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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59號公路中高層公寓，2臥2衛，2臥半2衛

˙近Westheime 3房2.5衛房，售$189K

Lance Chau
(713)271-9898

貸款: 買房、重貸、出租房貸款、抵押兌現、不查收入
Fast Easy Mortgage

Lchauemail@yahoo.com
RMLO NMLS 246133

6120 Westline Drive Houston, Texas 77036

Venture Equity 房屋買賣/貸款/投資/商業

永創佳業 1031物業延稅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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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物 風 采人 物 風 采

邵小明邵小明
三一地產負責人三一地產負責人
擁有專業的出租管理團隊擁有專業的出租管理團隊
豐富的招租以及管理經驗豐富的招租以及管理經驗
一條龍服務一條龍服務﹐﹐讓房東們能夠安心省心讓房東們能夠安心省心
電話電話:: 469469--525525--24752475﹒﹒
Email: sam.shao@Email: sam.shao@3131realty.netrealty.net
休斯頓辦公室地址休斯頓辦公室地址:: 94409440 Bellaire Blvd., #Bellaire Blvd., #201201,,
Houston, TXHouston, TX 7703677036﹒﹒網址網址﹕﹕www.www.3131realty.netrealt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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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瀘定大渡河上百年鐵索橋迎大修四川瀘定大渡河上百年鐵索橋迎大修

修建於清朝康熙年間修建於清朝康熙年間，，因紅軍因紅軍““飛奪瀘定橋飛奪瀘定橋””馳名中外的四川瀘定大渡河鐵索橋大修進入尾聲馳名中外的四川瀘定大渡河鐵索橋大修進入尾聲，，橋板橋板
已全部安裝完畢已全部安裝完畢。。 瀘定大渡河鐵索橋全長瀘定大渡河鐵索橋全長103103..6767米米，，寬寬33米米，，1313條鐵索共由條鐵索共由1216412164個鐵環構成個鐵環構成，，鐵索有鐵索有
2020%%的鐵環為近代更換的鐵環為近代更換，，8080%%的鐵環仍為的鐵環仍為““清朝原裝清朝原裝”。”。瀘定縣文物管理局工作人員稱瀘定縣文物管理局工作人員稱，，上世紀以來上世紀以來，，瀘瀘
定橋定橋““三年壹小修三年壹小修，，五年壹大修五年壹大修”，”，此次主要是對兩岸橋亭古建築以及鐵索進行整修加固此次主要是對兩岸橋亭古建築以及鐵索進行整修加固。。

迪拜舉行迪拜舉行““歡樂春節歡樂春節””大巡遊迎中國新年大巡遊迎中國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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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33綜合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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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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經濟論壇2020年年會前瞻

世界經濟論壇 2020 年年會定於

21 日至 24 日在瑞士達沃斯舉行。在

經濟全球化和多邊主義遭遇逆流、

國際形勢不確定性增加的背景下，

本屆年會期待凝聚全球政商界、學

術界、公民社會等利益攸關方的力

量，共同應對涉及生態、經濟、地

緣政治等領域的挑戰，以實現可持

續發展目標。

凝聚各方力量
本屆年會主題是“凝聚全球力量，

實現可持續發展”。關於設置這壹主題

的初衷，世界經濟論壇創始人兼執行主

席施瓦布此前在媒體吹風會上說：“世

界正處在危急之中，可以采取行動的窗

口期正在迅速關閉……我們需要壹個合

作行動的平臺。”

