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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歲畫童被稱歲畫童被稱““學前畢加索學前畢加索”” 壹幅抽象畫賣壹幅抽象畫賣11..11萬歐元萬歐元

近日德國媒體報道稱近日德國媒體報道稱，，壹位壹位20122012年出生的德國男孩米凱爾年出生的德國男孩米凱爾··阿卡爾阿卡爾
因繪畫技藝驚人因繪畫技藝驚人，，獲美譽為獲美譽為““學前畢加索學前畢加索”，”，而他的畫現在正以數千歐而他的畫現在正以數千歐
元的價格陸續賣給世界各地的人元的價格陸續賣給世界各地的人。。是什麼原因讓這個僅是什麼原因讓這個僅77歲的孩子能與歲的孩子能與
西班牙繪畫大師巴勃羅西班牙繪畫大師巴勃羅··畢加索相提並論畢加索相提並論？？或許僅僅只是因為他的畫具或許僅僅只是因為他的畫具
有典型的抽象表現主義的風格有典型的抽象表現主義的風格，，而他作畫的方式也相當有創意而他作畫的方式也相當有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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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莎士比亞的作品合集《第壹對開本》在英國倫敦佳士得拍賣行展出。據悉，這本書出版於
1623年，包含莎士比亞的36部作品，預計在紐約拍賣時將以4,000,000-6,000,000美元的價格售出。

陜西關中西周墓葬罕見發現金制品陜西關中西周墓葬罕見發現金制品

陜西寶雞市考古研究所透露陜西寶雞市考古研究所透露，，考古考古
人員對寶雞市高新區旭光墓地進行了搶人員對寶雞市高新區旭光墓地進行了搶
救性發掘救性發掘，，墓主身份應是姬姓較高等級墓主身份應是姬姓較高等級
貴族貴族。。出土了金箔飾等金制品出土了金箔飾等金制品，，在關中在關中
西周墓葬中極為罕見西周墓葬中極為罕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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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保監會厘清2020年工作任務
要求再降小微企業融資成本

