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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威尼斯再迎洪峰意大利威尼斯再迎洪峰 聖馬可廣場水深過膝聖馬可廣場水深過膝

意大利威尼斯的聖馬克廣意大利威尼斯的聖馬克廣
場場，，壹名男子扛著行李箱在水壹名男子扛著行李箱在水
中跋涉中跋涉。。據報道據報道，，意大利水城意大利水城
威尼斯市政府發布消息稱威尼斯市政府發布消息稱，，該該
市市2323日的新洪峰將達到日的新洪峰將達到150150
厘米厘米，，警戒線水位為警戒線水位為130130厘米厘米
。。據悉據悉，，威尼斯繼續遭受自威尼斯繼續遭受自
1111月開始的嚴重洪災月開始的嚴重洪災。。1111月月
1313日日，，最高水位峰值幾乎達最高水位峰值幾乎達
到到190190厘米厘米，，創下半個世紀以創下半個世紀以
來的新紀錄來的新紀錄。。據政府統計據政府統計，，洪洪
水給城市造成的損失約水給城市造成的損失約1010億億
歐元歐元。。

暖心暖心！！澳大利亞山火持續肆虐澳大利亞山火持續肆虐
消防員給幹渴的考拉餵水喝消防員給幹渴的考拉餵水喝

澳洲壹位消防員被拍到正在給幹渴的考拉餵水喝澳洲壹位消防員被拍到正在給幹渴的考拉餵水喝
。。據了解據了解，，目前肆虐澳大利亞的山火已經持續目前肆虐澳大利亞的山火已經持續33個多個多
月月，，造成至少造成至少99人死亡人死亡，，超過超過800800座房屋被損毀座房屋被損毀，，
300300多萬公頃土地被燒焦多萬公頃土地被燒焦。。多地出現超多地出現超4040度的高溫度的高溫
酷暑天氣酷暑天氣，，許多考拉耐不住幹渴許多考拉耐不住幹渴，，消防員救火時會遇消防員救火時會遇
上考拉求助上考拉求助。。

內蒙古滿洲裏舉辦內蒙古滿洲裏舉辦
第第1616屆中俄蒙美麗使者國際大賽屆中俄蒙美麗使者國際大賽

來自中來自中、、蒙蒙、、俄三國的俄三國的
佳麗分獲大賽冠佳麗分獲大賽冠、、亞亞、、季軍季軍
。。當晚當晚，，中國中國··滿洲裏中俄滿洲裏中俄
蒙美麗使者國際大賽在內蒙蒙美麗使者國際大賽在內蒙
古自治區滿洲裏市舉辦古自治區滿洲裏市舉辦，，中中
俄蒙三國的俄蒙三國的3636名選手在長名選手在長
達兩個小時的精彩角逐中達兩個小時的精彩角逐中，，
分別進行了民族服裝展示分別進行了民族服裝展示、、
泳裝展示泳裝展示、、晚裝展示等晚裝展示等。。最最
終終，，2222歲的中國選手臧西歲的中國選手臧西
坡斬獲冠軍坡斬獲冠軍，，蒙古國選手蒙古國選手
其其··阿奴金獲得亞軍阿奴金獲得亞軍，，俄羅俄羅
斯選手戈蘿維納斯選手戈蘿維納··亞歷山大亞歷山大
獲得季軍獲得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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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貿易低迷不振
來年機遇挑戰並存

