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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胡德斯普瑞特南非胡德斯普瑞特，，這只這只55個月大的白化大象名叫個月大的白化大象名叫KhanysiaKhanysia，，它因它因
誤入偷獵者設置的人為陷阱而受傷嚴重誤入偷獵者設置的人為陷阱而受傷嚴重，，幾天後它被發現且嚴重脫水幾天後它被發現且嚴重脫水，，
被送至大象康復中心治療被送至大象康復中心治療，，在大象康復中心創始人在大象康復中心創始人Adine RoodeAdine Roode的悉心的悉心
照料下照料下，，大象大象KhanysiaKhanysia重獲新生重獲新生。。



休城社區 BB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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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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策“群”力，正能量抗擊新冠病毒
中外象棋微信群網絡舉辦象棋比賽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導】戊戌歲末，庚子年初。舉國大疫
，全球為之談“新冠”色變。當今網絡世界，大量的微信群更是
華人獲取各種資訊的主要媒介。每天面對來自世界各地的無數的
文章、視頻，大家也是眾說紛紜，真假難辨。微信群如何在防疫
、抗疫中起正面作用，向群員輸送正能量？

全名為“中外超級象棋群”微信群是世界象棋聯合會副主席
、旅居美國紐約的著名企業家鄭勤霖先生創辦，現有187名群員
，匯集海內外象棋界精英人士，包括中國象棋幾乎所有的特級大
師和大師及名手，如王天一、鄭惟桐、蔣川、汪洋、趙鑫鑫、胡
明、金海英、賈丹、象棋王子等。象棋是中華民族的國粹。可以
說哪裡有華人，哪裡就有中國象棋的身影。前些日疫情爆發，鄭
勤霖先生本人及組織象棋微信群，先後捐贈武漢、福建、永川三
地近 42 萬元醫療物資（醫用口罩 88110 個、醫用手套 4600 只
））。這次所有寄回國內的物資都買了保險，以確保物資能夠安
全運回。

在中國及全世界都感到疫情嚴重，不少人處於居家封閉的情

形下，為了團結象棋界人士齊心協力抗擊新冠病毒。鄭勤霖先生
中國象棋群與象棋界人士協商於2020年2月14日開始舉辦首次
象棋國際網絡系列比賽，並給予優勝者頒發獎金。

本次比賽的創辦者和讚助者鄭勤霖先生身居美國紐約，裁判
長胡智慧身在重慶，編排長蔣東平家居四川南充。第一輪參賽的
14名選手中，重慶選手有張福生、張偉東、鄧普普、石安慶、袁
澤蓮（女），福建選手有吳杭宸、林長水、曾云拯，四川選手有
李文英（女）、鄭林，北京選手有薛洪林、更有疫情重災區武漢
選手劉宗澤參賽。美國紐約華裔陳鵬遠、美國休斯頓越裔Yogi
先生的加盟，更使比賽具有國際味道。當然，還有眾多網友在網
路上熱情觀戰。

經過7輪49盤棋的激烈鏖戰。比賽成績塵埃落定。福建小將
吳杭宸（業9-1，天天象棋等級）力壓眾前輩，獲得冠軍。福建
林長水（業9-3）獲得亞軍，湖北武漢劉宗澤（業神1-1）獲季
軍，重慶張福生獲得殿軍。重慶袁澤蓮、成都鄭林（業9-1）、
重慶張偉東（業8-1）、福建曾云拯（業8-3）依次獲得5至8名

。
本次比賽圓滿結束，得到了所有參賽選手和圍觀群眾的一致

褒獎。賽后鄭勤霖先生說：“此次象棋比賽成功舉辦，這僅僅是
第一步，我將會把中外超級象棋微信群象棋比賽進一步推廣，將
像棋藝術發揚光大”。美國休斯頓象棋協會副會長徐建勳律師也
表示，這種比賽傳遞了一種正能量，特別是網絡上各種消息真假
難辨，看多了確實令人沮喪，通過舉辦網絡比賽活動就是一種提
升大家精神境界的好活動，而活動的國際性也傳遞了全球關注、
支持中國，支持武漢的愛心和決心。