綜合報導 銀保監會官網顯示，2020 年全國

銀行業保險業監督管理工作會議近日召開，在

研判當前經濟金融形勢的同時，部署 2020 年工

作任務。

會議指出，銀保監會2019年防範化解金融風

險攻堅戰取得關鍵進展，金融機構服務實體經濟

質效不斷提升，重點機構重點領域改革不斷深化

，公司治理機制進壹步完善。“當前銀行業保險

業運行總體平穩，主要指標處於合理區間。但是

風險形勢依然復雜，存在著諸多不確定性和不穩

定性，需要認真 應對，妥善處理。”會議同時

提出。

關於2020年的銀保監會工作的部署，會議強

調，繼續拆解影子銀行，特別要大力壓降高風險

影子銀行業務，防止死灰復燃。堅決落實“房住

不炒”要求，嚴格執行授信集中度等監管規則，

嚴防信貸資金違規流入房地產領域。對違法違規

搭建的金融集團，要在穩定大局的前提下，嚴肅

查處違法違規行為，全力做好資產清理，追贓挽

損，改革重組。深入推進網絡借貸專項整治，加

大互聯網保險規範力度。繼續努力配合地方政府

深化國有企業改革重組，加快經濟結構調整，化

解隱性債務風險。有效防範化解外部沖擊風險，

做好銀行保險機構壓力測試，完善應對預案，穩

定市場預期。

會議指出，抓緊出臺商業銀行小微企業金融

服務監管評價辦法，普惠型小微企業貸款綜合融

資成本要再降0.5個百分點，貸款增速要高於各

項貸款平均增速，5家大型銀行普惠型小微企業

貸款增速高於20%。強化對民營企業特別是民營

制造業企業金融服務，突出支持先進制造業和產

業集群，重點紓解有市場前景企業的流動性困難

。加強社會服務領域金融支持，落實支持生豬生

產金融政策措施。助力打贏脫貧攻堅和汙染防治

攻堅戰，努力實現“三區三州”等深度貧困地區

貸款增速高於所在省份貸款平均增速。大力發展

綠色金融，推出壹批有利於環境保護的金融產品

，進壹步提高環境汙染責任強制保險覆蓋面與滲

透率。

會議還要求，引導銀行理財和信托業穩妥轉

型，建立完善養老保障第三支柱，在優化金融產

品結構和機構體系的同時，為資本市場長期持續

健康發展打牢基礎。以中小銀行和農信社改革為

重點，全面深化各類銀行保險機構改革。健全商

業車險費率市場化形成機制，推進再保險市場建

設，擴大巨災保險試點範圍。進壹步擴大對外開

放，加快已出臺政策落地見效。大力改善股本結

構，鼓勵主業突出、管理先進、具有優良記錄的

境內外專業機構入股中資銀行和保險公司。完善

公司治理，將黨的領導有機融入公司治理各個環

節，建立和完善既有中國特色又符合20國集團規

則的現代企業制度。全面加強資產和負債質量監

管，在現有五級分類基礎上，細化分類規則，提

高資產分類準確性。盡快制定負債質量監管辦法

，提高銀行保險機構，特別是中小機構負債的穩

定性和匹配性。探索完善銀行保險機構恢復與處

置機制，會同相關部門抓緊研究確定國內系統重

要性金融機構名單。區分系統重要性與非系統重

要性機構，實施差異化監管。完善處置程序，壓

實處置責任，健全損失分擔機制，形成健康有序

的金融治理體系。

2020年汽車市場有望逐步企穩
保有量仍具成長空間

受宏觀經濟放緩、消費需求提前釋

放、經貿摩擦帶來不確定性以及網約車

新業態發展等多方面因素影響，2019年

中國汽車產銷量同比分別下降 7.5%和

8.2%。專家表示，在28年持續高增長後

，出現壹定調整屬正常市場行為；從經

濟增長預期、汽車千人保有量等數據看

，中國汽車市場仍具成長空間。

1月13日，中汽協發布的2019年汽

車行業數據顯示，2019年中國汽車產銷

分別完成2572.1萬輛和2576.9萬輛，同

比分別下降7.5%和8.2%，但產銷量繼續

蟬聯全球第壹。

中國汽車工業協會副秘書長師建華

表示，盡管從2018年開始，汽車工業出

現下滑，但在28年持續高增長後，出現

壹定調整屬正常市場行為，“沒有壹個

產業能不經調整壹直往上走，有升有降

，是行業可持續發展必經之路。”師建

華說，這有助於大家更冷靜地看待市場

，有助於產業未來健康發展。

去年下半年企穩明顯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產業經濟研

究部助理研究員周毅在接受經濟日報

記者采訪時表示，2019 年汽車產業表

現不佳，主要受宏觀經濟放緩、消費

需求提前釋放、經貿摩擦帶來不確定

性以及網約車新業態發展等多方面因

素影響。

不過，在車市低迷大環境下，2019

年12月份的數據閃現亮點。數據顯示，

2019年各月汽車產銷連續出現負增長，

上半年降幅更為明顯；下半年則逐步好

轉，其中12月當月銷售略降0.1%，與上

年同期基本持平。

“2019年 5月份以來，月度汽車銷

量同比降幅壹直呈現收窄趨勢（8月份

除外）；尤其是12月份銷量同比下降

0.1%，與上年水平基本持平，企穩態勢

明顯。”周毅表示。

2019年12月份，乘用車、商用車、

新能源汽車銷量表現都不錯。具體而

言，乘用車銷售221.3萬輛，環比增長

7.6%，同比增長-0.9%；商用車銷售44.5

萬輛，環比增長11.3%，同比增長3.9%

。相比2019年 11月份乘用車-5.4%的增

長率而言，12月份降幅足足收窄了4.5個

百分點。“這個幅度相當大，2019年收

了個好尾。”周毅說。

自主品牌經受市場洗禮
雖然自主品牌乘用車的市場份額在

下降，但也要看到，在 2019年形勢比

2018年更加嚴峻的背景下，自主品牌還

是顯示出了壹定的韌性。就市場占有率

而言，2019 年自主品牌降幅要稍好於

2018年。

“過去是賣方市場，現在和今後

都是買方市場。如果產品不行，市場

肯定不認可。”師建華認為，過去很

多自主品牌取得了壹定成績，主要是

由於市場大環境好。如今外資品牌不

