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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5年來首次年來首次 法國壹家殿堂級餐廳失米其林三星評級法國壹家殿堂級餐廳失米其林三星評級

近日近日，，法國已故廚神博古斯法國已故廚神博古斯(Paul Bocuse)(Paul Bocuse)生前經營的殿堂級餐廳生前經營的殿堂級餐廳
，，被降為二級被降為二級，，是該餐廳是該餐廳5555年來首次失去三星年來首次失去三星，，令眾多支持者失望和令眾多支持者失望和
傷感傷感。。這家餐廳名為這家餐廳名為LL’’auberge du Pont de Collongesauberge du Pont de Collonges，，也被簡稱為也被簡稱為
““保羅保羅··博古斯博古斯”” 。。它自它自19651965年來獲米其林三星殊榮年來獲米其林三星殊榮。。據報道據報道，，餐廳餐廳
位於裏昂附近位於裏昂附近。。博古斯生前在壹些頂級餐館工作多年後博古斯生前在壹些頂級餐館工作多年後，，回到自己家族回到自己家族
的餐館打拼的餐館打拼。。他生前不僅經營餐廳他生前不僅經營餐廳，，也出書也出書，，創辦廚藝學校創辦廚藝學校，，還發起還發起
““新烹調新烹調””廚藝運動廚藝運動，，帶動飲食革新帶動飲食革新。。法國人贊譽他是法國人贊譽他是““世紀廚神世紀廚神”。”。

俄羅斯民眾迎來洗禮節俄羅斯民眾迎來洗禮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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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宇航局近日在其官網上發布了壹張由哈勃太空望遠鏡拍攝的圖美國宇航局近日在其官網上發布了壹張由哈勃太空望遠鏡拍攝的圖
片片，，這個類似水滴的明亮物體是名為這個類似水滴的明亮物體是名為““NGCNGC 18031803””的星系的星系。。它距離我它距離我
們約們約22億光年億光年，，位於南半天球的星座位於南半天球的星座———繪架座—繪架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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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E4D電腦制牙最新科技一次完成
三維X光機  全新激光治療機

敦煌植牙 牙周病專科
Dunhuang Periodontics $ Dental Implants PA

Board Certified Periodontist
二十多年牙科臨床實踐經驗

接受老人各類牙科保險

德州大學休士頓牙醫學院牙周病專科
上海第二醫科大學口腔學院牙醫博士
美國牙周病學會會員
國際植牙學會會員

激光牙周病治療
無刀片牙齦萎縮治療
牙齦牙床植骨手術、美容
複雜植牙手術，併發症處理

陳志堅
牙周病植牙專科醫生
Jennifer Chen
D.D.S.M.S

www.drchenimplant.com

中國城診所
9889 Bellaire Blvd., #322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
      (713)995-0086      

糖城診所 Delight Dental
3524 Hwy 6 South
Sugar Land, TX 77478(大華超市旁)
       (281)565-0255

drchenimplant@gmail.com           delightdental@gmail.com 
D02_DUNHUANG 敦煌植牙_1234567B_8

白牙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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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網站

美國2020總統大選正在如火如荼
地進行，距離愛荷華州黨團會議的時間
越來越近。各方候選人已經開足馬力做
全面沖刺。2月3日，民主黨黨內初選
將在愛荷華州正式拉開序幕。愛州乃歷
史上總統選舉兵家必爭之地，贏愛州者
得天下！幾乎所有當選總統都先在那裏
開門紅，贏得頭彩！

華裔總統候選人楊安澤從兩年前組
建時只有三五個人，到處遭受冷嘲熱諷

，初期募款根本無人正視，到今天上季
度募款一千六百萬，美國百姓寧願把自
己最後的口糧錢都要捐給他以表達對楊
安澤的支持。作為一名政治素人從開始
時近30個候選人的擁擠的競技場突破
重重艱險，擊敗眾多諸如參議員、州長
、國會議員等資深政客，進入前六名。
不是奇跡是什麽？

楊安澤帶領競選團隊，一路披荊斬
棘，逆勢上升，突破媒體封鎖和世人偏
見，從”人性至上”出發，走在”不左
，不右，向前進！”的團結之旅，訪貧
問苦，推廣”自由紅利”的濟世良方。
吸引了全國各地各族裔人民的熱愛，形

成了美國競選歷史上獨一無二的Yang
Gang(楊幫)義工集團軍，在全美開花，
以令人目不暇接的創意，豐富多彩的助
選活動，漸漸吸引了媒體和主流社會的
關註，越來越多的人加入楊幫，以擁有
楊幫身份為榮。

在這場楊安澤帶領的以競選總統推
動”經濟改革救美國”的”楊務運動”
中，在美華華裔首次空前團結，擯棄前
嫌，彌合分裂。存小異求大同，為了改
善華裔在美國的惡劣生存環境，為了子
孫後代，為了全美國人民的未來，民主
黨和共和黨從左右兩邊走到了一起。日
前，楊安澤競選總部把全美為楊安澤競
選慷慨捐款，並積極主辦募款活動的挺
楊大將和各大著名全國性組織負責人共
同組成了楊安澤競選總部亞太裔領袖委
員會。

來自美國著名團體CLUSA的創始
人 Andy Chau 主席，APAPA 創始人
CC Yin主席賢伉儷，APAPA 全國主席
Ken Fong博士，APAPA 副主席Albert
Wong先生，全國總裁Victoria Li 賢伉
儷，80-20 全國主席Joel Wong先生和