這正是：
象棋網絡賽——
相知無遠近，萬里尚有情 !
抗擊新冠病毒——
新冠雖猖獗，用愛去消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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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網站

（本報記者秦鴻鈞）雖然近期新型
冠狀病毒肺炎的疫情十分險峻，吸引了
全球人士的密切關注。但美國的大選依
然如期進行。如今年2月18日至28日的
黨內初選早期投票，今年3月3日的正
式投票仍受到不少華人的關注。尤其今
年德州地區華人聚居的福遍郡選區出了
首位華裔女性—優秀華人張晶晶出馬競

選郡級的稅務總長，更成了大家矚目的
焦點。

張晶晶（J.J. Clemence ) 在休士頓
華人圈可謂家喻戶曉，她自信又接地氣
的形象，她憑藉個人努力和獨特的人格
魅力，多年來已深入人心，逐漸獲得亞
裔群體和主流社會所認同。

張晶晶的履歷十分完整且輝煌。她
曾為美國國會議員Pete Olson 亞洲社區
顧問委員會主席及亞裔事務外聯部部長
；德克薩斯州州長Greg Abbott房地產研
究和咨詢委員會副主席；15年注冊審計

師及市場開發部經理的業界經驗；她同
時還是福遍郡學區債券委員會委員；福
遍郡學區創新委員會委員；及福遍郡共
和黨財務長及財務委員會主席。

張晶晶擁有貝克大學會計學學士學
位和工商管理碩士學位。她是Fort Bend
郡共和黨的財務主席，Fort Bend郡獨立
學區債券委員會董事會成員，及 Fort
Bend郡創新委員會的董事會成員。 張
晶晶長期致力於降低流程成本，是Fort
Bend縣的一位公認的保守派領導人，擁
有十多年的金融和商業認證經驗。她在
在貝克休斯（Baker Hughes），Spectra
和Enbridge的金融和商業策略部門擔任
過多個財務審計師職位。 為Fort Bend
County提供了十多年的財務，運營和欺
詐審計經驗。張晶晶擁有註冊審計師和
市場發展部經理的經歷，以及作為共和
黨和財政保守派的良好往績，使她成為
該職位的理想人選。 張晶晶也是美國國
會議員皮特•奧爾森（Pete Olson）的
社區外聯主任，德克薩斯州亞裔共和黨
委員會副主席，以及德州州長格雷格•
阿伯特（Greg Abbott）德克薩斯州房地
產研究和諮詢委員會副主席。她還是
Fort Bend獨立學區債券委員會和創新委
員會的董事會成員，Fort Bend縣GOP的
財務主管和財務主席，Precinct 4044的
主席，以及德克薩斯州亞洲共和黨俱樂
部的副主席。現在張晶晶已經正式宣布
競選福遍郡稅務總長 職位，請所有的華
人投票給張晶晶贏得這個職位以更好和

更多地為華人社區服務。她在Fort Bend
County從事社區服務的悠久歷史以及豐
富的財務經驗使她成為Fort Bend County
稅收評估師的最合格候選人。

關於房屋稅事務，張晶晶解釋說：
美國整個稅系統包括不同的部門，各個
部門相互獨立，相互協作。通常，估價
局 (Appraisal District) 每年評估徵稅價格
，財產主 (Property Owner) 不滿意估徵
稅價格有權提請抗辯 (protest)。一般來

說，本地的徵稅單位 (taxing unit) 根據本
單位年度提供公眾服務需要的預算決定
稅率 (tax rates)。比如當地的總共財產
估價是$100 million, 本年度學區正常運
行需要資金預算是$1 million, 學區稅就是
1%, City 需要的資金預算是$0.5 million,
City的稅率就是0.5%，等等。 。每年的
稅率都會上下浮動一點點根據徵稅單位
的預算變化和財產價格的變化。徵稅單