斷進入，市場競爭越來越激烈，只有

壹部分自主品牌經受住了考驗，取得

了真正的進步。例如，長城汽車連續

多月壹直保持正增長，吉利也發展得

非常好。

“雖然目前39.2%的市場份額確實

比以前降低了，但相信我們以後壹定能

守住，而且可能會更好。”師建華認為

，自主品牌非常有希望。

保有量仍具成長空間
中汽協預測，2020年汽車市場降幅

將收窄到2%。師建華表示，當前汽車產

業處在數量式增長向高質量發展轉變的

過程，市場有望逐步企穩。

近日，世界銀行發布的2019年全球

20個主要國家數據顯示，中國每千人汽

車擁有量為173輛，位列榜單第17名；

美國每千人汽車擁有量達837輛，是中

國的近5倍。由此可見，中國汽車市場

依然具有很大成長空間。

數據顯示，截至2019年底，我國私家

車保有量突破2億輛。對此，中國汽車工業

協會副秘書長許海東表示，隨著我國汽車

保有量不斷提高，二手車市場還會保持非

常快的增速。從國際上看，發達國家二手

車交易量壹般是新車的兩倍甚至更高，中

國市場未來也會往這個方向走。

周毅也認為，長遠來看，經濟增長預期、

居民收入持續增長、汽車千人保有量等多項指

標都表明，我國汽車消費市場尚有很大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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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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媒：國民黨開啟權力內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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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2019 -1/19/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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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14 15 16 17 18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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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2020

電視劇《中國往事》 第41~42集 (重播) 電視劇《傳奇之王》 第1~3集 (重播)

電視劇《大境門》 第6~10集

電視劇《大境門》 第6~10集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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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鞠萍姐姐講故事

健康之路

電視劇《中國往事》 第41~42集 電視劇《傳奇之王》 第1~3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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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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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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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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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家的前一天，跟一个以前的

同事约饭，讲好了，她半年前涨了

工资，我备考这几个月又没有收入

，所以这顿饭一定要她请了。

她这个人特别节约，但不是抠

门的那种，只是对自己很舍不得花

钱，家里弟弟妹妹多，爸爸又是个

赌鬼，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时候，她

还要每月给家里寄钱，过得一直都

蛮辛苦的。

现在她的弟妹都不上学了，去

年跟我说过，想攒个十几万回老家

的县城买个房子，想着她那么节约

，在深圳一万多的收入，这一年一

定存了一些钱了，便随口问了一句

：“你这一年有没有把买房的首付

攒出来啊？”

她苦笑着摇了摇头说：“没有

，买房子是不用想了。”

“怎么？之前不是已经存了几

万了吗？家里又有事？”

她说不是，但欲言又止，好像

有什么重大的事要说，可又说不出

口。

“我被骗了，骗了 30万。”

“什么？”我完全无法相信自

己听到的是这么一句话，她哪里有

30万给人家骗啊！

她说：“所有存款都被骗光了

，还把花呗、借呗、白条里的钱都

贷了出来给了骗子。”