明州負責人SK Lo女士， AADC 創始人
羅玲主席, 總統青年領袖計劃創始人燕
曉哲主席，CONPAC 集團Hardy Li 主
席, AADC 密蘇裏州主席全美挺楊群主
張冰博士，著名挺楊農場主代表威斯康
辛馬拉松花旗參老板姜博，AADC 加州
副主席Ray Hing 賢伉儷，AADC 俄亥
俄州副主席Xiaojie Zavon女士, 內華達
華協理事Joy Guo，加州大學商學院挺
楊大將楊百彥博士，德州達拉斯挺楊大
將成功企業家Ben Jia，和Jack 高，等
近25名為楊安澤競選作出突出貢獻的
領袖們獲得由楊安澤簽名頒發的入選亞
裔領袖委員會證書！

1月16日，來自美國各州的楊安澤
亞裔領袖委員會成員在競選總部亞裔負

責人孫曉光先生的組織和召集下，齊聚
加州灣區綠野仙蹤度假勝地出席了為期
兩天的高峰會議。峰會由著名參政先驅
Albert Wong 先生主持，來自加州矽谷
當地的挺楊青年才俊也積極參加了這次
的峰會。可謂群賢畢至，精英薈萃。大
家腦力風暴，紛紛獻計獻策。欲舉全美
華人之力發動主流社區，在初選前最後
兩個星期助力楊安澤競選創造奇跡。推
動華裔參政，造福美國人民！

一月十七日，峰會邀請了猶太裔組
織AIPAC外聯部長Trevor Chandler 介
紹了該組織如何團結在美猶太人為促進
美國和以色列兩國發展的策略。專門培
養女性候選人的Emerge America主席
、前希拉裏國務卿全國政治主任Aman-
da Renteria 應邀為峰會介紹了如何培
訓了4000女性投身競選的經驗。 CLU-
SA 創始人Sandy Chau主席身穿楊幫T
恤，講述華裔參政的艱苦歷程，鼓勵大
家積極挺楊，造福全美人民。

當楊安澤風塵仆仆趕到峰會現場，

會場爆發出熱烈的掌聲和歡呼“An-
drew Yang! Andrew Yang！” 他以歡
快的步伐，跳躍著跑進了會場。與在主
席臺排列等候的亞裔領袖委員會成員擊
掌相慶。就座合影。並發表了鼓舞人心
的講話。他信心十足，相信自己是能打
敗川普的最佳人選。楊安澤的剛昂鬥誌
和自信，感染了參加峰會的所有來賓，
臺上臺下熱烈呼應。互動熱烈。峰會邀
請到美國著名華裔喜劇笑星黃西現場采
訪楊安澤。楊的睿智，機敏，與黃西的
幽默風趣交相輝映，把峰會推向高潮。

隨後，競選團隊各部門負責人向峰
會做了競選進程的簡報，詳細介紹了目
前的有利態勢和所需要的支持。與會者
群情激昂，眾誌成城，決心一鼓作氣，
挺楊到底！來自美國各州的挺楊領袖們
因為誌同道合團結在楊安澤周圍，成為
他的堅強後盾，一起深度參與改變國家
命運的總統大選，見證歷史創造歷史。
大家勢將帶著此次短暫相聚建立的深厚
友誼，攜滿腔激情，再掀挺楊熱潮，一
路護送楊安澤直搗黃巢，挺進白宮！

雖然一月份因為假期太多緣故而減

少的民調次數令楊安澤失去一次辯論機
會，楊安澤的缺席反而激起眾多支持者
對主辦方的不滿，各路社交媒體民調反
而推舉楊安澤為此次辯論會的勝出方。
雖然有點啼笑皆非，卻也反映了民意。
蒼天不負有心人，楊安澤團隊最近宣布
已經通過了進入二月份辯論會的兩個民

調，很快就要“I AM BACK!”(重返舞
臺)。

楊安澤，一路走來，已經創造了許
多奇跡。他的參選是華裔參政的裏程碑
，意義重大。他的橫空出世，攜改變美
國命運的良策，以他的前瞻性和可行性
的智慧和方略，極大的鼓舞著越來越多
的追隨者。還有兩個星期，愛荷華州就
要開啟四年一次的總統大門，楊幫們，
你們準備好了嗎？見證奇跡的時間就要
來到了！

歡迎加入楊幫，一起見證歷史！歡
迎捐款支持楊安澤：
https://secure.actblue.com/donate/
ds-yanggangamerica

楊安澤楊安澤，，華裔參政的豐碑華裔參政的豐碑
—出席總統候選人楊安澤亞太裔領袖峰會有感—出席總統候選人楊安澤亞太裔領袖峰會有感 丹奇丹奇 （（20202020年年11月月1818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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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休斯頓報導) 2020年是樂聖貝
多芬的250年誕辰，全球各地都將舉行
諸多慶祝活動，來紀念這位偉大的音樂
家，休斯頓也不例外，由台灣書院(Tai-

wan Academy)與亞洲協會德州中心(Asia
Society Texas Center)將舉辦 「樂聖貝多
芬250年誕辰紀念音樂會」，邀請福爾
摩沙四重奏演出，時間是2月20日(星期
四) 晚間7點。

全球都在慶祝貝多芬誕辰

貝多芬留下了大量的音樂作品，被
舉世公認為史上最知名的古典音樂作曲
家。今年欣逢他的250年誕辰，從德國
、維也納、倫敦、紐約、北京、上海、
聖保羅、開普敦、莫斯科、舊金山、到
休斯頓，各地都有紀念音樂會，貝多芬
的弦樂四重奏與鋼琴作品、小提琴奏鳴
曲、歌曲、以及九首交響曲將會奏鳴於
全世界。