去年9月，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

警告，目前人類在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

的道路上已偏離了軌道。致命沖突、氣

候危機、基於性別的暴力、經濟增長不

平衡、債務不斷上升、全球貿易緊張局

勢加劇等因素都為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實

現增添了障礙。

施瓦布強調，世界經濟論壇始終堅

持的基本理念是，多數挑戰沒有辦法通

過政府、企業或公民社會任何壹方單獨

解決。世界經濟論壇創立之初就提出

“利益攸關方”理念，致力於推動商界

、政界、公民社會等利益攸關方之間展

開互動。而在50年後的今天，需要重新

聚焦各利益攸關方在應對當下挑戰中所

應承擔的新責任，賦予這壹理念新的意

義。

聚焦多重挑戰
本屆年會將迎來110多個國家的近

3000名與會者，他們將圍繞全球在生態

、經濟、地緣政治等領域的挑戰展開討

論。

世界經濟論壇全球議程總監塞巴

斯蒂安· 布庫普向記者介紹說，應對氣

候變化問題是當下最重要的挑戰之壹

。去年年底，在西班牙馬德裏召開的

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上，與會各方未

就《巴黎協定》實施細則達成壹致，

為之後全球減排目標的實現增添了變

數。此次世界經濟論壇年會將討論如

何協調經濟發展與減排之間的矛盾，

為集聚各方動能、實現可持續發展目

標提供助力。

與此同時，經濟挑戰也不容忽視。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去年10月將2019年世

界經濟增速預期下調至3%，為2008年國

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的最低水平。世界

銀行也在近期發布的報告中警告，全球

經濟增長前景面臨下行風險。在此背景

下，布庫普說，如何實現可持續的包容

性增長將是本屆年會期間各方討論的重

點。

在地緣政治領域，壹些國家的單邊

主義、孤立主義傾向日益增長，多邊治

理體系面臨嚴峻挑戰。在本屆年會上，

圍繞多邊主義、全球治理體系等話題的

探討還將繼續。

期待中國作用
布庫普強調，本屆年會上，中國將

在可持續發展、技術和經濟增長這三個

領域的討論中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

“基本上要解決任何壹項挑戰，都不能

缺少中國的引領作用。而中國也確實發

揮了這壹作用。”

在《巴黎協定》的實施可能遇阻的

情況下，中國在應對氣候變化挑戰方面

如何發揮引領作用，成為世界關註的焦

點。“中國的全球綠色領導力”也成為

本屆年會分會場的議題之壹。

在技術創新方面，中國也在發揮重

要作用。布庫普說：“過去10年，中國

已經成長為全球技術領軍者。沒有中國

，涉及技術管理和安全等領域的任何問

題都無法解決。”

布庫普還指出，中國是全球經濟

增長的重要引擎之壹，“如果想知道

未來全球增長前景，我們就必須要了

解中國和中國經濟”。本屆年會期間

，與會者將通過“中國經濟展望”和

“中國資本市場新氣象”這兩場會議

，探討中國經濟發展趨勢及其對世界

經濟的影響。

邁進決勝年：上海“科創大腦”輻射全球智慧
綜合報導 世界首例生物節律紊亂體細胞克

隆猴模型、中國首艘自主建造的極地科學考察

破冰船、全球首臺兆瓦級高溫超導感應加熱設

備……它們都是 2019 年“上海第壹”的科技創

新成果。

2020年是上海建成“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

新中心”基本框架的“交卷”之年，上海正加碼打

造“科創大腦”，輻射全球智慧。《2019年度上海

科技創新中心指數報告》顯示，上海科技創新中心

(以下簡稱科創中心)指數達到 281.9，同比增長

10.51%。

上海市浦東新區科技和經濟委員會主任唐石青

接受中新社記者采訪時表示，任何產業的引領壹定

是科技、科學的引領，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創中心

壹定是全球領先的。“科創中心不是簡單的擁有技

術，科學的發現和技術的進步都有必然關系。在今

後，國際競爭越激烈我們在這方面越是要下功夫，

在基礎科研、原始創新上下功夫。”

上海推進科技創新中心建設辦公室副主任侯勁

介紹，上海在科創中心建設過程中通過建設張江實

驗室高水平的創新基地、打造國家重大科技基礎設

施群、深入實施國家重大科技項目三方面提升科創

中心的“策源”功能。

張江科學城作為上海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

創中心核心承載區，也是“策源”功能打造的核心

區。“核心承載區的意思是要在科技創新策源方面

進壹步加大力度，張江近些年建立了很多大科學裝

置，引進了眾多國內外高水平的研發機構和創新中

心。”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管理委員會張江

管理局副局長付軍對中新社記者說。

在政府不斷推動科創中心建設、打造科創策源

地的過程中，企業也切實感受到“關愛”。ABB(

中國)有限公司高級副總裁李剛告訴中新社記者

：“科創中心建設以後政府提供了很多支持，鼓

勵我們把研發中心放到中國來。去年我們的研發

投入增加20%，近些年來上海的研發團隊也是在

不斷擴張。目前，中國的研發人員比例占總體員

工11%。”

感受到科創環境改變的不只是大型科技企業也

有不斷發展壯大的中小型科技企業。上海市科技企

業聯合會常務副會長胡江波指出，政府減稅降費，

降低中小企業銀行貸款利息，簡化工作流程，給中

小型企業帶來便利。“以前貸款手續要辦理幾個月

，現在最多半個月。資本更便利地流到實體經濟，

為上海科創環境增添活力。”

為了讓科創企業和資本更好對接，科創板並試

點註冊制在2019年也應運而生，為科創企業“本土

花開”提供了有力支撐。胡江波說：“科創板設立

後科創企業資本和科創核心更緊密地結合在壹起。

現在企業的方向感很明確，只要具備核心技術、

人才、商業模式、市場的企業肯定就往科創板方

向走。我們現在扶植的企業中也有幾家正準備上

科創板。”

上海科創中心建設在長江三角洲區域壹體化的

背景下也迎來新機遇。唐石青表示：“希望長三角

壹體化在上海號召下，幾個城市合力將長三角這支

面向太平洋、打開市場的箭射得更遠，應該把我們

的輻射力和影響力跟全球經濟體比拼。”