接着，她给我讲了被骗的经过

，大概就是她在天猫买了衣服，有

人冒充天猫旗舰店的人给她打电话

，要她取消一个业务，她完全没想

过对方可能是骗子，就按照对方的

要求做，执行转账操作时也没意识

到那是在转账，等钱转过去了，又

怕自己的钱对方不退回，继续被骗

子牵着鼻子走，直到所有的钱和网

贷账户都被清空，再也没有可骗的

了，骗子才收手。

她意识到自己被骗之后马上报

了警，但警察的表现很懈怠，大概

是这种案子见多了，告诉她，这 30

万想追回几乎是不可能的。给银行

打了电话，但是银行说爱莫能助。

过了失魂落魄的几天，最后只

能认命，跟同学、朋友借了十几万

，弟弟妹妹瞒着爸妈也给她凑了几

万，把网贷的钱先还了。

几个月前别人给她介绍的男朋

友，她说自己现在这个情况，

不想连累人家，决定不联系了

，接下来的两年，生活中只有

一件事：赚钱还债。

走的时候，我偷偷拿了账

单，走在前面把账结了，她觉

得不好意思，可是这顿饭要是

还让她请，那我也太不仗义了

！

还有一个朋友，考试前联

系过一次，但得知我在备考后

就什么都没说，考完试的第二

天联系她，互相讲这一年经历

的事，我俩抱着手机隔空对哭

了三个小时。

15 年因为写文章认识的，

她是一个大号的编辑，我是无

名小作者，交集不多，就是沟

通下文章的转载和标题，后来

她们的号越做越大，她又开始

带团队当领导，我写的文章也

越来越跟新媒体不搭边，我俩

就各自在彼此的朋友圈躺尸了

。

但是我特别喜欢她这个人

，是一个有灵魂又活在人间烟

火里的人。

她跟我说，几个月前她离职了

，那家公司她已经卖命了五年，为

公司做了好几个大号，出了无数爆

款，拼到没有周末没有休息，几次

因为过度劳累病倒，并且刚离职就

发现自己身体几乎垮了，原本商谈

好的创业计划，也只能搁置，因为

她要至少修养几个月才能把身体恢

复。

可这样的付出，换来的是什么

呢 ？ 是 男 同 事 指 着 她 的 鼻 子 说 ：

“如果不是遇到好的老板，你这种

女人就该是被男人搞大了肚子回家

生孩子的。”他们没有承认她的能

力，或者说承认了也没有给她尊重

，而是就像人们喜欢说马云长得丑

似的，不敢正视别人的强大，反而

用其他的方式攻击。

她说职场里的女人是真的难，

带团队的女人更难，如果下属做错

了事，男人可以又吼又骂，被骂的

下属们还会互相调侃“兄弟，又挨

骂了？”可她如果对下属的工作不

满意，或者要求没完成工作的下属

加班（前提是她自己也会陪着加）

，就会被说强势、不近人情。

做出成绩，别人要说：“你这

么强，让我们怎么混啊。”做不出

成绩，别人又会说：“女人，还是

不如男人。”