世人共同歌頌貝多芬，他那博愛自
由的思想為人與人之間搭起了橋梁，正
如他的《歡樂頌》歌詞一般:" 你的力
量能使人們消除一切分歧，在你光輝照
耀下，四海之內皆兄弟。誰能作個忠實
朋友，獻出高貴友誼，誰能得到幸福愛
情，就和大家來歡聚。真心誠意相親相
愛，才能找到知己！"。

演出內容
此次 「樂聖貝多芬250年誕辰紀念

音樂會」的演出內容包括:貝多芬弦樂四
重 奏 降 B 大 調 作 品 op. 18 no. 6
(Beethoven, String Quartet in B-flat ma-
jor, op. 18 no.6)、以及多首好聽的台灣
民謠，是由台灣年輕作曲家林煒傑2017
新編，包括:望春風、恆春調、 港邊惜

別、天黑黑、雨夜花等。
福爾摩沙四重奏
福爾摩沙四重奏成立於2002年，由

台灣移民第二代所組成，致力於推廣臺
灣傳統音樂、及世界音樂。知名大提琴
演奏者 David Soyer 表示: 「福爾摩沙四
重奏是我所知他們同輩最佳的演出隊團
之一」。英國《古典 FM》音樂雜誌是
這麼形容福爾摩沙四重奏的: 「福爾摩沙
四重奏有著精緻的準確度，其閃耀、生

氣盎然、機智詼諧的演奏，讓人不禁要
求加演。」

福爾摩沙四重奏成員包括小提琴家
林 允 白 （Jasmine Lin） 、 李 家 瑋
（Wayne Lee）、中提琴家陳則言、以
及大提琴家黛博拉‧裴（Deborah Pae）
。他們以獨奏家、室內樂、以及教育家
的身分，活躍於世界各地的表演舞台。
福爾摩沙四重奏的團員們都畢業於音樂
界的頂尖學府，如茱莉亞音樂院、柯蒂
斯音樂院、以及新英格蘭音樂院。至今
為止，他們的演奏足跡已遍布歐洲、美
洲、及亞洲的各大音樂廳，也參加不少
國際音樂大賽，如：帕格尼尼國際小提
琴大賽、Primrose國際中提琴大賽…等
國際賽事。

此外，他們曾於 2006 年獲得第 10

屆倫敦國際弦樂四重奏大賽首獎、及阿
瑪迪斯獎，是第一個贏得此獎項冠軍的
亞洲團體。從2014年起，福爾摩沙四重
奏擔任加拿大國家青年管弦樂團駐團四
重奏，與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台灣研
究講座教授廖炳惠合作，致力推廣台灣
豐富的傳統音樂；並於2019年獲美國加
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邀請，擔

任冬季及春季駐校音樂家，駐校活動包
括器樂演奏大師班、室內樂大師班與音
樂會。從創團以來，EMI、 New World
及Delos都曾陸續為他們發行錄音。

樂聖貝多芬250年誕辰紀念音樂會
演出時間: 2月20日(星期四) 晚間7

點。
門票: $ 20會員，$ 30非會員。
演 出 地 點: Asia Society Texas Center
(1370 Southmore Boulevard, Houston,
Texas 77004)
購 票 資 訊: https://asiasocietytx.secure.
force.com/ticket/#sec-
tions_a0F1Y00001D7JOsUANation)
Promotion Code: TECO

樂聖貝多芬樂聖貝多芬250250年誕辰紀念音樂會年誕辰紀念音樂會
全球各地盛大慶祝全球各地盛大慶祝 福爾摩沙四重奏應邀演出福爾摩沙四重奏應邀演出

如何能既不强求别人，也不勉强自

己？

我们期盼的那个灵魂伴侣在哪？

如何在茫茫人海中去识别TA?