邁進2020年，上海將初步建成“具有全球影響

力的科技創新中心”的基本框架，未來，在這個框

架下還有更多路要走。

“上海為建設科創中心已經布局了很多重點

項目，但科學項目成為經濟支撐還需要壹個過程

，這對我們來說是更大的挑戰，比建科學設施、

建實驗室要難得多。需要政府有更多的智慧，全

社會有更多的認同，合力去實現這些目標。”唐

石青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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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麗珊） 結構工程師許光雄博
士的安息禮拜，於9月14日上午10時在Memo-
rial Oaks Funeral Home莊嚴隆重舉行。生前好友
台灣同鄉會會長宋明麗，松年學院院長許勝弘
，美南旅館公會前會長張榮森，親家僑務委員

陳美芬、長老陳清亮及數百位親友、僑界人士
出席追思，緬懷故基督徒許光雄弟兄。

主禮Andrew Gackle牧師講 「他看見他的救
恩」信息及祝福禱告，司會程永夏讀經路加福
音2章25至32節，並協助Andrew Gackle牧師及

許勝弘院長作中英文翻譯。
追思會上親家陳清亮長老介

紹許光雄的生平，許光雄弟兄
德州糖城人，於主後2019年8
月 31 日蒙主恩召安息主懷，
享壽 82 歲。他生於主後 1937
年2月13日在台灣彰化縣和美
鎮，父親許清山（Ching San
Hsu)和母親許謝阿淑（A-Su
Shieh),在六個孩子中排行老大
。年輕時候他是一位品學兼優
的學生，曾獲得了許多最高榮
譽獎項，畢業於國立台灣大學
，服兵役一年後在台灣高雄從
事結構工程師的工作；隨後並

取得維吉尼亞大學工程碩士學位和哥倫比亞大
學博士學位。他前後在Ebasco核能專業和紐約
交通管理局擔任結構工程師工作三十年。他周
遊世界，年少時住在日本和台灣，長大成年後

旅居西維吉尼亞州、紐約市、新澤西州和德州
。退休定居在德州後，旅遊足跡更是遍及北美
、夏威夷，歐洲和亞洲各地，尤其是特別喜歡
回到日本。在家中他喜歡閱讀和吟誦中國詩詞
，但更重視和家人、朋友相聚時光，尤其是和
他的五個孫子們許博禎、許博英、許博恩、許
博君、許博菁。他與王淑華結婚54年，有兒子
許世穎小兒科醫師、許子豪醫師。晚年追隨他
的救主耶穌基督，並於主後2018年12月受洗，
成為休斯頓美南台福教會的忠實會員。

在簡志昌牧師禱告之後，美南台福教會詩
班獻唱 「一世人跟隨祢」、 「耶穌恩友」、松
年學院詩班獻唱 「親愛主，牽我手」、 「耶和
華祝福滿滿」。在長子許世穎追思父親，許子
豪向親友致謝後，Andrew Gackle牧師祝福禱告
之後隨即引發火化，靈骨安奉於Memorial Oaks
Cemetery.

在休市最大購物中心 Galleria到處可見濃濃的中囯元素，溜冰
場也裝飾中國春節祝福語。由亞洲協會德州中心和Galleria主辦為
期兩週的農曆新年慶祝活動。

大年初二，休斯敦華星藝術團，東方藝術教育中心，釋行浩
少林功夫學院與各族裔民眾分享中國舞蹈，民族器樂和中國功夫
，分享中國節慶文化。

喜慶聯歡 休斯敦的中國年味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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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01-John Lee李元鐘保險2567B_16