2019年世界經濟持續下行，貿易

緊張局勢加劇，下行壓力和消極因素

交織，全球貿易陷入疲軟態勢。在單

邊主義和保護主義擡頭、貿易摩擦升

級、英國脫歐不確定性凸顯、非關稅

措施激增、大宗商品依賴度加重、數

字經濟發展不均衡、地緣政治局勢緊

張、氣候危機迫近和世界貿易組織陷

入改革紛爭等復雜多變的形勢下，國

際貿易負重前行，但來年或將迎來曙

光。

貿易增長顯著放緩
世貿組織報告顯示，與全球貿易

現狀和趨勢密切相關的諸多指標在

2019年均出現下降，顯示全球貿易大

幅放緩且增長乏力，各地區及不同發

展水平的國家進出口均有所下降，全

球貿易總體呈疲弱狀態。

世貿組織最新貨物貿易晴雨表讀

數為95.7，已連續4個季度低於趨勢水

平(100)。該讀數全部6個分項指數即

國際航空貨運指數、汽車產銷指數、

農業原材料指數、出口訂單指數、電

子元件指數和集裝箱港口吞吐量指數

，均低於趨勢水平，部分指數接近或

超過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最低水平。

此外，全球出口訂單指數亦低於趨勢

水平，降至2012年10月份以來最低水

平。在服務貿易方面，全球服務貿易

大多數分項指數均出現下跌，顯示服

務貿易面臨強勁阻力並暫失增長動力

。綜合來看，貨物貿易晴雨表讀數整

體下跌及全球貿易增長放緩，主因是

貿易緊張局勢加劇，但也反映了各國

經濟特有周期性、結構性因素及發達

經濟體貨幣政策轉變。

聯合國貿發會議報告顯示，2019

年全球貿易呈停滯態勢。繼 2018 年

9.7%大幅增長，2019年全球商品貿易

預計下降2.4%，至19萬億美元；服務

貿易預計增長2.7%，至6萬億美元，較

2018年 7.7%的增幅大幅減速。大宗商

品需求及價格在2019年初開始大幅下

跌。自2018年迄今，全球海上運輸失

去增長動力，海運貿易量僅增長2.7%

，遠低於2017年的4.7%，港口集裝箱

運輸量增長4.7%，同比下降兩個百分

點。簡言之，2019年全球經貿各項指

標均顯示貿易增長放緩。

諸多因素拉低走勢
全球貿易遭受重挫，主要是受到

諸多因素困擾。

美國挑起貿易戰拖累全球貿易。

美國置多年來行之有效的多邊貿易爭

端解決機制於不顧，動輒威脅或使用

加征關稅和貿易懲罰措施，人為制造

並加劇貿易緊張局勢，導致全球貿易

大幅放緩。

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勢頭削弱

多邊貿易體制。美國退出或威脅退

出壹些國際條約和國際組織，或從

中設置障礙，打擊多邊貿易；雙邊

和區域貿易安排增多，客觀上削弱

了多邊貿易體制的全球作用；美國

阻撓啟動世貿組織上訴機構成員遴

選程序，嚴重破壞國際貿易爭端解

決規則和秩序。

英國脫歐給全球貿易“添亂”。

英國脫歐的不確定性給全球貿易前景

蒙上了陰影。由於無法按期完成歐盟

框架內全部現有貿易優惠協議延期工

作，以及隨後的非關稅措施、邊境控

制及與歐盟生產網絡聯系中斷，未來

壹個時期英國出口及歐盟對英貿易將

遭受重大打擊，出口高度依賴英國市

場的壹些發展中國家也會因此遭殃。

非關稅措施數量激增損害全球貿

易健康環境。影響國際貿易的非關稅

措施日益成為各國貿易政策的武器，

落實這些復雜且不透明措施需耗費大

量資源，導致進出口企業經營成本大

漲，並加大了國家間物流難度。2019

年全球非關稅措施已激增至5萬多個，

影響90%的世界貿易，已成為全球貿易

談判的中心問題。

大宗商品依賴問題長期困擾全球

貿易。2019年全球大宗商品依賴狀況

達到20年以來最嚴重程度，全球壹半

以上國家和三分之二發展中國家依賴