即便我们当初选对了人，但白云苍

狗，对方或多或少都会变。

因为婚姻这件人生大事意味着：

我们一起走进去，就不再是原来那

个人，对方也会随着岁月而改变。

改变并不意味不好，也不意味着改

变的更好，任何事情都有3种以上的结

果呈现。

一段好的亲密关系，身上会带有奇

妙的磁场。

让你如同打通了任督二脉，在TA

身边多呆一秒气色都会变好；

也会让你轻松自在地做自己，在

TA身边完全不需要有任何的虚伪和掩

饰。

TA还更会让你变得更自信、更有

能量。

这就是亲密关系对你的滋养。

选择对的人能拥有安全感，你们相

濡以沫，相互守护，相互陪伴，这本身

就是一件开心的事。

你知道你选伴侣的标准是什么吗？

现在许多人都不知道什么是伴侣，

更不知道亲密关系是什么？

还有好多的90后直言：

我自己还是个宝宝，我自己都照顾

不好，还谈什么爱情和婚姻。

我们知道爱情和婚姻，多数是从网

络和书籍中获得，以为只是韩剧或者言

情小说里写的那些虚幻，再加上自己的

幻想，成就了自己的恋爱观、婚姻观。

也许你的家人会告诉你：找结婚对

象就要找靠谱的，有稳定收入，诚实可

靠，还要有房有车！

你的朋友会告诉你：找个对你好的

心灵鸡汤会说：找个你爱的，让你

心动的，你要嫁给爱情。

以上说法，我不能说他们是错的，

只能说这些都是带着主观意图的表达，

并不完整。

许多人选择伴侣，都会无意识的选

择自己熟悉的那种互动模式，这就是和

生命中的重要他人的互动模式，比如和

父母、家庭的一些成员。

现在很多女性，对于自己所选择对

象的收入与家境非常看重，因为这些是

可以看见的。

这些行为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1.其实是在我们的潜意识里面，自

己需要的安全感和期待的生活是不能自

给的，所以需要外包给亲密关系来解决

。

2.喜欢一个人，始于颜值，陷于才

华，忠于人品。

脸决定了我们会不会在第一眼就喜

欢上这个人，而内涵决定了我们会不会

一票否决他的脸。

在这个速食年代的人们，没有时间

去想要去了解一个人，对于对方的才华

和内涵，以及人品，我们无法短时间的

考证和识别。

只能从外在可以看到的部分加以识

别，这就导致了很多人认为的女人很物

质。

3.许多人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当问及：你选伴侣的标准是什么？

很多人难以具体化的表达出来，只

是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很少有人知道

自己想要什么。

这个是因为，我们很多的选择被家

庭教育干扰了。

你只是喜欢按几下黑白键，感受这

个大大的机器发出声音的玄妙，家长立

刻给你扛回一架钢琴，各种练习册买了

一堆，每天在后面盯着你弹俩钟头的琴

，不弹就追着你弹，不停告诉你为了让

你成为艺术家花了多少钱，为此付出了

多少。

每毁掉你的一项乐趣，都会说全中

国家长说过同样的一句话，“如果现在

我不严格要求你，长大了你会恨我。”

而你，顶着被“爱”的旗子，慢慢

的忘记了自己真正喜欢的是什么？

家庭教育需要一定的智慧，很多时

候往往家长的一个举动、一句话都可能

是教育过程中的致命弱点。

写到这，我们想说明一点，我们并

不是批判原生家庭，我们是找到这个原

因，以供读者朋友自我甄别。

回到正题：如何选择一个对的人？

男人和女人之间的爱是什么？

他们彼此欣赏、赞同对方，如他们

所是，而非你所需。

心理学家的一项研究表明：

一段健康的亲密关系应该是两个独

立的人的结合，互相借助彼此的能量实

现更好的成长。

翻译成通俗的语言就是：

我有95分，你有90分，我们在一

起后变成了将近两百分的人

而错误的亲密关系是：

我只有5分，而你有90分

我们在一起之后，你需要帮助我承

担起我缺失的大部分。

很多人都企图把自己的自我需求转

移到伴侣身上，但往往会失败，而这种

失败就会造成亲密关系中的冲突与爱无

能。

根源就是人在长大的过程中需求没

有被满足，长大后便会进入一种强迫性

重复当中。

一段美满的婚姻或者是爱情，一定

是轻松自在的，不需要费尽心机的去讨

好和取悦对方，不需要时刻想着苦心经

营，一切都是水到渠成。

亲密关系中最好的状态就是两个人

能够彻底放松下来，做最真实的自己。

亲密关系中重要的是，男人要保持

男性的特色，女人也要保持女性的特色

。

当一个男人成为一个男人，一个女

人成为一个女人，他们才能走入婚姻。

婚姻是承诺和责任，不是游戏。

在结婚之前，知道一个人讨厌什么

，比知道TA喜欢什么，更重要。

因为那是对方的底线，你突破了对

方的底线，对方能为你做的，只是爱你

，没有其他的义务。

爱你并不是来照顾你的所有情绪和

人生难题，TA只是一个陪伴者，其他

说明都不是。

没有人可以替我们活着，所以即使

需求没有被他人满足，那也是自己的事

情

我们需要先让自我成为‘真正的成

年人’，然后再在关系中相互扶持与成

长。

TA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婚后会如

何相处，TA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

这一切的一切都取决于TA本来的样子

。

婚姻中的两人不可能永远和睦相处

，幸福不是一个人自说自话，而是两个

人，同一个步伐，面对生活里的种种。

如何选择一个“对的”人？

门当户对、爱的核心价值、相似、

互补、信任。。。。。。你需要给自己

列一个 list，慢慢你会发现，你需要一

个怎样的亲密关系。

选择不将就的你，值得拥有更好的

。

婚姻有风险，如何选一个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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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避免及減低近來冠狀病毒傳為避免及減低近來冠狀病毒傳
播播，，金城銀行為保護貴客戶和朋友金城銀行為保護貴客戶和朋友
的健康和安全的健康和安全，，取消原訂的農曆新取消原訂的農曆新
年慶祝活動年慶祝活動。。造成不便造成不便，，敬請見諒敬請見諒
！！金城銀行祝賀所有客戶和朋友身金城銀行祝賀所有客戶和朋友身
體健康體健康、、心想事成心想事成，”，”鼠鼠””不盡的不盡的
快樂快樂！！

在歡渡快樂春節之後在歡渡快樂春節之後，，如何規如何規
劃未來一年的財務安排劃未來一年的財務安排，，則是刻不則是刻不
容緩容緩！！金城銀行貼心提醒您金城銀行貼心提醒您20202020
年稅務年度報稅截止日期是年稅務年度報稅截止日期是20202020
年四月十五日年四月十五日，，根據聯邦制定的退根據聯邦制定的退
休帳戶法規休帳戶法規，，您可以在報稅截止日您可以在報稅截止日
前前﹝﹝不包括延期不包括延期﹞﹞根據您的需要根據您的需要，，
到銀行開設傳統退休帳戶到銀行開設傳統退休帳戶﹝﹝TradiTradi--
tional IRAtional IRA﹞﹞或羅斯退休帳戶或羅斯退休帳戶﹝﹝
Roth IRARoth IRA﹞。﹞。