已發表19萬字保險專欄，
www.johnleeins.com 歡迎索取

7001 Corporate Dr. #201. Houston, TX 77036（華埠大廈）
電話: (832) 500-3228請找謝經理

李元鐘保險
我們擁有最多美國政府認證的
各項保險專業證照、得獎無數

美國保險碩士、台灣淡江保險學士

美國及台灣前十大保險公司理賠專員

汽車、房屋、商業、人壽、醫療、老人保險

2019年9月10日，阿里巴巴成立20

周年，55岁的马云卸任阿里巴巴集团董

事局主席。

9月10日之后，马云将继续担任阿

里巴巴集团董事会成员，直至2020年阿

里巴巴年度股东大会。

阿里方面已经重申，马云这次卸任

并非退休，他依然是阿里巴巴一号员工

。

55岁，对于马云而言，依然年轻，

很多事情想试试，阿里巴巴只是梦想中

的一个，他希望75岁时还能有激情。

从十八罗汉到西湖论剑，从秘密打

造淘宝网到完胜eBay易趣，从创立支

付宝到成立蚂蚁金服，从天猫双11到

淘宝造物节……回顾其商业生涯，马云

身上有很多身份，老师、创业者、企业

家、中国首富、联合国数字合作高级别

小组联合主席。

许多身份源于阿里巴巴的壮大，但

马云也曾说，有生以来犯下最大的错误

就是创建阿里巴巴。

从老师到创业者

1964年9月10日，马云出生于浙江

省杭州市，起名为马云，是长辈希望他

以后乖巧懂事，少惹是非。1982年，18

岁的马云迎来了生命里的第一次高考，

他豪气冲天地报了北京大学。可成绩出

来之后，数学只得了1分。经历了两次

的艰苦复读后，马云被杭州师范学院破

格升入外语本科专业。

毕业之后，马云被分配到杭州电子

工业学院(现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做老师

。这似乎是马云理想的终极职业，直到

现在他的微博名还是“乡村教师代言人

—马云”。在阿里巴巴，同事之间的互

称不是同事而是"同学"，离职的阿里员

工则称之为"毕业"，离职员工的“班主

任”是马云。

马云先后经历三次创业，1994年诞

生的杭州海博翻译社是马云商业逻辑的

起点，“海博”是英文hope(希望)的音

译，马云解释为“大海一般博大的希望

”，但翻译社生意惨淡，每个月的房租

都付不起。后来，马云想办法将海博社

分成两半，一半用来做翻译社，另一半

卖小礼品。

1995年，中国黄页正式上线，公司

加上马云夫妇共三名员工，马云既是总

经理，也是推销员，那一年，他被称为

“到处推销中国黄页的骗子”。在中国

黄页被杭州电信收编后，马云还曾加盟

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但这并不能当

作创业的经历，更像是打工。因为与领

导理念分歧，马云与中国国际电子商务

中心分道扬镳。

创业成功的故事总是大同小异，一

群志同道合的朋友，白手起家，为了共

同的梦想前进。阿里巴巴庞大的商业版

图的起点在1999年，马云在位于湖畔花

园的家里聚齐“十八罗汉”开创业动员

会。在这场创业动员会上，马云定下创

业愿景，做一个中国人创办的世界上最

伟大的互联网公司。

2000年1月，阿里巴巴从软银等数

家投资机构融资2000万美元，告别湖畔

花园小区。成名后的马云在《赢在中国

》节目中，回忆起与软银集团董事长兼

总裁孙正义的见面，调侃两人是“一见

钟情”，用6分钟就获得孙正义的青睐

，但在拿到软银投资前，马云在硅谷至

少被拒绝了40次。

即便搬进高大上的写字楼，马云还

是放不下“老师”身份。2015年，马云

、柳传志、冯仑、郭广昌、史玉柱、沈

国军、钱颖一、蔡洪滨、邵晓锋九位企

业家和学者共同发起创办湖畔大学，马

云从马老师升级为马校长，从教英语到