大宗商品，包括大部分最不發達國家

、內陸發展中國家和小島嶼發展中國

家，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問題最為嚴

重。

氣候危機殃及全球貿易。氣候危

機對大宗商品所涉各行業造成沖擊並

帶來了巨大經濟風險，尤其對依賴大

宗商品的發展中國家構成生存威脅，

其高度依賴對外貿易的行業極易受極

端天氣事件影響。海洋升溫對小島嶼

發展中國家出口高度依賴的漁業構成

重大風險。氣候危機還對低緯度地區

依賴農作物出口的發展中國家和依賴

化石燃料出口的高收入國家造成了嚴

重影響。

數字經濟不平等現象加劇全球貿

易失衡。數字經濟和創意經濟財富及

創造力高度集中在少數國家的幾個平

臺，其他地區尤其是非洲和拉美遠遠

落後，數字鴻溝趨於擴大，全球跨境

電子商務發展差距擴大且缺乏對發展

中國家貿易援助戰略。

地緣政治緊張局勢破壞地區貿易

穩定。2019年，中東地區持續沖突、

南美洲部分國家陷入政局動蕩、非洲

中東歐洲爆發難民危機、東亞日韓爆

發政治經濟摩擦等，均對地區貿易穩

定造成影響。

負重前行或迎曙光
國際經貿金融組織普遍認為，明

年全球貿易機遇與挑戰並存。當前，

全球經濟仍面臨由不當貿易政策誘發

的下行風險。2019年10月份，世貿組

織大幅下調了此前的貿易增長預測，

預計2019年全球商品貿易額增長1.2%

，遠低於該機構之前的2.6%增長預期

；預計2020年貿易增長2.7%，亦低於

之前3%的預測。2019年世界貿易增幅

在 0.5%-1.6% 之 間 ， 2020 年 增 幅 在

1.7%-3.7%之間，增幅漲跌取決於貿易

緊張局勢能否緩解。

世貿組織經濟學家指出，預測

2020 年世界貿易形勢，須考慮貿易

摩擦局勢和宏觀經濟環境等因素，

即中美貿易談判進展、全球經濟穩

定狀況、各大經濟體財政及貨幣政

策貿易效應、英國脫歐結局和世貿

組織改革進程等。全球貿易的最大

風險仍是貿易沖突及伴隨而來的惡

性循環，宏觀經濟下滑、金融波動

和潛在地緣政治危機等亦是風險點

；英國脫歐將對地區貿易尤其是對

歐洲產生影響；發達國家貨幣寬松

政策對貿易的提振作用及貿易順差

國家采取的針對性財政政策效應，

或為貿易上行帶來積極因素。

全球貿易也存在諸多正面積極

因素。國際社會普遍支持自由貿易

和多邊貿易體制，為促進全球貿易

樹立了信心。中美貿易談判達成第

壹階段經貿協議，為全球貿易帶來

了利好預期。在國際社會努力下，

世貿組織改革或迎來契機。電子商

務、數字經濟和創意經濟機遇及巨

大潛在收益或轉變為全球貿易的重

要增量。積極應對氣候問題對貿易

增長亦有正面效應，發展中國家可

以以此為動力，實現經濟結構調整

和出口多元化。非關稅措施亦可服

務於與可持續發展有關的公共政策

目標，這方面的區域和多邊合作現

已開始，包括在區域貿易協定中對

非關稅措施予以協調、采用國際

標準、利用非關稅措施促進市場

準入等。壹些依賴大宗商品特別

是依賴能源出口的發展中國家，在

加快實現貿易多元化方面也已有成

功實踐。

中
國
商
品
賣
向
全
球

速
賣
通
助
商
家
拓
海
外
市
場

綜合報導 盡管今年全

球貿易保護主義擡頭、貿

易形勢不明朗，但中國商

家在外貿領域仍開拓出了

新天地。

阿裏巴巴速賣通(AliEx-

press.com)總經理王明強24日

對記者表示：“在現在的環

境下，我們不單能夠持續給

我們海外的消費者帶來高性

價比、豐富的中國商品，

也能夠更好的幫助到中國

商家，尤其是背靠中國供

應鏈，中國制造能力的商

家，讓他們有更大的機會

把商品賣到全球 200多個國

家和區域。”