傳統退休帳戶的好處是傳統退休帳戶的好處是：：報稅報稅
人每年合法存入退休帳戶的存款額人每年合法存入退休帳戶的存款額
，，可享受全部或部份的延期繳付所可享受全部或部份的延期繳付所
得稅得稅，，直到報稅人年滿五十九歲半直到報稅人年滿五十九歲半

後開始提領時後開始提領時，，才需就提領的金額才需就提領的金額
申報所得稅申報所得稅。。至於羅斯退休帳戶的至於羅斯退休帳戶的
存款必須是稅後所得資金存款必須是稅後所得資金，，所以不所以不
能扣抵當年所得稅能扣抵當年所得稅。。而它最大的優而它最大的優
點就是日後所有按規定提領的金額點就是日後所有按規定提領的金額
﹝﹝本金及利息本金及利息﹞﹞免稅免稅，，只要您在只要您在
20192019年賺取的年收入不超過一定年賺取的年收入不超過一定
限額限額，，就可開設羅斯退休帳戶就可開設羅斯退休帳戶。。
20192019年稅季退休帳戶存入最高額年稅季退休帳戶存入最高額
五十歲以下者五十歲以下者，，每年為六仟美元每年為六仟美元，，
五十歲或以上者五十歲或以上者，，每年為七仟美元每年為七仟美元
。。

金城銀行為慶祝新年金城銀行為慶祝新年，，特別推特別推
出出2424個月定期存款個月定期存款，，目前年優惠目前年優惠
利率均為利率均為22..0000% APY% APY，，開戶金額開戶金額
最低一仟五百美元最低一仟五百美元、、所有存款金額所有存款金額
皆享有聯邦存款保險皆享有聯邦存款保險﹝﹝FDICFDIC﹞，﹞，
保險額每人為二十五萬美元保險額每人為二十五萬美元。。

金城銀行在金城銀行在20192019年的表現傑年的表現傑
出出，，不但在獲利能力不但在獲利能力、、總資產額總資產額、、
總貸款額總貸款額、、總存款額甚至股東權益總存款額甚至股東權益

均達到創行均達到創行3434年以來的歷史新高年以來的歷史新高
點點；；總資產額更跨越十億美元的里總資產額更跨越十億美元的里
程碑程碑。。20202020年金城銀行迎接創行年金城銀行迎接創行
3535週年週年，，將規劃一系列酬賓優惠將規劃一系列酬賓優惠
活動活動，，誠摯歡迎所有客戶和社區的誠摯歡迎所有客戶和社區的
好朋友支持和參與好朋友支持和參與。。金城銀行全體金城銀行全體
行員將秉持創行宗旨行員將秉持創行宗旨，，以專業為本以專業為本
，，提供多樣化的金融產品提供多樣化的金融產品，，繼續為繼續為
社區和客戶服務社區和客戶服務。。有關本行最新資有關本行最新資
訊 請 參 閱 網 站訊 請 參 閱 網 站 www.goldenwww.golden--
bank-na.combank-na.com。。

時逢新春佳節時逢新春佳節，，金城銀行董事金城銀行董事
長吳光宜暨銀行董事和全體同仁敬長吳光宜暨銀行董事和全體同仁敬
祝大家鼠年行大運祝大家鼠年行大運、、富貴喜年來富貴喜年來！！
金城銀行為您的財務把關金城銀行為您的財務把關，，與您共與您共
創利益創利益、、共享金色未來共享金色未來！！

德州休士頓百利總行地址德州休士頓百利總行地址
((93159315 Bellaire Blvd. Houston,Bellaire Blvd. Houston,
TexasTexas 7703677036)) ，， 電 話電 話::
888888--320320--38383838。。

金城銀行恭賀大家鼠報年來福滿門金城銀行恭賀大家鼠報年來福滿門！！
特別推出特別推出2424個月定期存款個月定期存款，，優惠利率優惠利率22..0000% APY% APY！！

開設退休帳戶開設退休帳戶，，做自己的財神做自己的財神！！

凱蒂大學中心凱蒂大學中心22月月88,,99日日1111::3030到到1212::3030舞獅慶祝農曆新年舞獅慶祝農曆新年

Richardson Legacy 

Bellaire 

Sugar Land Harwin Champions 

Tustin 

Alhambra 

www.goldenbank-na.com 

凱蒂大學中心已經開凱蒂大學中心已經開
張的有張的有：： Lava Coffee,Lava Coffee,
Ding Tea, Taste Point,Ding Tea, Taste Point,
福 星湖南餐館福星湖南餐館，， AlleAlle--
giant Gaming, Giau Bargiant Gaming, Giau Bar
N Bites, Phanh TasticN Bites, Phanh Tastic
PhoPho 越南粉越南粉，，CornerCorner 9999
FusionFusion 越 南菜越南菜，， BreakBreak
Time Tea Lounge &Time Tea Lounge &
Banh Mi.Banh Mi.