教人办企业。湖畔大学的名字，便是源

于阿里巴巴创业所在地杭州湖畔花园小

区。

淘宝、支付宝、阿里云

和许多创业者一样，拿到软银投资

的马云也曾经历膨胀期，开始请高管、

请世界500强的副总裁，在硅谷建立办

公室。“这就像将一架波音 747 的引

擎装在拖拉机上面，结果拖拉机没飞起

来，反而四分五裂了。”马云说。

2001年，马云又对18位共同创业

的同仁说，他们只能做小组经理，而所

有的副总裁都得从外面聘请。十年后，

马云在回顾这段经历时，将它看作最遗

憾的错误。“从外面聘请的人才都走了

，而曾被怀疑过能力的人都成了副总或

董事。”马云说。

阿里巴巴顺利度过低谷期后，2003

年4月，马云叫来十位员工，要他们签

一份协议，这份协议要求他们立刻离开

阿里巴巴，去做一个神秘项目。这个项

目要求绝对保密，马云戏称“连说梦话

被老婆听到都不行，谁要是透漏出去，

我将追杀到天涯海角”。

由于这份协议是英文版，匆忙之间

，大多数人根本来不及看懂，但出于对

马云的信任，都聚集在湖畔花园一套未

装修的房子里。马云给他们的任务是做

一个个人对个人的商品交易网站，也就

是后来的淘宝网。

2003年的5月10日淘宝网上线，由

于远程交易双方缺乏信任，局面迟迟打

不开，阿里巴巴便在淘宝网的基础上推

出支付宝，支付宝于2004年从淘宝网分

拆独立。

淘宝网上线第一年就面临开创电商

时代先河的 eBay 的挑战。为了狙击

eBay，马云宣布了淘宝网的3年免费战

略。免费战略是淘宝同eBay竞争中的

杀伤性武器，到2006年大战结束，淘宝

网已经占据中国C2C市场70%的份额，

远远将eBay中国甩在后面。同年的12

月，eBay正式放弃了中国的C2C市场。

淘宝网解决了交易，支付宝解决了

网络支付的诚信障碍。

截至2019年1月，支付宝全球用户

数超过10亿。这期间，马云曾因“私

有化”支付宝而饱受质疑，关于此事的

具体细节，马云想等他八十岁还活着的

时候，再讲讲当年的故事。

阿里云的创立解决的是存储问题。

2007年9月30日深夜，一群阿里巴

巴的高层们挤在宁波一家酒店的会议室

里，吵得不可开交，讨论的核心是要建

设一个生态系统，而最底层是信息流、

资金流和物流，贯穿所有业务的数据要

打通，并命名为"登月计划"。2009年，

阿里云创立，2013年，阿里云开发出第

一套完全属于中国人自己的云计算系统

"飞天"。2015年6月，历经一年半时间

，阿里巴巴和蚂蚁金服完成“登月计划

”，将所有数据存储、计算任务全部迁

移至飞天平台。从提出“登月计划”到

完成，阿里巴巴用了8年时间，那一年

，阿里巴巴总市值一度突破5512亿美元

。

多面马云

2014年，马云已经摘得中国首富桂

冠。

在2014年的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

马云以195亿美元的净资产超越了百度

董事长兼CEO李彦宏、腾讯CEO马化

腾，成为中国首富。

四年后，《2018年胡润百富榜》出

炉，因为蚂蚁金服估值上升，马云身价

在半年时间上涨了700亿元，以2700亿

元再次成为中国首富。

与之相伴的是，阿里巴巴的快速成

长。

2007年，阿里巴巴的B2B业务在香

港主板上市，2012年从港交所退市。

2014年9月，成立15周年的阿里巴

巴在纽交所上市，创下了美股最大IPO

的记录，股票代码“BABA”。

2013年，马云宣布卸任阿里巴巴

CEO，一度失声哽咽：“谁也没把握你

能红五年，谁也没有可能说你会不败、

不老、不糊涂，解决你不败、不老、不

糊涂的唯一办法是相信年轻人。”马云

卸任CEO的态度是坚决的，他说：“要

我回来也不会回来，因为回来也没有用

，你们会做得更好。”

