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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森林探索之新年森林探索之【【神話神話】》】》

（本報訊）新年伊始卻陰雨連天，終於盼
到放晴，馬上又和孩子們奔向森林中去。我每
次都喜歡另闢新徑，這回一處叫 Lake Houston
Wilderness Park的野生公園，開車才一個小時路
程，光榮入選。有些奇怪以前搜索都沒有發現
還有這麼多方圓百里以內的自然風光沒有光顧
過，也同時感嘆德州真的是地廣人稀，自然資
源豐富，兩個小時車程之內的公園大大小小我
們也去了有10多處了，竟然還有這麼多新鮮出
爐的公園躍入眼簾。

去新的地方也不完全是因為喜新厭舊。其
實跑的地方多了就會發現許多風光有相似，卻
處處風光也不同，即使沿途景緻都各有特色。
有的路邊是草甸、農田、牛羊成群；有的是松
柏蒼翠，古木參天；有的喬木矮小緊緻，遠處
隱約有戈壁的影子；有的卻是棕櫚挺拔，一派
海濱風光……所以對於我來說開車出門並不覺
得辛苦，從出門那一刻起，身心就已經在路上
，無論遠近，都是把我的這團分子融入到另一
處新的分子當中去，潛移默化的重新排列組合
一下，回來又是一個新的自我。其實，今天的
你和昨天的你已然不是同一個你了。

這次省略相似之處，重點說說 LHWP（都
說美國人最喜歡縮寫搞神秘，我覺得其實是懶
，反正我自己是這樣。）的不同之處。這處風
景的位置大致在喬治布什機場方向，沿途基本
沒什麼自然風光，離得近了更是能看到大灰機
在高高低低的降落或爬升，就連常和我去機場
接老公的娃們都認出這是爸爸每次出差回家的
必經之路。所以這一個小時的路程開起來並不
比快2個小時的路更輕鬆，沿途車水馬龍，各種

路牌變道，精神要高度集中。公園
的入口也不是很明顯，輔路邊一面
棕色的指路牌，一條小岔路口，千
萬不要一腳油門錯過趕緊右轉，就
可以看到公園的鐵門了。

成人只需 3 美元兒童免費，我
們在大門口交了錢領了地圖就往公
園深處開去。沒想到園內別有洞天
，各種高高矮矮的樹木交錯掩映，
無窮無盡，彷彿我們永遠也走不到
頭。我邊開車邊心中暗喜，這趟沒
白來，就喜歡這種植物繁茂撲朔迷
離的大森林。其實後來要回家時才
領教了大自然的厲害，天一黑下來
森林裡尤其迷幻，跟著導航儀繞了
兩圈都找不到出口，偶有小鹿跳出
來嚇得我們更不敢亂開。繞圈時看
到好幾倆車都開著燈傻傻的停在路
邊和我一樣暈頭轉向的樣子，最後
大家互相壯膽排成一列車隊，我的
車打頭終於找到了出森林的路。這
是後話，還是重點和大家描述一下
在森林中漫步的感受吧。

這片森林景色變化多端，既有
人工修建的停車場、兒童活動區、
露營地，也有純天然的河流、沙地、鋪滿落葉
枯枝的泥濘小路。那感覺怎麼說呢，就好像很
用心的把人工設計假裝很不在意的鑲嵌在大自
然中，既讓人有探險的感覺又給人一種安心的
舒適。那沙地柔軟細膩乾淨，感覺像是特別經
過篩選運到河邊來的，兒童遊樂區的沙子竟然

還是白沙，你就說他們是不是其實很用心地打
理著這片森林呢。這地方最讓我覺得奇怪的是
它的味道和溫度。以往的森林大多是空氣清香
甘純，而這裡的味道卻不敢恭維。有的地方味
道很刺鼻，瀰漫著一股像是殺蟲劑的氣味；有
的地方忽然又升騰出一股樹枝枯草燃燒的味道
；有的地方即使看著很天然原始，可混合在空

氣中的也是腐葉和泥土的嗆鼻氣息，完全體驗
不到森林裡雨後清新的舒爽。溫度也是怪異的
隨時變換，走著走著忽然一股暖意從四周包圍
，還沒走多久又感到寒意蔓延開來。又或者這
裡感覺濕氣很重，那裡又分外乾爽躁熱。我以
為是自己太敏感詢問大娃的感受，他也和我同
感，覺得這處森林很有些古怪。(待續)



休城社區 BB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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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導】美國
中部時間1月8日晚上，休斯頓做客亞
特蘭大對陣老鷹隊，哈登在缺少他的
後場搭檔威斯布魯克的情況下，超級
發揮，取得41分，其中包括第一節的
22分，10次助攻和10個籃板，連續第
二次三雙，帶領休斯頓以122:115戰勝
亞特蘭大老鷹隊。

在上週五晚上以118:108擊敗費城
76人隊的比賽中，哈登取得了本賽季
的第一場三雙，得到44分，11個籃板
和11次助攻。

“今天看詹姆斯的，”德安東尼
在賽前說。

哈登，在11月對陣亞特蘭大的一

場比賽中拿下60分，接近他最高得61
分的紀錄。哈登場均38.4分，是NBA
的領跑者，他的三分球和組織能力打
亂了老鷹隊的節律。老鷹隊頻繁的對
他防守犯規，本場比賽讓他得到23 次
罰球，投中19球。

