樂饗宴,,其宗旨是以集結愛心其宗旨是以集結愛心,,激發信激發信

心心,,燃昇抗癌生命的希望燃昇抗癌生命的希望

陳佩雲見証陳佩雲見証""生命的禮讚生命的禮讚",",
朱葳葳翻譯朱葳葳翻譯

希望之音癌友關懷合唱團希望之音癌友關懷合唱團,,指揮焦紅指揮焦紅,,鋼琴林以真演唱眼光鋼琴林以真演唱眼光,,主的平安主的平安

希望之音癌友關懷聖誕音樂饗希望之音癌友關懷聖誕音樂饗
宴主講人劉文利醫師癌症講座宴主講人劉文利醫師癌症講座

[[整合醫學講學簡介整合醫學講學簡介]]

王連瑞見證王連瑞見證""抗癌心聲抗癌心聲""女高音馬筱華獨唱女高音馬筱華獨唱"The Lord's Prayer","The Lord's Prayer", 蕭泰蕭泰
然作曲的主啊然作曲的主啊!!我情願我情願,,鋼琴伴奏林以真鋼琴伴奏林以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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