2018年9月10日，在宣布卸任阿里

巴巴CEO五年后，马云宣布卸任阿里巴

巴董事局主席，马云说，这是认真准备

了十年的计划，将接力火炬交给张勇和

他领导的团队，是正确的决定。

阿里巴巴2020财年第一季度财报显

示，阿里巴巴集团收入达人民币

1149.24亿元，同比增长42%，淘宝、天

猫在内的中国零售平台移动月活跃用户

达7.55亿，年度活跃消费者达6.74亿。

而马老师本人的影响力，也超越了

阿里系资本能够涉足的领域。

马云卸任，阿里巴巴正式告别“创

始人时代”。在阿里巴巴之外的时间，

马云已逐渐适应新身份。8月29日，在

参加2019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与特斯

拉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对话

时，马云的身份是联合国数字合作高级

别小组联合主席。7月15日，在2017届

马云乡村教师和乡村校长结业大会上，

马云的身份是马老师。

2019年，美国权威杂志网站《外交

政策》评选出的“过去10年对世界产

生巨大影响的10位思想者”中，马云

成功入选。

风清扬：事了拂衣去

如无意外，9月10日的阿里巴巴20

周年年会上，马云会给阿里巴巴留下一

份礼物，这份礼物是阿里巴巴的新价值

观——新六脉神剑。

马云钟情于金庸的武侠小说，早年

导演张纪中拍摄《笑傲江湖》时，马云

希望扮演“风清扬”，张纪中拍《天龙

八部》，马云想出演“无名老僧”，张

纪中筹拍《碧血剑》，马云想出演“穆

人清”，但因为无表演功底等种种原因

，都未能如愿。

马云的侠客情怀并未因此消失，他

为自己取名风清扬，把少年心、英雄梦

、统统投射到阿里巴巴上。

于是，阿里巴巴的员工每人都有

一个花名，即使员工离职，这些花名

也会被永久保留。"光明顶"、"达摩

院"、"罗汉堂"、"聚贤庄"等会议室

命名，都是出自武侠著作中的武林圣

地，就连阿里巴巴的厕所也被取名

“观瀑亭”和“听雨轩”。在杭州阿

里巴巴总部，马云常在“思过崖”行

走，在“摩天崖”争辩，在“光明顶

”见客。

马云想让阿里巴巴存活至少102年

，但任何人都不可能陪伴阿里巴巴走过

三个世纪。马云曾表示，阿里巴巴历史

上所有重大的决定，都跟钱无关，都跟

价值观有关。

2001年，阿里巴巴第一次把企业

文化总结、提炼、固化为文字，称为

“独孤九剑”，之后“独孤九剑”升

级为“六脉神剑”。在阿里巴巴，

“六脉神剑”被视为核心价值观。客

户第一、团队合作、拥抱变化、诚信

、激情、敬业，所有的员工都要秉承

这一价值观。“六脉神剑”还被列入

到员工的考核中，融入到员工管理的

各个环节，这包含了大量行事准则。

马云认为，只有建立一套制度，形成

一套独特的文化，培养和锻炼出一大

批人才的接班人体系，才能解开企业

传承发展的难题。

从马老师到马主席再到马老师，马

云走了20年。20年经历，就像他演唱

的《风清扬》中的一句词：君不见自古

出征的男儿，有几个照了汗青，一个个

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从马老师回归马老师
55岁马云卸任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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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記者泉報
導】美國司法部 1 月 28 日
（星期二）宣布，現年 60
歲的哈佛大學化學和生化
系主任查爾斯·利伯博士
（Dr. Charles Lieber）和兩
名中國公民受到了“與協
助中華人民共和國有關”
的指控。利伯教授當天早
晨在他位於哈佛大學的辦
公室被捕。

當局對利伯教授提出
的刑事指控是向美國政府
做出“嚴重的不實、偽造
和欺詐性的陳述”。利伯
當天下午波士頓聯邦法庭
短暫出庭後被繼續羈押，
聽候星期四的拘留聽證。

與此案有關的兩名中
國公民也分別受到指控。其中一人是 29 歲的葉燕青（音譯，
Yanqing Ye），此人目前在中國，他在星期二被控簽證欺詐、做
不實陳述、充當外國政府代理人和串謀罪；另一人是30歲的鄭
灶松（音譯，Zaosong Zheng）。 2019年12月10日，鄭灶鬆在試
圖把21瓶研究樣本偷偷帶回中國時在波士頓洛根國際機場被捕
，此後一直在押。他在1月21日受到起訴，罪名是走私貨物和做
出不實、偽造和欺詐性的陳述。

哈佛大學星期二提供了有關法庭文件。負責偵查取證的聯邦
調查局（FBI）特工提供的法庭證詞說，利伯在參與中國“千人
計劃”問題上，2019年曾對美國國防部（DOD）做出“嚴重的
偽造和欺詐性的陳述”。同年1月，利伯還就參與中國“千人計
劃”以及與中國武漢科技大學（WUT）的隸屬關係等問題，向
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同樣做出“系列嚴重的虛假和欺騙
陳述”。

利伯博士與美國國防部和國立衛生院有項目關係。美國司法
部指出，研究納米科學的利伯博士從2008年起從國防部和國立
衛生院得到了1千5百萬美元的撥款。

司法部說，這三起案件“是司法部‘中國行動’的一部分，
這項行動反映反制來自中國的國家安全威脅的戰略重點並增強總
統的全面國家安全戰略。”

哈佛大學提供的聯邦調查局特工證詞還包括中文版的“千人
計劃外國高層次專家工作合同書”。合同書顯示，“聘任方（甲
方）：武漢科技大學（簡稱甲方），受僱方：‘千人計劃’高層

次外國專家、美國哈佛大學教授Charles M Lieber （簡
稱乙方）”。

這份2012年至2017年期間有效的合同中，利伯教
授被中方稱為武漢科技大學的“戰略科學家”。

合同規定的生活條款包括，每月五萬美元（稅前）
，另享受100萬元人民幣生活補貼（免稅），分三年用
支付。

有關查爾斯·利伯教授的辯護情況，哈佛大學媒體
辦公室表示不掌握這方面信息。利伯教授對上述指控的
辯護陳詞，目前還不得而知。

哈佛大學媒體辦公室星期二回复記者請求時，發出
了校方就事件的聲明。聲明說：“美國政府針對利伯教
授的指控極其嚴重。哈佛大學正在與包括美國國立衛生
院在內的聯邦部門合作，同時正在對被控的失當行為進
行獨立審查。利伯教授目前被安排無限期行政休假。”

哈佛大學的聲明指出，正像聯邦特工證詞所說，里
爾伯教授在其與中國武漢科技大學以及“千人計劃”的
關係問題上，“多次誤導”哈佛大學。聲明還說，“在
帶薪行政休假期間，里爾伯教授不得使用學校電腦，不得繼續從
事教學和研究工作”。

中國有關方面、包括武漢科技大學對哈佛教授查爾斯·利伯
被捕和被控事件的反應，目前還不得而知。

鑑於事件剛剛爆出，庭審需要時間，案件有待審理，不過，
談到對事件基本看法時，克里夫蘭州立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譚青

山對記者表示：“最基本的看法是，你要盡忠你的職業，也就說
，職業操守和職業道德是最基本的。大的方面，比如在法律方面
，你遵守法律的話，應該問題不大。”