休斯頓第一節45:29領先，第二節
曾把領先優勢擴大到20分。第三節前
半部老鷹隊奮起直追，以83:87將比分
拉近。休斯頓暫停後，哈登底線三分
球命中，以12:2結束比賽，將領先優
勢推回到兩位數，其中包括麥克雷莫
爾投中的兩個三分球。

亞特蘭大在最後階段再次拉近比
分距離，老鷹隊 Len的三分球命中將

比分拉到105:108。比賽進行到最後階
段，休斯頓以118:115領先，但在最後
的10.4秒內，老鷹隊對哈登兩次犯規
，哈登四罰全中。

休斯頓克林特·卡佩拉拿下 22 分
22籃板，本·麥克雷莫爾得到18分。
埃里克·戈登在缺陣 22 場比賽后的第
四場比賽中得到17分。

老鷹隊揚得到42分，13個籃板和
10次助攻的三雙。三雙是楊本賽季的
第二場比賽，也是他職業生涯的第三
場。約翰·科林斯得到17分和14個籃
板。帕克是亞特蘭大的第三得分手，
場均15分。

哈登得41分又獲三雙 122:115榮登射雕英雄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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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IM是何方神聖？有什麼用途？具备什么条
件才可以獲得？帶著一連串的疑問，我們特別採
訪了美國休斯頓RE/MAX United聯禾地產的負責
人Josie Lin林女士。Josie在10月中旬於美國加
州順利通過CCIM認證考試，獲得這一國際性的認
證，標誌著Josie獲得商業房地產投資領域專家的
權威認可，進而使她及她所帶領的房地產投資團
隊獲得除住宅投資、地產物業管理專家資格外，
再下一城在商業地產投資領域實現的與國際房地
產權威的無縫對接！

CCIM是國際註冊商業房地產投資師：
CCIM是國際註冊商業房地產投資師(Certi-

fied Commercial Investment Member) 的 英
文縮寫，它是由總部位於美國芝加哥的國際註冊
商業房地產投資師協會(CCIM Institute)面向全球
房地產界從業人員，通過系統的課程教育、嚴格
的考試和審核後頒發的職業資格。

CCIM認證獲得者是碩士水平的在房地產業、
抵押銀行業、投資業等相關領域的實戰專家：

CCIM課程體系相當於碩士水平的課程知識，
可以使學員接受最佳的房地產知識的專業訓練；
對從業經驗的要求，保證了在一個CCIM熟練的掌
握理論的同時，也掌握了實踐操作經驗。 CCIM職
業資格是國際房地產界的權威職業資格認證。
CCIM候選人要取得CCIM資格，除了通過六門專
業課程考試外，還必須在房地產業、抵押銀行業
、投資業等相關領域有三年工作經驗，並填寫和
出示相關的文件，以證明其某一階段內所從事的
主要工作，取得的主要業績達到了CCIM協會所要
求的能力和素質的最低要求。經CCIM 協會資格評
審委員會評審並確定學員的CCIM資格後，再通過
綜合考試才可獲得CCIM徽章和資格認證證書，擁
有一項國際認可的國際註冊商業房地產投資師資
格。 CCIM受CCIM協會道德條例的約束，這一條
例制訂了職業實務標準並確保資格擁有的誠信。
CCIM專業資格在美國及世界上一些主要國家和地
區，尤其是在市場經濟成熟發達的國家和地區被

廣泛認可，並享有崇高的地位，代表著商業房地
產領域的最高專業水平。因此CCIM職業資格也是
國際房地產界的通行證。

CCIM的高含金量，是房地產領域從業者的夢
想和目標：

目前僅有CCIM協會向全球提供商業房地產專
業課程教育和職業資格認證，全球只有10,000多
房地產業專業人士獲得這一資格，而他們卻領導
著全球的商業房地產投資市場，CCIM商業網絡涵
蓋了全球的1000個市場，反映了房地產業的最新
變化。它包括經紀人、租賃專家、投資顧問、資
產管理公司、評估師、會計師、公司房地產主管
、物業管理公司、發展商、機構投資者、貸款人
、房地產律師、銀行家和其它相關的專業人士。
借助這一商業網絡以及CCIM 電子商務網絡，
CCIM每年完成60,000筆左右的交易，總價值超
過540億美元。另外，通過CCIM協會及其他美國
和國際上的專業房地產組織，委託人的物業可以
在全世界的52個國家裡賣給投資者。

RE/MAX United聯禾地產的獨家開發商業地
產項目因Josie Lin通過CCIM認證
獲得重要加持：

近一兩年RE/MAX United聯禾
地產開發了一連串的商業地產項目
，第一個項目Katy Asian Town凱
蒂亞洲城在短短兩年內已經由一片
雜草叢生的荒蕪之地蛻變成現在商
舖林立的一派繁華景象，成為休斯
頓購物娛樂休閒友聚的打卡聖地。
在成功運作凱蒂亞洲城的經驗之上
，又一個大型獨家項目 Grand
West Condo蒂凱佳苑正在發售，現
因其所處的發展越來越成熟興旺的
Katy 凱 蒂 大 學 城 和 Katy Asian
Town凱蒂亞洲城商圈位置，受到越
來越多房地產投資人的關注和青睞
。