凱 蒂 大 學 中 心 與凱 蒂 大 學 中 心 與
Katy Asian Town, NewKaty Asian Town, New
QuestQuest 的的 shopping censhopping cen--
ter (ter (8585C,C, 海底撈海底撈，，等等等等
。。。。),), 還有還有University ofUniversity of

Houston Katy,Houston Katy, 以及今年以及今年
準 備 開 工 的準 備 開 工 的 HoustonHouston
community collagecommunity collage 等等等等
。。大家都處在同一個商圈大家都處在同一個商圈
裡面裡面。。
意者請就近與意者請就近與::
Charles Tso, CMCACharles Tso, CMCA
HOA Manager, KATHOA Manager, KAT
Grand West Retail ConGrand West Retail Con--
dominium Associationdominium Association

2250322503 Katy Freeway #Katy Freeway #
5454
Katy, TXKaty, TX 7745077450
聯洛聯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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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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無必要 休斯敦大學警告師生員工不要前往中國旅行

（本報訊）休斯頓
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
已將實施冠狀病毒篩
查的美國機場數量增
加到20個。

其中新名單包括德
克薩斯州的三個機場

，包括休斯頓的喬治•W•布什洲際機場。
布什機場稱，每週約有2000名旅客從中國到達休斯敦。但

是，冠狀病毒篩查尚未進行。休斯頓機場緊急事件管理協調員弗
蘭克•恰科西奧（Frank Ciaccio）說，他不確定何時開始病毒篩
查，但採取了其他預防措施。

他表示：“我們正在發行健康警報卡。” “如果乘客有症

狀，請立刻聯繫醫生或衛生部門。”
同時，他對來自中國的旅客的最終篩
查實施情況保持緘默，他說細節仍在
製定當中。
針對冠狀病毒的大肆宣傳乃至謠言，
休斯頓市長特納（Sylvester Turner）
希望休斯頓人意識到一個關鍵點：
“休斯頓市和哈里斯縣或德克薩斯州
目前尚沒有確診病例。”
休斯頓衛生部戴維•珀斯（David
Persse）博士說，“我們不會討論可
疑案件” “當我們談論可疑病例時
，人們會產生誤解，會引起了不必要

的恐慌，並使情況變得更糟。”
美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CDC）已向全中國發出3級警告警

報，建議除非有必要，否則不要前往中國。
休斯敦大學已進一步採取了措施。在周二發出的備忘錄中，該大
學禁止學生，教職員工和教職員工進行所有不必要的中國旅行。

特納在周三的新聞發布會對這項舉措進行了評論。
在春假之前，UH的決定可能意味著取消了676名中國籍人

士的赴中旅行。
休斯頓大學對中國的旅行禁令將持續多久沒有任何消息，但

根據備忘錄，他們期待著重新開禁。（本報訊）休斯頓疾病控制
與預防中心已將實施冠狀病毒篩查的美國機場數量增加到20個
。

其中新名單包括德克薩斯州的三個機場，包括休斯頓的喬治
•W•布什洲際機場。
布什機場稱，每週約有2000名旅客從中國到達休斯敦。但

是，冠狀病毒篩查尚未進行。休斯頓機場緊急事件管理協調員弗
蘭克•恰科西奧（Frank Ciaccio）說，他不確定何時開始病毒篩
查，但採取了其他預防措施。

他表示：“我們正在發行健康警報卡。” “如果乘客有症
狀，請立刻聯繫醫生或衛生部門。”

同時，他對來自中國的旅客的最終篩查實施情況保持緘默，
他說細節仍在製定當中。

針對冠狀病毒的大肆宣傳乃至謠言，休斯頓市長特納（Syl-
vester Turner）希望休斯頓人意識到一個關鍵點：“休斯頓市和
哈里斯縣或德克薩斯州目前尚沒有確診病例。”

休斯頓衛生部戴維•珀斯（David Persse）博士說，“我們不
會討論可疑案件” “當我們談論可疑病例時，人們會產生誤解
，會引起了不必要的恐慌，並使情況變得更糟。”

美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CDC）已向全中國發出3級警告警
報，建議除非有必要，否則不要前往中國。
休斯敦大學已進一步採取了措施。在周二發出的備忘錄中，該大
學禁止學生，教職員工和教職員工進行所有不必要的中國旅行。

特納在周三的新聞發布會對這項舉措進行了評論。
在春假之前，UH的決定可能意味著取消了676名中國籍人

士的赴中旅行。
休斯頓大學對中國的旅行禁令將持續多久沒有任何消息，但

根據備忘錄，他們期待著重新開禁。

(本報訊)因為武漢疫情有二
個星期潛伏期，為防範大家的
平安也尊重大家要求，世界華
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的2/1日星
期六衍易老師主講的流年風水
講座將改期至二月十五日星期
六早上10:00在恆豐銀行12樓舉
行！

號外

社區大學緊急關閉 警方入校調查
（本報訊）位於金伍德的孤星社區

大學(Lone Star College in Kingwood)在星
期四校園被封鎖，之後所有房間都被清
理，大量警察和執法人員對一項事件進

行調查。
官員說，學生和教職員工被帶出大

樓，校園之後關閉。
據報導，該社區大學於下午 1 點左

右向學生髮布了警報。
根據哈里斯郡治安官埃德•岡薩雷斯的
說法，沒有人員傷亡或槍擊事件發生。
之後將進一步公佈調查結果。

社安詐騙3個月11.5萬投訴 眾議員妻也失金
（本報訊）司法部正對美國電信營運商發出

臨時禁制令，稱其助長數億起機器人來電詐騙案
；因為這些電話騙局，美國人一年損失數以百萬
元。這些詐騙電話通常來自印度，其中最常見是
社安詐騙；社安署表示，過去三個月內已有超過
11萬5000個詐騙投訴。

瑪雪‧安德森(Machel Andersen)與夫婿、猶他
州眾議員凱爾(Kyle Andersen)也是電話詐欺受害人
之一，損失了15萬元。騙局發生在去年12月，瑪
雪接到聲稱自來自社安署電話，說她的社安號碼
被盜取，用來設定多個銀行帳戶以進行毒品活動
。一名自稱是緝毒局調查員男子還說，她與家人
處於危險中；而且警告她，不能告訴任何人，若
不合作，家人也有危險。