譚青山教授說，無論是中國人、美國人，還是其他國家的人
，都要有職業精神，同時遵守相關法律，這兩點是最重要的。他
說，他本人在這方面就是這樣做的，因此沒有陷入什麼“不好的
處境”。

哈佛大學生化系主任被捕 美司法部指控其暗助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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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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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示風貌建築、特色美食、傳統文化，探尋人文故事

▲ 節目截圖

節目介紹：
CCTV4“城市1對1”欄目是全球唯一一檔固定的城市交流訪談欄目，
每期節目選擇中外兩個城市，通過小片展示以及演播室嘉賓講述，展示
風貌建築，特色美食，傳統文化，探尋人文故事，展現城市魅力。
本期主題：《城市1對1》古城秘事 中國·龍州——越南·順化

▲ 節目截圖

《城市一對一 》精彩
節目介紹

播出時間：
播出時間為晚上7：30-8：30，重播時間次日下午1：00-2：00敬請關註。

1/27/2019 -2/2/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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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28 29 30 31 1-Feb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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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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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奇之王》 第8~12集

易經 (重播)

Southern Television 15.3             2020年1月份 電視頻道節目表

中國文藝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生活化妝師

出彩中國人 (重播)

大魔術師 (重播)

開門大吉 (重播)
美南大咖談 

Chinese Class

幸福帳單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海峽兩岸

走遍中國 中華醫藥

中國文藝

今日關注 (重播)

今日亞洲

今日關注

美南新聞聯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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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視國際新聞

經典電影

電視劇《傳奇之王》 第8~12集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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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遍中國 (重播) 易經

檔案 (重播)

檔案

中國輿論場 (重播)

大魔術師

幸福帳單

華人世界 

出彩中國人
美南大咖談 

電視劇《大境門》 第16~20集

電視劇《大境門》 第16~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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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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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三       2020年1月29日       Wednesday, January 29,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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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 / 秦鴻鈞報導 ）本周一上班日，正值大年初三，還是年節期間，各大銀行
紛紛舉行舞龍舞獅迎新春。當天，拔得頭籌搶頭香的是 「恆豐銀行」，早上九點起，就已
鑼鼓聲震天， 「李金龍龍獅團」的年輕人展現力與美，不僅把鼓擊得震天嘎響，充滿動感
的肢體語言，在開春上班的頭一天，為大家帶來鼓舞士氣的生命的力與美。而所有旁觀者
個個穿上新年大禮服，合掌拜年聲不絕於耳。銀行主管級更手持一疊厚厚的紅包, 逢人就
給。在舞獅陣前，站一排主管，包括董事長吳文龍伉儷，女兒、女婿及貴賓 「台北經文處
」處長陳家彥、黃惠榆夫婦，以及總經理張永男及董事多人，大家認真觀看 「李金龍龍獅
團」一系列的舞獅、舞龍、採青的精彩演出，送紅包，合照，到處是一片喜氣洋洋。

上午十一時， 「李金龍龍獅團」在恆豐、Chase Bank 表演畢，又來到對街王朝商場的
「華美銀行」，又是一場熱鬧，精彩的演出。 「華美銀行」各分行的經理都來到現場，如

李洋，張凱旋，Tracy, 及China Town 的經理Esther等人，大家一起來觀賞演出，送紅包
、大合照，現場充溢了年節的喜氣。

中國武漢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流行牽動著休斯敦華人華
僑的心，該病毒屬於烈性病毒，目前疫情嚴重，武漢封城，當
地醫院缺乏防護用品，如帽，口罩，隔離衣，鞋等，為了發揚
“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人道主義精神和盡快控制疾病傳播，
經商量中國人活動中心特向大休斯敦地區的華人華僑發起募捐

，所有捐款將用於購買這些醫療用品，寄給武漢各大醫院。幫
了武漢也就防止了傳染病傳播至您的家鄉和您的親人，非常感
謝您的貢獻！中國人活動中心是非盈利機構，您的捐款是免稅
的，捐款活動結束後我們會為您開出免稅證明及公佈所有捐款
人姓名和捐款數額及捐款用途，捐款截止日期為1/31/2020晚上

12:00以前，詳細捐款方式如下
休斯敦中國人活動中心捐款付款方式：

1. Chase Quickpay：please send payment to ccc.houston95@gmail.
com
2. 支票付款請寄：
Chinese Civic Center
5905 Sovereign Dr.
Houston, TX 77036
Memo 處註明支付人，支付項目。