現在Grand West Condo 蒂凱
佳苑的樣板房已就緒，歡迎聯繫
RE/MAX United聯禾地產預約參觀
，並獲得專業詳細的投資回報分析
。

RE/MAX United聯禾地產的客
人皆可獲得CCIM專家Josie Lin對
獨家商業地產項目的詳細投資回報
分析，實現房地產財富保值增值：

這一個接一個商業地產項目的
成功運作，離不開Josie深厚的商業

房地產專業知識和超過12年的房地產界的實踐所
練就的投資眼光和功力。 CCIM認證不只是紙上談
兵的書本知識就可以獲得，除了必須參加在全美
不同城市舉辦的160小時的專業課程外，還需要在
房地產業、抵押銀行業、投資業等相關領域有至
少三年的工作經驗，因此
可以獲得CCIM證書，真的
是：不！容！易！

RE/MAX United 聯 禾
地產的客人都可以獲得
CCIM專家Josie Lin及團隊
的專業投資風險承受力評
估、投資回報率分析，進
而有效配置你的房地產投
資，來實現房地產財富保
值增值！

敬請關注我們的微網
站 ，並添加聯禾地產的微
信 ，獲得詳細的資訊。

RE/MAX UnitedRE/MAX United聯禾地產負責人聯禾地產負責人Josie LinJosie Lin
斬獲斬獲CCIMCCIM國際註冊商業房地產投資專家資格國際註冊商業房地產投資專家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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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休斯頓訊】年底了，擁有房
屋的屋主們應該陸陸續續收到地稅的賬
單，有人覺得奇怪，怎麼一口氣來了三
四張賬單，而且每一張長得都不一樣，
有點分不清楚。此外，聽說自住房可以
少繳地產稅，不過，要怎麼申請呢？也
有人完全沒頭緒，眼看過了元旦，新一
年又可申請了，該怎麼處理？

如果讀者們有這兩項煩惱，請關注
近期舉行的一個社區活動，那就是 CK
地產的回饋社區活動，CK 地產精英團
隊將從去年 12 月 17 日起至 2020 年 1 月
31日，為休斯頓的華人朋友們提供免費

的地稅諮詢、及自住房優惠申請，幫助
需要的屋主們節省銀兩。

據悉，CK 團隊決定做這次免費的
社區活動，原因在於早些時候的兩次見
聞。

一、CK 團隊的一位朋友，在 2008
年買入一棟價值不菲的房產，但是一直
沒有申請自住房優惠。經過計算，僅僅
因為沒有申請這項優惠，屋主累計額外
繳納約 1 萬 3 千美元的地稅。藉由這件
事，CK 團隊認識到，很多華人屋主，
並不了解申請自住房的好處，白白浪費
了自己的權益。

二、某位屋主所在的地區有五種地
稅，並由三個獨立的機關分別收取。這
種情況下，該屋主應該收到三張不同的
稅單。在一次閒聊中，Kevin 發現該屋
主在過去兩年，只繳納了一張稅單的地
稅，而沒有繳納另外兩張稅單。該屋主
後來及時補上了所欠地稅，避免了不必
要的麻煩。

德州的地稅系統複雜，造成很多華
人屋主的困惑。 CK地產精英團隊將從
去年 12 月 17 日起至 2020 年 1 月 31 日，
為休斯頓華人朋友提供免費的地稅諮詢
及自住房優惠申請。

參加步驟:
1.電話或微信預約。2.與工作人員

確認預約時間。3. 於約定時間到CK地
產位於糖城百佳的辦公室。來之前，請
記得帶齊相關的資料（電話或微信預約
完成後，工作人員會給您一張清單）

關於自住房優惠申請小貼士
自住房優惠申請不適用於投資房。
每個家庭最多有一個房子可以用於

自住房優惠申請。
自住房優惠申請不能自動獲得，屋

主必須申請方可獲得。
自住房優惠申請一次生效後，不需

要重新申請，會自動延續。
由於屋主沒有申請自住房優惠而產

生額外的地稅，經過申請，可以要回其
中一部分。

65歲以上長者有額外減免。
房主必須當年的 1 月 1 日之前入住

，才具備當年的自住房優惠申請資格。
歡迎分享這個好消息給身邊有需要

的朋友。
關於CK地產精英團隊
CK 地產精英團隊是休斯頓唯一擁

有眾多房產資格認證、和室內軟裝設計
認證的高學歷專業房產團隊！CK 地產
專注於客戶需求，並提供滿意的房地產
解決方案。 CK地產精英團隊充分了解
每一處地產對每一個家庭的意義，所以
會全心全意地為您服務！

活動期間: 2020年1月31日為止。
地址：3412 Hwy 6 Suite I, Sugar Land,
TX 77478 （ 糖
城百佳超市內
）
詳情請洽CK地
產:3462342222
，或掃描微信
二維碼。

CKCK地產回饋社區活動之三地產回饋社區活動之三 ----助您省地稅助您省地稅
免費自住房優惠申請以及地稅諮詢免費自住房優惠申請以及地稅諮詢

角聲社區中心健康講座角聲社區中心健康講座
馬欣博士主講馬欣博士主講 「「全人健康全人健康--生活方式醫學生活方式醫學」」
(本報休斯頓訊) 角聲社區中心

健康講座本周六(一月十一日)上午
，將邀請馬欣教授主講生活方式醫
學，歡迎民眾踴躍參加。

馬欣教授是美國及國際生活方
式醫學會ACLM/IBLM認證的首位
華人專家，美國Baylor醫學院醫學

博士導師。生活方式醫學(Lifestyle
Medicine)被評為 2018 年五大新興
醫學專科，是針對慢性疾病的成因
，通過對生活方式的循證醫學改良
，以非藥物、非手術的方式達到疾
病預防、逆轉、和康復的一線治療
手段。 2017年11月在美國開始第