位(taxing unit) 委託收稅官 (tax asses-
sor-collector) 收取財產稅。德州憲法
(Texas Constitution) 有幾個基本原則：
徵稅平等均勻 (taxation must be equal
and uniform)，就是說給地產估價時候
，同一個區域類似的地產會有類似的估
價。所有財產必須根據目前的市場價格

(market value) 徵稅，除非有法律規定的
豁免 (exemption)。德州的 Homestead
Law 就是一個很好的豁免的免稅法規，
但只對屋主的自住房，其它商業地產和
投資出租房都沒有這個豁免。張晶晶在
Fort Bend County居住了11年，張晶晶完
全了解如何與華人社區進行交流，並了
解他們在財產稅和任何其他與稅收有關
的事務上的需求。 她是唯一可以最大程
度地幫助華人社區的Fort Bend County稅
收評估師的最合格候選人。

“Fort Bend縣代表了美國所能提供
的最好的服務：強大的商機，一流的學
校和繁榮的社區。 在這裡生活和工作的

人們應在各級政府中獲得政府的透明度
和效率。 作為您的稅務評估員，張晶晶
將確保您的稅率計算合理，並會努力改
善收款流程，為您節省金錢，並使Fort
Bend縣成為生活和工作的好地方。 J.J.

期待著有機會贏得您的投票。”
自從晶晶競選福遍郡稅務長以來，

得到了當地許多華人的大力支持和慷慨

援助。作為第一代移民參加競選這個十
分關鍵的公職，晶晶面臨重重困難，也
面對眾多的競爭對手。但有同胞們的大
力支持和鼓舞，有晶晶服務社區的堅定
信心，競選工作一路所向披靡，得到了
諸多社會各界知名人士的背書，更得到
了越來越多的選民的支持。晶晶對各位
同胞和志願者的無私的奉獻以及忘我的
努力感激不盡，在此說一聲謝謝，道一
句感恩！為了同胞們的健康和安全，張
晶晶決定推遲已計劃籌辦的競選集會，
等到疫情緩解或得到有效控制後再行安
排。

支持華人候選人張晶晶競選福遍郡稅務總長支持華人候選人張晶晶競選福遍郡稅務總長
華人請踴躍投票華人請踴躍投票 !! 讓她為華人爭取最大利益讓她為華人爭取最大利益

張晶晶張晶晶((英文名英文名J.J. Clemence)J.J. Clemence)

張晶晶代表國會議員參加大休張晶晶代表國會議員參加大休
斯頓地區慶祝中國國慶晚宴斯頓地區慶祝中國國慶晚宴

德州州長德州州長Greg AbbottGreg Abbott和張晶和張晶
晶合影晶合影

20162016年休斯頓華裔安全警民座年休斯頓華裔安全警民座
談會談會 圖片來自圖片來自cheerinuscheerinus

張晶晶作為白宮親友團受邀參張晶晶作為白宮親友團受邀參
加迎接副總統彭斯夫婦活動加迎接副總統彭斯夫婦活動

美國交通部長趙小蘭和張晶晶美國交通部長趙小蘭和張晶晶
合影合影

服務社區的張晶晶服務社區的張晶晶

美國國務卿美國國務卿&&美國住房和城市美國住房和城市
發展部長發展部長Ben CarsonBen Carson和張晶晶和張晶晶

及女兒合影及女兒合影

國會議員國會議員Pete OlsonPete Olson攜共和黨領袖攜共和黨領袖
同李強民大使齊聚晶晶家共賀新春同李強民大使齊聚晶晶家共賀新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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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梅子)2月18日至28日是2020年
初選 預選，很多華裔入了美國籍，卻不知道怎麼
行使自己投票的權利，也不清楚投票的程序和基
本知識，即使想投票也不知從何下手。華裔選民
可以與Harris 縣行政書記官辦公室的亞裔官員芮
久玟 JoAnne Ray（713-274-4325）聯系，獲得
幫助。