回顧2019年，王明強稱

，速賣通交易規模快速增長

主要歸因於三點：在重點國

家的深入布局和本地化運營；物流支付等

基礎設施建設的持續投入和加強；海外社

交模式創新。

例如，今年6月，阿裏巴巴和俄羅斯

主權財富基金直接投資基金(RDIF)、俄羅

斯最大的社交和 IT集團Mail.ru 及俄羅斯

綜合電信運營商MegaFon正式簽署合資協

議，新的合資公司包含速賣通在俄羅斯

的所有業務，以整合雙方資源共同促進

俄羅斯的數字經濟發展，並共同打造壹

個在俄羅斯和獨聯體境內領先的社交電

商平臺。

同時，在今年8月底和11月底，速賣

通分別在馬德裏和巴塞羅那開了兩家線下

體驗店，展示平臺上在西班牙熱銷的中國

手機通訊及消費電子品牌，如小米、華為

、iLife等，以及部分西班牙本地品牌。馬

德裏體驗店開業當天，有五千多人湧入，

成為當地的壹大熱點新聞。

物流方面，據速賣通供應鏈專家淞羽

介紹，今年9月份速賣通推出了壹項“X日

達”的服務，通過海外倉的布局在西班牙

、法國、波蘭等核心國家實現三日達，其

他泛歐國家實現七日達。今年“雙11”期

間，速賣通海外倉主要集中在家電、消費

電子、汽摩配、手機、電腦辦公、運動、

工具、安防、家裝、家具等類目，其中俄

羅斯、西班牙、波蘭、法國等國家海外倉

成交增長最為迅猛。

“我們看中的並不是商家的貨，我們

更期望的是，有越來越多的商家在我們平

臺上能夠運營得好，能夠掙到錢，掙更多

的錢，持續在我們這個平臺上跟我們壹起

成長。”王明強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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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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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文搞亂台灣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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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0/2019 -1/5/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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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31 1 2 3 4 5-J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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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民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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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度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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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民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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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民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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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進萬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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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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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5集

鞠萍姐姐講故事

健康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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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文化

城市一對一 (重播) 休士頓論壇 (重播) 易經

檔案 (重播) 華人世界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易經 (重播)

海峽兩岸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武林風 (重播)

電視劇《中國往事》 第31~35集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幸福帳單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海峽兩岸

休士頓論壇 中華醫藥

中國文藝

今日關注 (重播)

經典電影

出彩中國人

易經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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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藝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行之中國

出彩中國人 (重播)

大魔術師 (重播)

開門大吉 (重播)

22:30-23:00 養生堂五味草堂

中華情 城市一對一

中華情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直播)

美南大咖談

電視劇《金婚》 第47~50集
電視劇《大境門》 

第1集

電視劇《大境門》 
第1集 (重播)

電視劇《金婚》 第47~50集 (重播)

今日亞洲

美南大咖談 

Chinese Class

今日關注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美南大咖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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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日       Tuesday, December 31,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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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導】新年來臨
之際，周潔曉慧舞蹈學校（J&H)於十二月
二十一日晚在史丹佛藝術中心劇院（Staf-
ford Centre) 成功舉辦了“絲路盈香”舞蹈
匯演。台上小演員們翩翩起舞，精彩紛呈
。而後台也有一群花季少女齊齊來訪，她
們時而協助打點道具，管理後台；時而歡
聲笑語，舉手投足自信優雅。

這群少女是這群少女是J&HJ&H的畢業生的畢業生，，她們趁大她們趁大
學放寒假一起相約回母校觀看舞展學放寒假一起相約回母校觀看舞展。。就在就在
去年去年，，她們還在舞台上展現優美的舞姿她們還在舞台上展現優美的舞姿，，
今年她們已在各自大學深造學習今年她們已在各自大學深造學習，，追求自追求自
己的理想己的理想。。