一次專科醫生認證考試，成為美國
全民健康及醫療改革的重要方向。

講座免費參加，座位有限，從
速報名。參加者請來電或網上報名
，若講座調動或更改方便通知。
時間: 一月十一日（星期六） 早上
十時到十二時

地點：角聲社區中心
地 址: 7001 Corporate Dr. #379
Houston TX 77036
網上報名： www.cchchouston.org
電話： 713-270-8660

6500万年前，一颗巨大的小行星撞

击地球，结束了恐龙对地球长达数亿年

的“统治”，众多哺乳动物才得以登上

历史的舞台，进而角逐“地球霸主”的

宝座。

作为哺乳动物的一员，古猿依靠先

天的肢体优势，以及后天进化速度极快

的大脑脱颖而出，走在了争夺霸主之路

的最前端。

而后，经过数百万年的进化古猿变

成了人类，进一步进化的肢体以及聪慧

的大脑，让人类能够制造出更加先进的

工具，摆脱了茹毛饮血的生活方式。最

主要的是，依靠着先进的工具人类终于

问鼎“地球霸主”的宝座，开启了辉煌

的文明之路。

18世纪60年代，得益于机器的发明

和普及，人类的生产力有了飞跃的发展

，标志着人类文明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

。以至于仅仅数百年后，人类就完成了

进入宇宙乃至踏足月球的壮举，实现了

千百万年的梦想。

有了先进科技的加持，人类的目光

开始不仅仅停留在“现在”，部分科学

家开始“回头看”，研究起人类的进化

历程。

随着对人类的进化史、生物的进化

史、地球历史的深入研究，一个令人震

惊的实事开始摆在人类的面前：如果将

地球46亿年的历史压缩成24小时，那么

人类从诞生到现在，所耗费的时间差不

多只有1分钟左右。

在震惊于地球的古老和人类的短暂

时，一个不可忽视问题开始出现在人们

的心中：人类是地球上第一批智慧生物

吗？或者说人类文明是地球上第一个文

明吗？史前文明是否存在呢？

经常关注科学方面消息的朋友应该

知道，目前科学界主流说法认为“史前

文明”是不存在的，“史前文明理论”