更可笑的是，当公司没有给她应

得的薪资和级别，主动争取的时候，

还要被扣一顶“你居然这么计较、拜

金、虚荣”的帽子，当她提出离职时

，老板说：“我从来没想过，你居然

会离开我。”别人可以不仁，但他们

却要求你一定要讲义气。

更多的不公和打击，连我这个旁

听者都不愿再写下去了，人生已经如

此多艰，奈何还有那么多混蛋。

我自己的家也遭遇了一场飞来

横祸。

事情发生几天后，姐姐才偷偷

告诉我，因为爸妈不想让我知道，

那时离考试还有一个多月。

我哥在去接侄女放学的路上出

了车祸，对方骑摩托车醉酒超速逆

行，好在我哥人没事，但是对方在

送医院的路上死了。

我虽然生在农村却完全不懂农

村的生存之道，法律似乎没什么用

武之地，对方完全不管这场车祸中

的责任划分，反正他家人不在了，

我们家人好好的就要求赔钱，去我

们家哭天抢地，在院子里烧纸，躺

尸，扬言说就算告她都没用，不给

钱，不给到她满意就会一直闹下去

。

这一切我都是听姐姐转述的，

爸妈不让我回家，因为我回去也帮

不上任何忙，毕竟是女儿，如果是

儿子那可能就不同了。

最后的结果是，赔了对方大几

十万，我把我能拿出来的钱也给我

哥转了过去，跟他说，这钱我不要

了，拿去用吧，但他说，等度过了

这个难关还是要还我。

老爸知道后也给我打电话，要

我少转一点，他怕我如果考上了，

明年没有钱读书。

虽然我没有听他的，但真的特

别感激他能这样为女儿着想，他不

需要自己的女儿做现实版的“樊胜

美”，他要他的女儿首先照顾好自

己。

奶奶也是在那段时间病重，这

是我考完试才知道的。

比较庆幸的是，这些事都翻篇

了，大家都走过来了，被骗钱的同

事说，以后大概会改变一下消费观

，过去那些年她过的太苦了，到头

来还是一无所有，那还不如像我似

的，把钱花到自己身上，一边努力

赚钱，一边让自己成长。

在家休养的朋友，一边养身体

一边做自己的新媒体，我相信以她

的才华和能力，能够挣到的远比从

前的公司所给她的要多的多。

我们家的生活也回到了正轨，

就当那些钱从来没赚过，就当万事

从头来。

越是成长，越是明白生活的不

简单、不容易，但越是经历就越发

现，风雨和彩虹都是生活该有的样

子，众生皆苦，所以，没有什么好

怕的，只管武装好自己往前走就是

了。

想到网上流传的一段对话：

- 大圣，此去欲何？

- 踏南天，碎凌霄。

- 若一去不回……

- 便一去不回！

穷人的生活到底有多恐怖？

【美南新聞記者、醫學博士朱全勝報導】作為
曾經執業醫師十幾年和近三十年的腫瘤研究經驗的
醫學博士，我對中央電視台著名主持人趙忠祥的去
世表示由衷的可惜、惋惜、嘆息，這是完全可以避
免的人間悲劇。

好多著名藝術家如趙忠祥好多著名藝術家如趙忠祥、、陳曉旭等在文化界陳曉旭等在文化界
和藝術界達到了事業的巔峰和藝術界達到了事業的巔峰，，家喻戶曉家喻戶曉，，人人皆知人人皆知
。。但是這些藝術家們的基本醫療知識貧乏但是這些藝術家們的基本醫療知識貧乏，，甚至到甚至到
了愚昧的地步了愚昧的地步。。有些惡性腫瘤是完全可以早期發現有些惡性腫瘤是完全可以早期發現
、、早期診斷早期診斷、、早期治療早期治療。。

趙忠祥步入老年趙忠祥步入老年，，老人腫瘤發生的概率肯定升老人腫瘤發生的概率肯定升
高高，，他最早發現一個長在下肢表皮的腫塊他最早發現一個長在下肢表皮的腫塊，，不斷的不斷的
長大長大，，還呈菜花狀還呈菜花狀，，完全需要去看醫生完全需要去看醫生，，但他拒絕但他拒絕
去看醫生去看醫生，，認為可以自然去掉認為可以自然去掉。。實際上發生在老年實際上發生在老年
表皮上的腫塊表皮上的腫塊，，根本不用顯微鏡去觀察根本不用顯微鏡去觀察，，就知道鱗就知道鱗
狀細胞癌或者黑色素瘤的可能性比較大狀細胞癌或者黑色素瘤的可能性比較大，，至少要去至少要去
醫院找醫生看看醫院找醫生看看，，將腫塊切下來做個病理檢查將腫塊切下來做個病理檢查，，剛剛
發現時極可能還是原位癌發現時極可能還是原位癌，，完全可以根治完全可以根治。。如果這如果這
種腫瘤有早期浸濕種腫瘤有早期浸濕，，也不用過度擔心也不用過度擔心，，切除面積可切除面積可
能要大一點能要大一點，，嚴重時可以植皮嚴重時可以植皮，，若有必要若有必要，，可做一可做一
些基本的化療些基本的化療。。象趙忠祥這種鱗狀上皮細胞癌本身象趙忠祥這種鱗狀上皮細胞癌本身
生長比較慢生長比較慢，，轉移發生的也相對較晚轉移發生的也相對較晚，，與其它惡性與其它惡性
腫瘤相比腫瘤相比，，惡性度也相對低些惡性度也相對低些，，所以在他身上存在所以在他身上存在
了好多年了好多年。。如果看個醫生如果看個醫生，，早期發現早期發現，，早期切除早期切除，，
完全可根治完全可根治，，他現在仍然在玩古董字畫他現在仍然在玩古董字畫。。