學生學生Annabel WangAnnabel Wang從四歲起就在周潔從四歲起就在周潔
曉慧舞蹈學校學習舞蹈曉慧舞蹈學校學習舞蹈，，老師們至今還能老師們至今還能
記得她跳第一支舞記得她跳第一支舞《《紅蜻蜓紅蜻蜓》》時認真可愛時認真可愛
的一臉萌樣的一臉萌樣。。她跟隨她跟隨J&HJ&H的老師深入學習的老師深入學習
了芭蕾足尖現代舞以及民族舞了芭蕾足尖現代舞以及民族舞，，多次獲得多次獲得
各舞蹈比賽最高級別的第一各舞蹈比賽最高級別的第一，，憑藉精湛的憑藉精湛的
舞藝贏得了斯坦福大學的青睞舞藝贏得了斯坦福大學的青睞。。她深深感她深深感
激舞蹈學校的老師對她的悉心指導激舞蹈學校的老師對她的悉心指導，，感恩感恩
自己在舞校結識了一群摯友自己在舞校結識了一群摯友。。毫不誇張地毫不誇張地
說說，，正是舞蹈鍛造出現在的她正是舞蹈鍛造出現在的她。。

學生學生Christina CaiChristina Cai也在同一年開始舞校也在同一年開始舞校
學習學習，，老師們根據她的性格和特長老師們根據她的性格和特長，，量身量身
打造一支支別緻又感人的舞蹈打造一支支別緻又感人的舞蹈，，屢屢獲得屢屢獲得
比賽大獎比賽大獎，，使她的課外活動多姿多彩使她的課外活動多姿多彩，，更更
重要的是重要的是，，增長了見識豐富了經歷增長了見識豐富了經歷。。她憑她憑
藉出色的特長獲得華盛頓聖路易斯大學的藉出色的特長獲得華盛頓聖路易斯大學的

錄取錄取。。
學生學生Claire ZhouClaire Zhou同樣在舞校學習十多同樣在舞校學習十多

年年，，她的舞蹈靈動溫婉她的舞蹈靈動溫婉，，讓人意想不到的讓人意想不到的
是是，，她同時也是馳騁數理競賽她同時也是馳騁數理競賽，，所向披靡所向披靡
的超級學霸的超級學霸。。舞校的老師們敦促學生們努舞校的老師們敦促學生們努
力學習力學習，，支持她們發展自己的特長支持她們發展自己的特長，，同時同時
通過練習舞蹈和參加比賽培養自我展現的通過練習舞蹈和參加比賽培養自我展現的
素養和臨場應變的能力素養和臨場應變的能力。。全面發展的她如全面發展的她如
願進入哈佛大學願進入哈佛大學。。

過去一年裡周潔曉慧舞蹈學校碩果累過去一年裡周潔曉慧舞蹈學校碩果累
累累，，許多畢業生進入了自己的夢想高校許多畢業生進入了自己的夢想高校：：

Annabel WangAnnabel Wang，，斯坦福大學斯坦福大學
Claire ZhouClaire Zhou，，哈佛大學哈佛大學
Grace Ni,Grace Ni, 普林斯頓大學普林斯頓大學
Carolyn ZhangCarolyn Zhang，，賓夕法尼亞大學賓夕法尼亞大學
Sandy SongSandy Song，，杜克大學杜克大學
Cara HeCara He，，萊斯大學萊斯大學
Christina CaiChristina Cai，，華盛頓聖路易斯大學華盛頓聖路易斯大學
Ally SunAlly Sun，，華盛頓聖路易斯大學華盛頓聖路易斯大學
Sharon WangSharon Wang，，紐約大學紐約大學
Noel YangNoel Yang，，德州大學奧斯丁分校德州大學奧斯丁分校
Kelly ChiuKelly Chiu，，德州大學奧斯丁分校德州大學奧斯丁分校
Cassie RenCassie Ren，，德州大學奧斯丁分校德州大學奧斯丁分校
習舞不僅僅是藝術教育習舞不僅僅是藝術教育，，更是對孩子更是對孩子