是不科学的。

而科学界之所以会这样认为，凭借

的不是胡乱的猜测，而是切实的证据。

目前在地球上没有发现任何一处确凿的

史前文明遗迹。最主要的是，在世界各

地发现的矿床或者石油井中，也没有发

现任何被开采或者使用过的痕迹。

当然了，虽然说科学界对于“史前文

明理论”予以否认，但是仍然有许多人坚

信史前文明的存在，他们认为目前找不到

史前文明的遗迹，或者矿床没有开采过的

痕迹很有可能是因为史前文明距今极为久

远，远到时间抹去了一切痕迹。

但是这个说法遭到了许多科学家的驳

斥，因为如果史前文明真的存在过，即便

是时间将他们遗留的建筑抹去了，但是还

会有许多痕迹能保持几亿年甚至是十几亿

年前不会消失。

以人类为例，如果说人类此时此刻突

然从地球上消失，那么能保存十几亿年的

痕迹至少有三种，也就说如果人类消失之

后，又出现了新的智慧生物，那么凭借着

三种痕迹，新的智慧生物一定会发现人类

曾经在地球上存在过，下面就来看看是哪

三种痕迹能证明人类存在过吧。

一、化石

我们都知道化石是研究古生物最好

的途径，那么化石究竟怎么形成的呢？

其实很简单，当生物死亡的时候，他们

的躯体如果能在巧合之下被砂石泥土掩

埋，那么经过一万年以上的岁月变迁，

被泥沙掩埋的躯体中有机物会被逐渐分

解，剩下的部分比如说骨骼、外壳等，

会跟周围的沉积物一起石化，就变成了

我们熟悉的化石。

假如人类突然灭绝，后来的智慧生

物，如何知道我们的存在？

而化石之所以能够成为研究古生物最好

的帮助，不仅仅是因为化石能够相对完

整的呈现出生物的身体结构，主要原因

在于它的保存期限极长。

根据科学家的计算，如果地下埋了

一个化石，只要不改变这块区域的环境

，并且没有地震等大型的地质活动，那

么这块化石少说能保存几十亿年。

可能你会觉得非常不可思议，但是

事实就是如此，要知道目前人类发现的

最古老的化石距今大约37.7至42.9亿年

。

所以说假如地球人类突然灭绝，只

要灭绝方式不是凭空消失，那么一定会

在地球上留下非常非常多的化石，毕竟

目前世界总人口有70多亿。

假如人类突然灭绝，后来的智慧生

物，如何知道我们的存在？

所以说如果人类灭绝之后地球又诞生了

智慧生命，那么只要他们的文明程度发

展到跟人类现在差不多，那么他们知道

人类的存在几乎是一种必然。

同理，如果人类诞生之前地球上有

过史前文明，那么即便是他们距离我们

几十亿年，我们依然应该发现他们的化

石，但是迄今为止一无所获，这种情况

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史前文明并不存在

。

二、地层扰动

人类建造的各种大型建筑、地下工

程、钻井活动等等，都会对地下数米甚

至数千米的地层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

”，这种破坏不仅包括地下遗留的金属

和各种非金属物体，还包括对原有沉积

地层序列的打乱，从而在地层中留下

“扰动”的痕迹。

即便是经过漫长的岁月，那些遗留

的金属和非金属物体以及被地质活动所

降解，抹去了大部分物质遗存，但是对

地层原始叠加序列的破坏却是永远都不

会被消除的。也就是说地层中永远都会

遗留被“扰动”的痕迹。

时至今日，科学家们仍然能够在地

层中找到几十亿年前，古代水底生物对

于沉积物的扰动痕迹。所以如果人类突

然灭绝，那么后来的智慧生物一定能够

在底层中发现扰动的痕迹。

他们根据这些痕迹，完全能够判断

出人类当时的文明发达程度、灭绝时间

、灭绝原因等关键信息。

同理，如果史前文明存在的话，人

类早就应该在地层中发现他们扰动的痕

迹。可现实是，人类在地层中发现了大

量几十亿年前虫子的扰动痕迹，从来没

有发现过智慧生物的扰动痕迹。由此，

“时间”几乎没有办法成为借口。

三、放射性物质“铀”

提到放射性物质，估计大部分的人

都会首先想到“铀”。因为“铀”元素

是目前在自然界中能够发现的最重的元

素，并且它还拥有极长且稳定的半衰期

，大约数十万年~45亿年。

也正是因为“铀”的这种特性，科

学家们才将它放在“旅行者一号”身上

，企图让宇宙中可能存在的外星文明发

现它时，能够通过测量“铀”的衰变程

度，来判断“旅行者一号”的制造时间

，从而大体推断出地球的位置。

其实“铀”在刚被人类发现的时候

，因为它稳定不褪色，所以一般用来给

瓷器上色。直到人类发现了核裂变进入

核能时代，才将“铀”作为一种核能燃

料。

不过“铀”并不是从铀矿中开采出

来之后立马就能使用的，因为铀矿中的

“铀235”丰度不同，所以还需要对它

进行提纯处理才能使用。

假如人类突然灭绝，后来的智慧生

物，如何知道我们的存在？

所以说，因为“铀”的半衰期极长，所

以如果人了突然灭绝，那么只要后来的

智慧生物发展到核能时代，就一定能通

过世界各地发现的提纯过的“铀”，或

者铀矿中的“铀”，知道人类曾经存在

过，甚至还能从中知道人类大约什么时

候灭绝的。

同理，如果史前文明存在，并且发

展到了核能时代，现在一定能在某地发

现核废料，或者衰变程度很厉害的“铀

”，但是目前为止并没有发现，只能说

明史前文明不存在。

总而言之，如果人类突然灭绝，那

么后来的智慧生物肯定能从以上三个方

面发现人类的存在，而如果存在史前文

明的话，人类也能从以上三个方面知道

他们的存在。

假如人类突然灭绝，如何知道我
们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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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人口普查局將於美國人口普查局將於11月月1414日星期二在華盛日星期二在華盛
頓特區的競技場舞台上發起全國性宣傳活動頓特區的競技場舞台上發起全國性宣傳活動。。人人
口普查局將公開分享已開發的口普查局將公開分享已開發的10001000多種數字廣告多種數字廣告
的示例的示例，，用於覆蓋全國范圍內多種多樣和多元文用於覆蓋全國范圍內多種多樣和多元文

化的受眾化的受眾，，包括以英語和您所用語言的廣告包括以英語和您所用語言的廣告。。
在新聞發布會上在新聞發布會上，，人口普查局局長史蒂文人口普查局局長史蒂文··迪迪

林漢姆博士和參與廣告開發的廣告代理商代表將林漢姆博士和參與廣告開發的廣告代理商代表將
提供傳播工作概述並預覽作為付費媒體活動一部提供傳播工作概述並預覽作為付費媒體活動一部

分的廣告分的廣告，，這將傳達到這將傳達到9999％的美國家庭％的美國家庭。。活動結活動結
束後束後，，官員和合作夥伴將參與現場問答官員和合作夥伴將參與現場問答，，並進行並進行
一對一的採訪一對一的採訪。。

如果您想親自或通過直播參加新聞發布會如果您想親自或通過直播參加新聞發布會，，

請在此處回覆請在此處回覆。。如果您有任何疑問或想與迪林漢如果您有任何疑問或想與迪林漢
姆局長單獨討論姆局長單獨討論，，請發送電子郵件至請發送電子郵件至pio@census.pio@census.
govgov並複制給我並複制給我。。希望您可以希望您可以11月月1414日在競技場舞日在競技場舞
台或通過直播加入我們台或通過直播加入我們！！