趙忠祥號稱趙忠祥號稱1010億富翁億富翁，，經濟條件經濟條件、、醫療條件在醫療條件在

北京應該是頂級標準北京應該是頂級標準，，遺體告別儀式還能安排在八遺體告別儀式還能安排在八
寶山寶山，，影響力不一般影響力不一般。。可是他讓腫塊任其發展可是他讓腫塊任其發展，，靠靠
自己機體的扺抗力來把腫塊消除自己機體的扺抗力來把腫塊消除。。實際情況是在他實際情況是在他
出現腫瘤的時候已經表明他的機體的免疫力減退出現腫瘤的時候已經表明他的機體的免疫力減退，，
能殺死突變的癌細胞的能殺死突變的癌細胞的TT淋巴細胞功能減弱淋巴細胞功能減弱，，甚至甚至
消失消失，，腫瘤細胞會無限制生長腫瘤細胞會無限制生長，，不斷生長不斷生長，，不斷擴不斷擴
散散，，直到他發展到全身轉移直到他發展到全身轉移、、出現惡液質出現惡液質（（惡病質惡病質
））時才去醫院時才去醫院，，在進入醫院不到在進入醫院不到1010天出現昏迷天出現昏迷，，治治
療不到一個月療不到一個月，，生命終止生命終止。。

還有著名演員還有著名演員、、電影電影《《紅樓夢紅樓夢》》林黛玉主演陳林黛玉主演陳
曉旭曉旭，，她的乳腺癌發現的也很早她的乳腺癌發現的也很早，，完全可以局部切完全可以局部切
除除。。實際上幾十年前都開始進行乳腺癌普查篩選實際上幾十年前都開始進行乳腺癌普查篩選，，
能及時發現腫瘤能及時發現腫瘤，，達到完全根治的目的達到完全根治的目的。。陳曉旭作陳曉旭作
為藝人為藝人，，因乳腺癌要切除部分乳腺因乳腺癌要切除部分乳腺，，乳腺形態變型乳腺形態變型
，，又在乳腺上要留下刀痕又在乳腺上要留下刀痕，，她為了讓乳房美觀她為了讓乳房美觀（（實實
際上是給別人看際上是給別人看），），寧肯不做手術寧肯不做手術，，又受到某些所又受到某些所
謂腫瘤中醫師的瞎編欺騙謂腫瘤中醫師的瞎編欺騙，，釆用中藥來治療癌症釆用中藥來治療癌症，，
中藥不僅殺不了癌細胞中藥不僅殺不了癌細胞，，還促進癌細胞的生長還促進癌細胞的生長，，讓讓
癌細胞在體內存在並擴散多年癌細胞在體內存在並擴散多年，，一直發展到了晚期一直發展到了晚期
全身轉移全身轉移，，仍然認為宗教信仰能根除乳腺癌仍然認為宗教信仰能根除乳腺癌，，決定決定
出家為妮出家為妮，，直到生命最後一刻直到生命最後一刻。。

這些著名藝術家們輝煌一世這些著名藝術家們輝煌一世，，榮耀一身榮耀一身，，但在但在
基本醫療衛生保健方面真是愚蠢基本醫療衛生保健方面真是愚蠢！！愚笨愚笨！！愚昧愚昧！！