這名男子要求她，在被盜用帳戶被沒收之前
，先移轉家庭銀行帳戶所有資金、到一個被認為
是安全的境外銀行，否則將損失所有金錢。為了
證明這點，男子說已對她發出逮捕令，罪名是毒
品販運及洗錢，若不配合，將逮捕她。

瑪雪表示，她開車到信用社並移轉所有錢到
支票帳戶，還把定存提出，還付了提早提領罰款
，電匯出15萬元。直到對方要求她抵押房子，瑪
雪才終於發現是詐騙，並告訴丈夫， 「我給出了
家裡所有的錢。感覺非常差。」

她說，當有人問，為何如此愚蠢時，瑪雪說
，當時過程非常真實。

許多人了解瑪雪的感受。緬因州國會參議員
蘇珊‧柯林斯(Susan Collins)指出，近年來，老年人

因類似電話詐騙案，損失極高。她表示，隨著人
口老齡化，情況將更惡化。

安德森夫婦說，他們損失金錢還可生存，但
其他人則未必如此。當接到社安詐騙電話時，該
如何應對？瑪雪表示： 「直接掛斷電話。」

聯邦調查局29日也發出警告，詐騙歹徒可能
使用顯示為聯調局的電話號碼，讓受害人誤以為
接到調查局來電。這些詐騙者告訴被害人，他們
的社安號碼被暫停，為了恢復號碼，必須給禮品
卡。

聯邦調查局強調，這些電話都是詐欺，任何
執法人員都不會要求民眾給現金或禮品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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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果南種、水果盆栽、太空蘭花、魚菜
共生、病蟲害綠色防控、水肥一體化無土栽
培、現代農業設備展示……如今的惠州博羅
縣農業科技示範場遊人如織，為期一個月的
第二屆廣東航天農業嘉年華暨2019年博羅縣
農作物新品種展示會正吸引着越來越多的觀
眾前來。

生活在都市，總是對農村有種莫名的嚮
往，田裡的莊稼，蔓藤上的瓜果，一切都顯
得那麼新鮮。此次展示會有來自全國各地40
多家種業單位的1,000多個優新品種和20多種
技術集成展示，是農業科技成果和未來農業
發展方向的一次全方位展示。此次展示會的
七大展區中，最值得關注的是2019年首次亮
相展示會的太空南瓜園、北果南種園。

200斤巨型南瓜 打卡必到處
步入面積約500畝的種植展示區，冬日

的田地上呈現出一幅生意盎然的畫卷：1,500
多個蔬果類、花卉類及航天育種品種長得生
機勃勃；在特種蔬菜展示區，50多個良種輔
以水肥一體化技術，進行示範種植；航天品
種展示區內，航天辣椒、航天小番茄、航天

南瓜等20多個良種，或是龐然大物，或是迷
你可愛……形形色色的蔬果顛覆了餐桌上的
形象，尤其是那重量突破200斤的巨型南
瓜，讓遊人發出陣陣驚歎，手機更是拍個不
停。

眼前這些農作物品種來頭和技術含金量可
不小。據介紹，種植展示區內的品種都來自中
國農科院、廣東省農科院、廣東省農業技術推
廣總站等單位。特種蔬菜展示區均為名、特、
優、新蔬菜品種，是從國內外引進的特種蔬菜
良種，航天品種展示區內種植的品種通過省級
以上鑒定、具有自主知識產權。

如果說形態各異的航天良種讓人目不暇
接，那麼在南方土地看到紅彤彤的蘋果就讓
人驚奇了。一直以來，粵港澳三地市民吃的
蘋果、銀杏、櫻桃等水果大部分都從北方地
區或國外運來，而眼前一株株掛滿枝頭的蘋
果樹，果形飽滿，沉甸甸地壓彎了枝頭，一
派豐收的景象。原來，這些蘋果樹全是2019
年10月份從北方以盆栽的形式移植過來的。

2019年，博羅縣農業科技示範場移植培
育蘋果等多種北方水果，填補了在博羅乃至
廣東種植北方水果的空白，同時突破了粵省

“北果南種”的瓶頸。如今，蘋果是“北果
南種”項目的主打產品，同時，還引進了包
括櫻桃、銀杏、李子等水果的果苗共3,600
多株。技術的革新，讓前來參觀的遊客一邊
發出“太驚奇了”的讚歎，一邊又對高科技
農業的發展前景充滿了興趣。

博羅縣農業科技示範場是全國首個縣級
航天育種示範基地，集農業科研、科普教
育、旅遊觀光為一體，設有農科奇觀、科普
長廊、特種蔬菜示範區、動物珍禽養殖示範
園、標本綜合展館等10多個景點，非常適合
一家大小親子同樂。附近更是有著名的羅浮
山風景區，欣賞完各種蔬果後，再到羅浮山
來一趟洗肺的行程，不亦樂乎。

《星球奇境》宇宙特展由美國
太空與火箭中心和美國國家航空
航天局（NASA）馬歇爾太空飛
行中心官方遊客中心聯合開發，
由NEC Partners 有限公司設計
和製作。展覽主要講述人類探索
太陽系的故事，旨在為各位前來
觀展的大小朋友們，呈現一次開
拓視野、寓教於樂、意義非凡的
太空科普旅程。如今，這趟神奇