美國人口普查局將於美國人口普查局將於11月月1414日星期二在日星期二在
華盛頓特區發起全國性宣傳活動華盛頓特區發起全國性宣傳活動

美南銀行美南銀行 行動銀行的服務行動銀行的服務

20202020阿拉斯加极光阿拉斯加极光

阿拉斯加阿拉斯加
阿拉斯加充滿了夢幻般的風景阿拉斯加充滿了夢幻般的風景
和如電影景觀的地貌和如電影景觀的地貌。。透過探透過探
索追逐迷人的北極光和在冰冷索追逐迷人的北極光和在冰冷
的白色野外的冒險的白色野外的冒險，，您可以享您可以享
受獨特的環境和令人垂涎最新受獨特的環境和令人垂涎最新
鮮的海鮮鮮的海鮮，，讓阿拉斯加帶著您讓阿拉斯加帶著您
一起度過難忘的旅程一起度過難忘的旅程!!
CM-DDCM-DD55 五天阿拉斯加北極五天阿拉斯加北極
光冬季經典團光冬季經典團

CM-DDCM-DD66 六天阿拉斯加北極六天阿拉斯加北極
光冬季經典團光冬季經典團
CM-YKCM-YK55 五天阿拉斯加北極五天阿拉斯加北極

光極地營地團光極地營地團
CM-YKCM-YK77 七天阿拉斯加北極七天阿拉斯加北極
光極地營地團光極地營地團

CM-AEWCM-AEW11BB 五天極光星球屋五天極光星球屋
CM-AEWYKCM-AEWYK六天極光星球屋六天極光星球屋
和育空營地和育空營地

行動銀行行動銀行
如同使用網絡銀行ㄧ般如同使用網絡銀行ㄧ般,, 通過通過

下載我們的行動銀行應用程式下載我們的行動銀行應用程式,,
您就可以輕鬆全天候管理您您就可以輕鬆全天候管理您

的銀行帳戶的銀行帳戶。。或者您也可以從手或者您也可以從手
機應用商店中搜尋到美南銀行手機應用商店中搜尋到美南銀行手
機行動銀行的資訊機行動銀行的資訊。。當您從電腦當您從電腦

中找到美南銀行網頁中找到美南銀行網頁
swnbk.comswnbk.com，，註冊行動銀行的應註冊行動銀行的應
用時用時，，務請必需確認行動軟件註務請必需確認行動軟件註
冊網頁是通過美南銀行的網上銀冊網頁是通過美南銀行的網上銀
行註冊行註冊。。

什麼是行動銀行什麼是行動銀行??
行動銀行是由銀行或其他相行動銀行是由銀行或其他相

關的金融機構所提供的服務關的金融機構所提供的服務，，允允
許客戶使用智慧手機或平板電腦許客戶使用智慧手機或平板電腦

裝置應用軟件可遠端操作管理自裝置應用軟件可遠端操作管理自
己的帳戶和金融交易己的帳戶和金融交易..

行動銀行的服務行動銀行的服務
讀取帳戶餘額讀取帳戶餘額

查看最近帳戶交易記錄查看最近帳戶交易記錄
自動應付帳單管理自動應付帳單管理
付款更動或編輯帳單管理付款更動或編輯帳單管理
帳戶間轉帳帳戶間轉帳
行動支票存款行動支票存款

使用行動銀行是否安全使用行動銀行是否安全??
行動銀行應用軟體不會在您行動銀行應用軟體不會在您

的手機上直接儲存個人或銀行詳的手機上直接儲存個人或銀行詳
細資料細資料，，任何銀行資訊的讀取是任何銀行資訊的讀取是
經由安全資料管理中心取得經由安全資料管理中心取得。。這這
意味著您的手機本身將永遠不會意味著您的手機本身將永遠不會
保存任何個人銀行資訊保存任何個人銀行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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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惠又靈活的費率方案

低月租新款刷卡機

接受各種支付方式

24/7/365多語技術服務

資金可當天入帳

若我們不能提供跟您現在
相同或更低的刷卡費率

我們就給您

*活動有條件限制。

*商家必須滿足以下所有條件，方能符合本優惠方案：1. 商家須於提
供04/15/2020之前提供至少一個月的商家交易帳單。帳單必須為最
近六個月且來自目前的信用卡刷卡服務商。2. 所提供帳單上的每月刷
卡交易金額在扣除借記卡跟EBT交易後，必須等於或多於一萬美元。
3. 以下商業類型不符合本活動資格：Elavon既有客戶、按摩服務業、
使用企業總部交易費率的加盟店、協會成員、加油站和因關係已享有
特殊費率者。4. $1000元將會以禮品卡形式支付。5. 優惠可能會隨時
延長、修改或終止，恕不另行通知。6.延長、修改或終止，恕不另行通知。6. 本活動僅適用於註冊於美國地
區之商家。

$1,000

立即致電
888-320-3838洽詢

新年限時優惠活動：4/15/2020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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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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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鐵人三項世界杯賽在哈爾濱舉行冬季鐵人三項世界杯賽在哈爾濱舉行