氣質修養的提升和性格意志的磨煉氣質修養的提升和性格意志的磨煉。。周潔周潔
曉慧舞蹈學校的老師們願這些孩子們在大曉慧舞蹈學校的老師們願這些孩子們在大
學裡充實快樂學裡充實快樂，，取得更多的成長和進步取得更多的成長和進步；；
也祝福今年的畢業生順利如意也祝福今年的畢業生順利如意，，進入心儀進入心儀
的大學的大學。。

周潔曉慧舞蹈學校周潔曉慧舞蹈學校
““絲路盈香絲路盈香”” 舞蹈匯演成功舉辦舞蹈匯演成功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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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 乡 广 东
主办 : 广东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

今年 11 月，因工作安排，澳门人陈志辉来

到珠海横琴办公，暂时告别在澳门街坊总会长达

9 年的工作岗位。

短短一个月，他不仅适应了“琴澳双城”的

生活，还开始为越来越多“双城”生活的澳门居

民提供各项社区服务。

“在横琴居住的澳门居民面临生活习惯、思

维方式不同的挑战，我们就是他们和本地居委会、

政府部门之间沟通的桥梁。”陈志辉说。

陈志辉是澳门街坊会联合总会（以下简称“街

坊总会”）的一名全职社工。街坊总会服务网络

覆盖全澳门，被当地人称为澳门的“超级居委会”。

与陈志辉一同过来横琴常驻办公的还有 3 名

资深社工，年纪均在 30 岁左右。今年 11 月，澳

门街坊会联合总会广东办事处横琴综合服务中心

揭牌，这是澳门社团在内地开设的第一间社会服

务中心。一年前，澳门街坊会联合总会中山办事

处正式运营，开创了澳门非政府组织代表机构进

驻内地的先河。

从办事处到服务中心背后，是越来越多的澳

门居民变身“湾区居民”的最佳见证。仅在横琴

一地，澳门居民就购置了近 6000 套各类物业，一

年有 9200 人次澳门居民在横琴就医；在中山三乡，

约有3万多名澳门乡亲在当地生活；截至今年9月，

在广东高校就读的澳门学生超过 2000 名。

陈志辉说：“我们的服务对象既包括在横琴

创业、就业、就学、居住、旅游以及养老的澳门

居民，也可以向横琴本地居民提供针对性、专业

化、精细化的服务。”

横琴综合服务中心位于小横琴社区，面积约

2200 平方米，设有耆趣室、儿童游乐室、玩具图

书馆、阅读天地、多功能活动室及辅导室，集社

区家庭服务、长者服务、儿童青少年服务、志愿

服务、社区治理、社工培训等服务于一体。

“琴澳合作已经从经济领域逐步拓展到社会

民生、社会治理领域。”澳门街坊会联合总会理

事长吴小丽表示，“横琴综合服务中心是澳门经

验、澳门标准、澳门特色与横琴实际的有机结合。”

陈志辉此前在澳门的服务对象是问题青少

年。来横琴后，他的业务更广泛了。一方面要在

中心随时接受上门咨询的澳门居民，另一方面他

也要走进社区，上门收集居民的诉求，最后反馈

给当地居委会。

“对横琴来讲，我也是一个新人，政策法律

法规也需要尽快补课。”陈志辉还在继续适应新

的工作环境。

“澳门街坊总会深度介入到了澳门人的日常

生活中，已成为当地人理所当然的一部分。”陈志

辉说，“澳门居民希望在横琴也能体验到澳门服务。”

澳门居民傅志云夫妇 4 年前在横琴购买了一

套 130 多平方米的四房户型，他在澳门开出租车、

妻子做环卫，家庭月收入 2 万元左右。宽敞明亮

的大房子，让傅志云选择成为常驻横琴的一员，

每天开车通行于莲花海关。

“工作在澳门，居住在横琴，我们饮了头啖

汤，也是拓荒牛。现在横琴的公共服务设施还不

完善，生活还不方便。所以会遇到一些生活中的

问题。”61 岁的傅志云对内地的行政管理体系并

不熟悉，而陈志辉的到来，让他感受到了方便和

温暖，“我们的诉求将得到及时回应了。”