的太空旅程已經正式登陸廣東科學中心。
據介紹，《星球奇境》以“太空科普課堂”作為重點輸出內

容，觀眾可享受免費的語音導覽、輔導員全程科普導覽等服務。特
展分四大板塊，包括360度星球影院、太空探索計劃中使用的航天
飛行器和探測器高精模型，互動體驗裝置，全息教育台。針對親子
家庭，展覽還免費提供了“太空小課堂”，另外，展覽期間將推出
周末親子太空營、太空冬令營、太空科普講座等，讓中小學生收穫
更多的科普知識。

入複製太空艙 看宇宙實況直播
其中，星球影院是一趟神奇的視覺旅程：展覽為觀眾定製了

一個360度環幕，2.6米高的球幕，8.1環繞聲的太空影院；影院環
形裝置26架超高清投影機，實景無間斷變換着NASA太陽動力學
天文台、各大行星飛行器和探測器所拍攝的宇宙實景圖像，模擬
一次從地球穿越太陽系的星際旅程。現場觀眾可以在宇宙飛船和
探測器的帶領下，展開一段30分鐘的“探訪”太陽系行星之旅，
在全動態、全浸沒式的裸眼觀看體驗中，欣賞300億公里的太陽系
奇觀。

原版複製的國際太空站，按1：1比例複製的命運號實驗艙，
它是一個科學實驗室，於2001年2月由美國搭建。在這裡，觀眾
不僅可以親手觸摸太空人在太空的“家”，了解太空人如何在太
空中生活，同時現場還可以連接NASA官網，通過“最遙遠直
播”了解宇宙實況。

太空衣時裝騷 經典潮款同場
太空站還展出兩款具有特殊意義的太空衣，經典的NASA

A7-LB太空衣原版用於上世紀70年代的阿波羅11號登月計劃，曾
為太空人J. Lovell專用太空衣，整套服裝最讓觀眾感到熟悉的，就
是那獨特的“魚缸頭盔”了。另外一套NASA Z-2太空衣是NASA
太空人最新款式太空衣的複製品，原型專為太空人登陸火星而設
計，將用於NASA的2030年火星登陸計劃，目前還在研發、內測
中。

另一件實驗室深色太空衣則使用3D打印技術製造，其獨特的實
用功能包括電子發光管，可以讓太空人在黑暗中得到更好的視野。另
外有一個可以通過搖晃開啟的生命維持裝置，以便太空人在沒外界幫
助的情況下使用。

然而，在太空站中，最引人注目的還是14台宇宙飛行器的高精
模型，包括裝載金唱片的航行者2號、已光榮墜隕的卡西尼號、飛
掠冥王星的新視野號等，還有中國國民寶貝“玉兔號”機械人探月
車等，讓人目不暇接。

除了觀看酷炫裝備以及在夢幻“銀河”裡拍各種大片，現場
還設置了豐富的互動裝置。例如，全息教育台，一個關於8大行星
和冥王星的全能信息站，不僅適合年輕人自主探索，也適合親子
教育和互動，觀眾可以通過屏幕放大、縮小、旋轉星球，也可以
了解每顆行星及其航天飛行器、探測器的趣味問題。觀眾還可以
模擬穿上太空衣，和搞怪的太空衣拍照板合影留念。

惠州博羅農展：
太空蔬果顛覆想像

廣州星球奇境：
安坐影院橫渡銀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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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眾可以穿
上太空衣和經典
款合影留念。
網上圖片

■步入《星球
奇境》特展，300

億公里的太陽系奇觀
就在眼前。
網上圖片

■觀眾可在國
際太空站了解太
空人的生活。
網上圖片

從中國神話故事的“嫦娥奔

月”，到外國荷里活大片《星球大

戰》，從古到今，從中國到全世

界，人類關於星空、宇宙的

幻想，從未停止。普通人想要翱翔太空難度太

大，還好有各種各樣關於太空主題的科普展

覽，無論是漫步 1：1 還原的國際太空站

（ISS）模型，還是通過豐富的互動裝置模擬

太陽系探索，又或者是欣賞各種通過省級

以上鑒定、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航天良

種，都將成為航天愛好者、天文愛好

者、科幻星迷們打卡的好地方。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寶儀

廣東報道

◀航天品種展示區中，巨型南瓜
讓人眼前一亮。 網上圖片

■觀展的大小
朋友們可經歷一次
寓教於樂的太空科

普旅程。
網上圖片

■■觀眾在觀眾在《《星球奇境星球奇境》》中通過各種互中通過各種互
動裝置了解太空知識動裝置了解太空知識。。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惠州博羅縣農業科技示範場中惠州博羅縣農業科技示範場中
的特種蔬菜展示區的特種蔬菜展示區。。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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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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鵬嘚吧嘚第460期：長假歸來看屌絲

播出時間：
節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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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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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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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日       Friday, January 31,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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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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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日       Friday, January 31, 2020

Relax

地址：4899 hwy 6 ste 210 C, Missouri city,Tx 77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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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福地板以其在休斯頓地板行業十多年的專業經驗，

主營各類(CARB II)環保認證的Hardwood ,Laminate 
,(WPC ,SPC防水耐磨)地板、地磚及地毯的零售和批
發服務，並能為客人量身訂做個性化的檯面和浴室裝

修，提供從專業設計到精品施工的一條龍服務。萬尺

倉庫現貨，歡迎批發零售。

又福地板
最佳品質 
最優質服務 

追求極致完美 綠色環保健康

Tel: 281-501.8330 / 832-978.6440 
9630 Clarewood Dr.,#B-3 ,Houston TX 77036  

www.yulfgroup.com Mon-Sat:9:00Am-6:00Pm   
Sun:電話預約

 WJ 2019 /  ZZT05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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