[[足總杯足總杯]]
狼隊狼隊00--00曼聯曼聯



BB99體育消息
星期五       2020年1月10日       Friday, January 10, 2020

2020年1月9日（星期四）體育新聞5 ■責任編輯：趙雪馨

決賽開門紅天津女排天津女排天津女排
直 落 三 局 輕 取 上 海

賽後，天津女排主代理教練王寶泉在
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過去的一周

多時間裡，天津隊針對上海隊進行了反覆的
研究、對技戰術進行了細緻的演練。“我們準
備比較足，隊員們也打出了自己的水平。我們網

上的優勢以及針對上海隊二、三號位的攔防都發揮
出來了。通過之前幾天大家用心的備戰，我們展現了
應有的實力。”
此役天津正選派出主攻李盈瑩、朱婷，副攻李雅

楠、王媛媛，接應胡克爾，二傳姚迪以及雙自由人孟子
旋、劉立雯。上海由主攻張軼嬋、拉爾森，副攻張鈺倩、
秦思宇，接應張磊，二傳卞雨倩和自由人王唯漪聯袂應
戰。

比賽開始後，天津隊很快進入狀態，高質量的一攻
和攔防戰術的堅決執行完全抑制住了上海隊的發揮，一
波連得13分的攻勢令天津隊取得了巨大領先優勢。上
海隊主帥王之騰連續換人也未能扭轉頹勢，天津隊最終
以25：11的懸殊比分拿下首局。

第二局，天津隊繼續讓朱婷從前排四號位打
起，強勢的進攻依然令上海隊難以阻擋。25：
17，天津隊再下一城。第三局，天津隊的一攻和
攔防質量繼續保持在高水平，同時也更加留意上
海隊進攻環節的輕打和吊球，最終以25：14贏得第
三局，3：0橫掃上海隊，取得了決賽開門紅。

王寶泉：上海不止這水平
對於天津女排整場比賽的發揮，王寶泉表示非常滿意。

“此次全隊的球員發揮得都很好，無論是進攻隊員還是二傳都展
現出應有的水平。但是通過整場比賽可以看出，上海隊並不是這個
水平，因此我們不會拿這場比賽的發揮去衡量一支隊伍的能力，
相信回到主場後，上海定會迎來爆發，接下來，我們還要在接發
球以及攔網環節多加訓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聰 天

津報道）2019-2020賽季中國女子

排球超級聯賽決賽日前打響，坐

鎮主場的天津渤海銀行女排直落

三局完勝上海光明優倍女排取得

“開門紅”。

“11冠王”天津女排日前輕
取上海隊，賽後王寶泉表示首局主
打美國外援胡克爾的奇招奏效，他
和朱婷都稱讚了二傳姚迪的出色表
現。

在當天的首局比賽中，擁有朱
婷和李盈瑩兩大強攻手的天津隊在
進攻上以接應胡克爾為主，結果打
出了18：3的瘋狂開局。賽後王寶
泉承認，首局主打胡克爾的確是有
意為之。在對此前的比賽進行研究
之後，王寶泉發現對手對朱婷和李
盈瑩的盯防比較嚴密，所以當天開
場有意主打胡克爾，取得了很好的
效果。全場比賽，胡克爾23扣17
中，拿下了全隊最高的19分。

王寶泉說，這場比賽是他本季
中途接手天津之後胡克爾發揮最出
色的一場，也打出了她的真實水
平。

後兩局發力的朱婷全場得到
17分，李盈瑩也有18分進賬，副
攻國手王媛媛斬獲8分。跟王寶泉
一樣，朱婷也稱讚了二傳姚迪和攻
手之間的配合，並認為天津隊打得
很順暢。

“從發到攔到防，每個環節都
是高質量的。”朱婷說。

■新華社

正在廣東佛山集訓的國足日前任命了蒿
俊閔、于大寶和張琳芃三位“80後”為新
一屆隊長。于大寶在接受採訪時表示，要與
每一位球員做好交流，國家隊徵召是畢生的
榮耀。

國足雖然還沒有官方宣佈任命，但于大
寶在當日下午訓練前接受採訪時，面對記者
們的詢問確認了這個消息。

“可能是年齡大了吧，我們三個人都在
國家隊時間比較長，希望我們能夠承擔起責
任。我們球隊要更加團結，作為老隊員之
一，我也要和每一個球員做好溝通和交流。
無論生活還是訓練，團隊的氛圍很重要。”
于大寶說。

1987年出生的蒿俊閔、1988年出生的
于大寶和1989年出生的張琳芃確實是新一
屆國足陣中年齡較大的三人。李鐵作為少
帥，或許更需要“老”球員在隊中起到帶頭
作用。

近年來，無論主教練如何更迭，于大寶
一直是國足的常客。他表示，自己和任何人
都不應該拒絕國家隊的召喚。

“自己都三年沒放假了，從2017年東
亞盃開始一直都是這樣。我覺得能接到國家
隊的邀請是非常榮幸的，每個人都不應該拒
絕，也不可能拒絕。國家隊的徵召是畢生的
榮幸，大家都會全力以赴。”于大寶說。

■新華社

于大寶：國家隊徵召是畢生榮耀

據中國足協消息，正在泰國備戰亞洲足協U23
錦標賽決賽階段比賽暨2020東京奧運會男足預選
賽的中國國奧隊，日前公佈了最終23人名單，黃
紫昌、鄧宇彪落選。

中國國奧隊曾在上月底公佈了一份25人的大
名單，但根據本次賽事規定，各參賽隊提交的最終
名單不能超過23人。經教練組商議，黃紫昌與鄧
宇彪最終落選，同時隊伍不會再有人員上的更替。

對於兩名球員的離隊，球隊執行教練郝偉表
示：“在晚間訓練之後，教練組進行了溝通，根據
隊員狀態作出了調整，劉若釩進入最後的名單，鄧
宇彪和黃紫昌將回到各自球會報到。”