每到这时，陈志辉就会拿出笔和工作本，将

傅志云反映的情况一一记录。在陈志辉给记者的

清单中，涉及交通、生活设施配套、澳门单牌车

过关、医疗教育等问题。“我们就是澳门居民融

入横琴的一个连接器和缓冲垫。”陈志辉说。

按照规划，横琴将为 1 万户澳门居民提供“澳

门新街坊”住房供应。随着公共配套设施的完善，

将会有越来越多的澳门居民进入横琴生活、学习、

工作，目前已有 300 多澳门居民在珠海购买了医

保。民心相通的湾区，正在为澳门的发展和民生

福祉提供更加广阔的空间。

“横琴是澳门多元化发展的重要载体。在澳

门回归 20 周年之际，在内地就医、居住、创业，

已成为越来越多澳门人的主动选择。”陈志辉说，

“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大湾区，我们很自豪贡献

了自己的微薄力量。”（王攀、周强）

从“澳门居民”到“湾区居民”：

澳门百姓积极融入粤港澳大湾区

新横琴口岸。索有为 摄

新横琴口岸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创新通关模式。索有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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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秦鴻鈞）中台禪寺
普德精舍將於2020年 1月6日起陸
續開授春季中文與英文禪修班。費
用全免，歡迎隨喜供養。即將開課
的禪修班及授課時間如下：

（一 ）初級禪修班：1 月 10
日-3月20日，週五晚上7:30-9:30
上課。（課程內容：止觀/數息/觀
息 & 佛法基本知見）

（二 ）中級禪修班：1 月 9
日-3月19日，週四上午10:00 -中午
上課。（需初級班結業）（課程內
容：慈悲觀 & 菩薩行門 ）

（三 ）高級禪修班：1 月 11
日-3月21日，週六晚上7:30 -9:30
上課。（需初，中級班結業）（課
程內容：宗派簡介 & 二入四行觀 ）

（四 ）研經班： 1月7日-3月
17 日，週二晚上7:00-9:30 上課。
（需初、中、高級班結業）（課程
內容：< 佛說無常經 > )

（五 ）無量壽學佛班： 1月8
日-3月18日，週三上午10:00- 中午
上課。 (課程內容： < 心經釋要與研
討> )

（六 ）英文親子禪修班：1月11
日-3月21日，週六上午10:00 -中午
上課。（限4-12歲與父母 ）(課程
內容：佛法故事、遊戲活動、讀經
唱誦、分組討論 、戶外活動 ）

（七 ）青少年禪修班 ：1月10
日-3 月 20 日，週五晚上 6:30 - 7:
30 上課（限13-18 歲青少年 ）

（八 ）半日禪： 每月一次，上
午9:00- 中午12:40 ，請瀏覽精舍網
站，查詢最新訊息（1，需具有禪修
經驗，2，需著居士服）（周日上午
共三支香（靜坐及跑香），午齋過
堂。半日禪期間禁語 ）

報名資格：身心健康，願意虛
心接受指導者。請著寬鬆衣服及襪
子來上課，亦可現場請購禪修服裝
。
中台禪寺普德精舍2020年 1月至8
月共修法會的行事曆也於日前正式
公佈。除了1月6日春季禪修班開課
外，他們將舉行的共修法會包括：