本文希望能為讀者提供幫助本文希望能為讀者提供幫助，，增加一點防癌抗增加一點防癌抗
癌的基本知識癌的基本知識，，達到防病治病達到防病治病，，健康長壽的目的健康長壽的目的。。

從趙忠祥葬禮從趙忠祥葬禮 談藝術家的愚昧談藝術家的愚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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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休城畫頁
星期二       2020年1月21日       Tuesday, January 21, 2020

本報記者黃麗珊報導本報記者黃麗珊報導

休士頓龍岡親義公所休士頓龍岡親義公所20202020年由張慈喜老師掌舵年由張慈喜老師掌舵（（上上））

著名歌唱家著名歌唱家，，笛子演奏家張慈喜笛子演奏家張慈喜（（右三右三））於元月於元月1818
日宣誓就職主席日宣誓就職主席。。 僑教才女趙婉兒僑教才女趙婉兒（（右三右三））宣誓就職副主席宣誓就職副主席。。

世界龍岡親義總會世界龍岡親義總會 劉秀美副主席劉秀美副主席（（右三右三））主持監交主持監交。。

前主席關邦健前主席關邦健（（右四右四））傳承給新主席張慈喜傳承給新主席張慈喜（（右二右二）。）。

主席關邦健夫人主席關邦健夫人（（左－左－））財務劉佩坤財務劉佩坤 ((左三左三））在前台幫忙貴賓及會員報到事宜在前台幫忙貴賓及會員報到事宜。。 龍岡劉關張趙四姓宗親及華洋子弟龍岡劉關張趙四姓宗親及華洋子弟，，共共110110多人共聚一堂多人共聚一堂，，共渡愉快的週末共渡愉快的週末。。

關振鵬律師的媽媽關振鵬律師的媽媽（（右一右一））是創會元老是創會元老
，，熱愛龍岡熱愛龍岡，，是大家的楷模是大家的楷模。。

【本報訊】I. 2020年第一季度1、2、3月
慶生會謹定於2月8日(星期六) 上午10:00到中
午12:30假僑教中心大禮堂舉行。為慶祝農曆
新春、元宵節和會員慶生將於會場為會員提供
午餐。並安排有精彩的歌唱和舞蹈表演節目。
請憑有效會員証於2月3日之前每週一到週五
上午十點到十二點到僑教中心102室向義工登
記領取入場劵。慶生會當天憑票和會員証入場
。 2月3日後恕不再分發入場劵。

II. 您希望長命百歲身體健康嗎? 本會為您
舉辦系列健康促進講座(主講人: 鄧雅如)請踴躍
參加

1）1月28日、星期二、上午十點至十一
點半僑教中心102室。主題: “腸”健康常健
康：

腸道被認為是人體的免疫器官之一，有許
多的免疫細胞都聚在腸道裡，而它的免疫力和
我們的飲食，生活作息，十分密切。怎麼樣養
好它照顧它，才能有更多的好提升我們的免疫
力呢？另外許多醫師及專家警告，罹癌年齡有
明顯年輕化的趨勢，如何減少大腸癌的風險呢

？我們一起了解腸道世界。
2）2月13日、星期四、上午十點至十一

點半僑教中心102室。主題: 找回快樂賀爾蒙
：

你快樂嗎？快樂哪裡找？面對這樣的問題
，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毫無考慮大聲回答：我很
快樂。世界衛生組織，將憂鬱症列為昂貴的疾
病之一，除了藥物和愛的陪伴之外，其實許多
食物能夠穩定心情，吃對食物，也能達到紓解
憂鬱的效果，對於憂鬱症患者有所助益，一起
趕走心中的藍色憂鬱。