本次亞錦賽中國隊位於C組，同組對手有伊
朗、韓國和烏茲別克斯坦。中國隊今日迎來首個對
手韓國隊。

談到第一場的對手韓國國奧隊時，郝偉表示：
“對手實力有目共睹，但是我們隊員經過這一段的
訓練，還是很有信心的，接下來就是看隊員們在比
賽過程中如何展現。”

根據規則，除日本已作為東道主獲得2020東
京奧運會參賽資格外，奧預賽前三名將獲得東京奧
運會入場券（如日本隊進入前三名，第四名也將晉
級）。換言之，中國隊要想晉級東京奧運會，必須
從小組出線並至少打進奧預賽準決賽。 ■新華社

國奧隊公佈U23亞錦賽23人名單

新季中超落實2月22日開賽
中國足協日前公佈了2020賽季的中超聯

賽賽程，新季的中超將於2月22日打響。在
2020歐洲國家盃和奧運會期間，聯賽將不設
間歇期。根據中國足協公佈的賽曆，收官戰定
在10月31日舉行，聯賽最後兩輪所有比賽將
同時開球。2020超級盃則於2月5日在蘇州進
行，對陣雙方是廣州恒大淘寶和上海綠地申
花。 ■新華社

彭帥/張帥無緣深網女雙八強
2020年深圳網球公開賽日前進入第三個

比賽日。雙打項目上，兩對“中國金花”組合
隔網相對，最終持外卡參賽的蔣欣玗/湯千慧
以6：2、6：4戰勝張帥/彭帥組合，晉級八
強。當天有多達7組中國選手出戰，但僅有蔣
欣玗/湯千慧組合取勝。此外，頭號種子賓錫
絲、二號種子薩巴倫卡雙雙爆冷不敵對手。

■新華社

中國男排開啟東京奧運衝刺
在日前進行的東京奧運會亞洲區落選賽小

組賽首輪，中國男排以3：0擊敗哈薩克斯
坦，取得開門紅。總共有八支隊伍參加本次亞
洲區落選賽，中國與哈薩克斯坦、伊朗和中國
台北分在A組，而卡塔爾、印度、澳洲和韓國
分在B組。兩個小組前兩名進入準決賽，最終
的冠軍才能獲得進軍東京奧運會的門票。

■新華社

長 話 短 說

中國國奧隊23人大名單
門將：陳威、李冠希、張岩

後衛：童磊、魏震、朱辰傑、趙劍非、馮博
軒、楊帥、蔣聖龍、迪力穆拉提

中場：黃政宇、黃聰、段劉愚、胡靖航、陳
彬彬、周俊辰、張凌峰、陳蒲

前鋒：楊立瑜、張玉寧、田鑫、劉若釩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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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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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迪表現備受
讚賞。 網上圖片

■朱婷（左二）在比賽中與隊友慶祝得

分。
新華社

■■李盈瑩李盈瑩（（右右））
在比賽中扣在比賽中扣
球球。。 新華社新華社

■■朱婷朱婷（（右上右上））在在
比賽中扣球比賽中扣球。。

新華社新華社

■于大寶（右一）已是國足老隊員。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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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脫口秀為中心，加入音樂表演，小品表演，

舞蹈，觀眾互動等多种表現形式。

▲ 節目截圖

節目介紹：
《大鵬劇場秀》是《大鵬嘚吧嘚》的另一種線下演出模式，可以說是
精編版，或者帶有綜藝性質的《大鵬嘚吧嘚》。劇場秀模式部分借鑒
了美國輝煌了70年的王牌綜藝節目《周六夜現場》，以大鵬擅長的脫
口秀為中心，加入音樂表演，小品表演，舞蹈，觀眾互動等多種表現
形式，在豐富傳統脫口秀形式的同時，力求加強現場演出時的代入感
和即興感，事實證明，這種區別於線上信息單向傳播的互動傳播方式
為live演出增色不少，也取得了非常好的口碑。
大鵬嘚吧嘚：爆笑應對坑爹面試

播出時間：
每個週五上午10點，重播為週一早上5點和中午12點半。 ▲ 節目截圖

《大鵬劇場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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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視台保留變更節目權利，以實際播出為準。 Updated as: 12/26/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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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thern Television 15.3             2019年12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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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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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五       2020年1月10日       Friday, January 10, 2020



BB1111廣告

BB22廣 告
星期五 2019年3月15日 Friday, March 15, 2019

*優惠至2019年6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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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0日前送達華美銀行，撥款日期最晚為2019年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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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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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五       2020年1月10日       Friday, January 10, 2020

Rel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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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B1212廣 告
星期五       2020年1月10日       Friday, January 10, 2020


	0110FRI_B1_Print.pdf (p.1)
	0110FRI_B2_Print.pdf (p.2)
	0110FRI_B3_Print.pdf (p.3)
	0110FRI_B4_Print.pdf (p.4)
	0110FRI_B5_Print.pdf (p.5)
	0110FRI_B6_Print.pdf (p.6)
	0110FRI_B7_Print.pdf (p.7)
	0110FRI_B8_Print.pdf (p.8)
	0110FRI_B9_Print.pdf (p.9)
	0110FRI_B10_Print.pdf (p.10)
	0110FRI_B11_Print.pdf (p.11)
	0110FRI_B12_Print.pdf (p.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