休斯敦中國人活動中心緊急呼籲和募捐

（作者︰孫聞）由於近期中國武漢的冠狀病毒疫情的不斷擴
大，並且造成了全球範圍的恐慌。美國當地時間2020年1月28
日 上午11：00，美南電視台臨時開設了《武漢冠狀病毒》的疫
情直播。暫定每個工作日的上午10：00開始，具體時長也會隨
著疫情的播報適當調整。在這個時段裡，主持人孫聞將為觀眾朋
友們播報實時的疫情，並邀請在美國的有關專家，社團組織領袖
，政府官員來到現場為觀眾朋友們講解有關知識和政策，並現場
與觀眾互動答疑解惑。

第一次開播，我們請來了美南新聞集團的董事長李蔚華先
生，病毒學專家內科醫師陳正德先生。兩位先生為觀眾介紹有關
疫情的發展情況，那麼觀眾有任何問題，都可以在我們的YOU-
TUBE頻道下方的評論欄對我們提出疑問，嘉賓可以及時為您解
答。

美南新聞集團的董事長李蔚華先生首先致辭，在這全球疫
情危機的影響下，無論是中國還是美國，都無法獨善其身，美國
民眾也是非常擔憂疫情的傳播，特別是在美華人華僑，一方面擔
心家鄉的父老親朋，一方面也為自身在美國的各種狀況擔憂，一
時間各種不同的說法塵囂而上，對社會的穩定，公眾健康，甚至
族裔的和諧造成極大的隱患。為此，美南電視台特別設立《武漢
冠狀病毒》的疫情直播節目，為民眾，醫療界和政府之間搭起一
座橋樑。陳正德醫師畢業於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病毒學博士專
業。畢業後在德州大學任內科副教授，現任慈恩診所內科醫師。
他可以說是病毒學方面的臨床專家。

陳正德醫師講到，像這種狀況之下，我們第1個要知道就是

說是病毒，怎麼樣傳播，到現在的狀況是如何？現在的
疾病的流行病學在美國，在其他國家，還有在動物體中
，發現類似冠狀性病毒，因為這種病毒沒有很多的和人
類的接觸，我們很少聽說甚至治療。全球醫療體系中研
究最多的是人本身，還有人和人之間的傳染，這種來自
動物體內病毒的研究甚少。這種病毒是飛沫和接觸傳染
，它的可怕之處在於它有一個十四天的潛伏期，這一點
不同於非典的傳染，也就是說，某個人呢被傳染後，有
可能十幾天沒有發熱，咳嗽等等症狀。因此被傳染者自
己不知道到，還在到處的出現，公共場所等等，這樣就
會傳染很多人，而且這些人群也都有或長或短的潛伏期
，結果時候一到轟的就全蹦出來了（病毒），這會給社
會造成很大的恐慌。這種病毒因為是RNA結構，因此
會不停的變異，令人類很難撲捉。因此對症的疫苗研發
也要花費四到五個月的時間。這兩個重要因素造成病毒
的快速傳播。但是，就像所有病毒一樣，對於我們人類
來講並不是不可以防治和阻斷傳播，首先，不要食用接
觸野生動物特別是鳥類飛禽蝙蝠等等，其次，嚴格注意
個人衛生，比如少去人群密集地方，洗手而且三分鐘以
上，使用肥皂洗手液等消毒，飛沫傳染一個重要的條件
是近距離，兩米以內，因此保持人和人的有效間距非常重要。因
此也不要談虎色變，房子和房子之間，樓和樓之間是很難傳播的
。如果從中國武漢或者湖北省來到美國，首先機場要如實的申報
，在檢查無症狀的情況下，自我在家封閉兩週，如果再沒有發熱

或者是其他症狀，這樣才可以解除。
本次直播首播在播出45分鐘後結束，美南電視台臨時開設

的《武漢冠狀病毒》的疫情直播，將在每天的10點開始，歡迎
廣大電視觀眾及各個直播平台的網友們觀看和提問，與專家互動
。

美南電視台開通電視直播 應對冠狀病毒

大年初三各大銀行開張大年初三各大銀行開張 舞龍舞獅忙舞龍舞獅忙

圖為圖為（（右起右起 ）） 「「美南報業傳媒集團美南報業傳媒集團」」 董事長李蔚華先生董事長李蔚華先生,,““ITCITC””共同共同
主席主席,,第七區國會議員候選人第七區國會議員候選人Jim NotewareJim Noteware ，，新加盟新加盟 「「美南電視美南電視」」 主持主持
人孫聞昨在美南新開設人孫聞昨在美南新開設《《 武漢冠狀病毒武漢冠狀病毒》》疫情直播節目現場疫情直播節目現場。（。（本報本報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圖為圖為 「「華美銀行華美銀行」」 在舞龍舞獅後在舞龍舞獅後，，各分行的經理與各分行的經理與
祥獅合影祥獅合影。（。（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圖為恆豐銀行年初三舞龍舞獅後在場者與巨龍圖為恆豐銀行年初三舞龍舞獅後在場者與巨龍、、祥祥
獅合影獅合影。（。（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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