（一 ）新春觀音祈福法會：1
月26日（周日）上午9:30- 下午3:
00

（二 ）八十八佛洪名寶懺法會
： 2月23日（周日）上午9:30- 下
午3:00

（三 ）寶塔清明節孝親報恩地
藏法會：3月29日（周日）上午9:
30 - 下午4:30

（四 ）寶塔二日禪：4月18日
（周六）至4月19日（周日）詳情
請參閱二日禪通啓

（五 ）護法會素烤聯誼：4月

25日（周六）請提前報名參加
（六 ）夏季禪修班開課： 4月

27曰（周一 ）詳情請參閱課程行事
（七 ）慶祝 3047 年佛誕浴佛

法會：5月3日（周日）上午9:30 -
至下午3:00

（八 ）藥師祈福法會： 6月7
日（周日）上午9:30-下午3:00

（九 ）藥師祈福法會 ：7月5
日（周日）上午9:30 -下午3:00

（十 ）夏季精進禪七： 7月25
日（周六 ）- 8月1日（周六）詳情
請參閱禪七通啓

（十一）寶塔地藏法會： 8月9
日（周日 ）上午9:30-下午4:30

（十二）中台朝聖之旅：8月
21日（周五）至8月31日（周一）
：需禪修班學員；請提前報名參加
。

為提升禪修品質，參加半日禪
學員須著居士服，全程參與三支香
及午齋正式過堂。法會地點在德州
寶塔禪寺，備有交通接駁。為莊嚴
道場，參加法會時請穿著海青、居
士服或寬容的衣褲及襪子。

中台禪寺敬邀大眾蒞臨參禮，
同霑法益；隨喜供養，成就道場，
功德無量。

中台禪寺普德精舍地址：12129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電
話 ： 281-568-1568， Web site:
www.cthouston.org , E-mail:
zen@cthouston.org

中台禪寺普德精舍中文中台禪寺普德精舍中文、、英文禪修班英文禪修班11月月66日起開課日起開課
20202020年年11月至月至88月共修法會共月共修法會共1212項梯次已正式公佈項梯次已正式公佈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休士頓僑教中心年終志工感恩餐會休士頓僑教中心年終志工感恩餐會

僑教中心主任陳奕芳頒發感謝狀給僑教中心主任陳奕芳頒發感謝狀給
櫃檯志工田興櫃檯志工田興

僑教中心主任陳奕芳頒發感謝狀給圖書館僑教中心主任陳奕芳頒發感謝狀給圖書館
志工胡小蓮志工胡小蓮

張世勳僑務委員頒發感謝狀給文張世勳僑務委員頒發感謝狀給文
化導覽志工吳而立化導覽志工吳而立

黎淑瑛僑務委員頒感謝狀給黎淑瑛僑務委員頒感謝狀給FASCAFASCA載佩青載佩青 圖書館服務志工邵梅五獲頒感謝狀後與全圖書館服務志工邵梅五獲頒感謝狀後與全
體志工致謝體志工致謝。。

志工張錦屏志工張錦屏,,羅秀英羅秀英,,胡鄰胡鄰,,蔡玉枝蔡玉枝,,邱秀春邱秀春,,陳弟元陳弟元,,吳而立吳而立,,沈紅纓沈紅纓,,許建彬許建彬,,
邱佩冠邱佩冠,,載佩青載佩青,,田興田興,,饒鳳喬饒鳳喬,,林麗蘭林麗蘭,,孫梅貞孫梅貞,,胡小蓮胡小蓮,,邵梅五邵梅五,,王智強王智強,,黎淑黎淑
瑛瑛,,張世勳僑務委員與僑教中心主任陳奕芳合影張世勳僑務委員與僑教中心主任陳奕芳合影

僑教中心主任陳奕芳在姚餐廳舉辦年終僑教中心主任陳奕芳在姚餐廳舉辦年終
志工感恩餐會志工感恩餐會

黎淑瑛僑務委員感謝黎淑瑛僑務委員感謝FASCAFASCA許建彬許建彬,,邱邱
佩冠佩冠,,載佩青載佩青

張世勳僑務委員感謝文化導覽志工張錦屏張世勳僑務委員感謝文化導覽志工張錦屏,,
羅秀英羅秀英,,胡鄰胡鄰,,蔡玉枝蔡玉枝,,邱秀春邱秀春,,陳弟元陳弟元,,吳而立吳而立,,

沈紅纓沈紅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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