III. 2019年2月 18日星期二、一日遊。將
於1月28日星期二 開始接受報名收費。名額
有限、請儘早報名。

上午8:45 到下午 4: 20。上午8:45僑教中
心停車場登記上車。 9:00 準時出發、過時不
候。

行程包括: 暢遊麥戈文百年花園& 涼亭花
園這裹有寬敞的綠色草坪，百花盛放鮮明的花
園。參觀加爾維斯頓鐵路博物館。並將會在這
裡乘搭一段火車之旅。午餐, 中式自助餐。

中華老人服務協會中華老人服務協會
20202020 年年 22月份活動通告月份活動通告

(( 為食書生為食書生））出類拔萃話出類拔萃話 「「名門名門」」 楊楚楓楊楚楓
「食不厭精」 有古訓，夫子指

引逾千年。週日驅車糖城去，踏入
「名門」 可寫詩。

時近歲晚，豬去鼠來，本人
「為食書生」 與家人及親朋戚友際

此時此刻，聚會食飯，飲茶雀局的
機會將會不少。放眼休斯頓市四方
八面，具特色、可入口的中菜酒家
餐館，為數亦眾。我幼讀孔孟詩書
，對於兩千多年前的 「大誠至聖」
孔夫子其中一句說話： 「食不厭精
，膾不厭細」 （意指人生世上，對
於精緻食物，一定要樂於開懷享受
），奉為至高無尚的食經大全，更

何況自己的前半生，曾在德州聖安
東尼奧及休斯頓兩市經營粵菜酒家
近40 年，所以深知自己口角己尖，
選擇精美酒家飯店來聚會，實覺理
所當然。

上個週日，跟來自廣州市的兩
三友好，特別去到休市西南區名門
金宴酒家午茶。他們之所以光顧名
門，是因為該酒家一向出品精良，
服務週到。近期適逢該店開業6 週
年，店東感謝休市食客，一向關照
，故慷慨大方，特別推出酬賓特賣
活動： 每天上午11 點至下午3 點這
段午市興旺期間，把店中有近50 味

點心，一律以特價$4•99 出售。這
真是益食家, 大手筆，令我等食客心
動不已。與其心動，不如行動，所
以一呼百應，當天便結伴上名門金
宴。

舉步入內，但見大堂之內的三
張大枱，每張可坐15 位人客的，早
已完全坐滿，我們這個群體的領頭
人英姐，乃是這裡的常客，所以即
蒙店中孔經理的超級款待。我們先
來的一行5 人，已要求有普洱、香
片、烏龍、鐵觀音、熱滾水不同茶
水，便共有6 款之多。我自己曾經
是酒家老細，對此也覺得不好意思

。但是名門金宴的侍應，看得出久
經訓練，對於茶客的要求，只有
Yes Sir兩字, 完全沒有絲亳反感，十
分樂意為我們送上不同茶味的熱茶
，令我們頓覺 「飲茶名門不可忘」
。
至於戲肉的點心，就洋洋大觀，不
需5 元便食上一碟，還不舉履歡迎
！大家拿起點心單，一邊看，一邊
讀，一邊寫，一瞬間，己點上著名
的鮮蝦燒賣皇、金宴蝦餃皇、醬皇
蒸鳳爪、薑蔥牛柏葉、香煎蘿蔔糕
、酥炸蚧鉗、皮蛋瘦肉粥、牛肉腸
粉等8 款不同款色點心作第一回合

「五臟六腑」 祭品。不需多久，侍
應便依單送上。一輪 「羅通掃北」
，便像大嚮裡初出省城一樣： 碟碟
空！

正是 「好曲不厭百回聽，好菜
不會早叫停」 。更何況只收4 元9
角9 分一碟？食過翻尋味，我們便
再分工合作，一邊多叫幾味蒸類、
及焗類的出品，也叫上肉絲炒麵、
乾炒牛河各一大碟，一試名門廚房
手藝。結果是： 「大仔是安、二仔
是樂」 ，大家食得 「安安樂樂,食得
歡天喜地，盡興而歸，但覺名門金
宴，出類拔萃，再會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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