下面為大家普及一下選舉知識。
2020年3月3日是Harris縣的政黨初選 (Pri-

mary Election)。 此乃主要政黨 (共和黨 Republi-
can Party及民主黨 Democratic Party) 為決定該黨
普選公職候選人而舉行的選舉。凡在此縣登記的
選民均可參與政黨初選的投票、但不得兩黨都投
。

Texas州遵循“公開初選”的原則：選民可
以在3月初選及11月的大選自由選擇投票給任何
一政黨。選民即使未參與政黨初選還是可以在決
選投票。然而，對於已經參與3月初選投票的選
民，在5月政黨決選時，只能投給政黨初選時所
投選的政黨。

在黨內初選時, 如果沒有候選人達到50%+1
票以上, 得票最高兩位候選人必須再進入5月決選
(Runoff Election) 。選民即使未參與政黨初選還是
可以在決選投票。

此次政黨初選票的競選選項為聯邦，州，及
縣市的職務。各政黨也可能提出不具法律約束力
的提案。選項及任期如下：

州，聯邦候選人及任期：
總統 (President) - 4 年
美國參議員 (U. S. SENATOR) - 6 年
美國眾議員 (U. S. REPRESENTATIVE) - 2 年
州參議員(State Senator) - 4 年
州衆議員(State Representative) - 2 年

油氣礦廳長 (Railroad Commissioner) - 6 年
最高法院首席法官 (Chief Justice, Supreme

Court) - 6 年
地區法官 (District Judge) - 4 年
州教育委員會 (Member, State Board of Edu-

cation) - 4 年
地區檢察長 (District Attorney) - 4 年
Harris 縣候選人及任期：
縣學區理事，不分區(County School Trustee)

– 6年
家庭地區法官(Family District Judge, Judicial

District) - 4 年
縣區長 (County Commissioner, Precinct) - 4

年
縣分區庭長 (Justice Of The Peace, District) -

4 年
縣檢察長 (County Attorney) - 4 年
警長 ( Sheriff) - 4 年
縣分區警長 (County Constable, Precinct) - 4

年
縣稅務官 (County Tax Assessor-Collector) -

4 年
黨主席 (Party Chair) - 2 年
選區主席 (Precinct Chairman) - 2 年
德州選民的資格 ：
不同於其他州，根據德州法律規定您必須是

美國公民、滿 18 歲並且是登記
的選民才能參與該縣的投票。
如果您過去八年以來都從未有投
票紀錄、或是搬遷至新的住處、
您必須要重新登記、更新資料
。

2020政黨選舉日期：
政黨初選 - 3 月 3 日
提前投票 - 2 月 18 日 至 2

月 28 日
郵遞選票申請截止日 (收件

日, 非郵戳日) - 2 月 21 日
回郵選票收件截止日 - 3 月

3 日晚間 7 時
政黨決選 - 5 月 26日
提前投票 - 5 月 18 日至 5

月 22 日
郵遞選票申請截止日 (收件日, 非郵戳日) - 5

月 15 日
回郵選票收件截止日 - 5 月 26 日晚間 7 時

不同投票的方式 ：
為了方便民眾投票、選民可以選擇提前投票

、選舉曰投票、或是郵遞投票。
Harris縣內郵遞投票
Harris縣的所有登記選民可以選擇通過郵遞

投票。再次提醒，郵遞選票必須每年申請。申請
表格可以在每個日曆年度的第一天 (1月1日) 開始
遞送，但不得遲於選舉日前的第11 日。

申請資格：
如果您已完成選民登記並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即可申請郵遞選票：
•在選舉日當天以及提前投票期間，您都不

在本縣境內；
•生病或殘障；
•在選舉日當天年滿65歲或65歲以上；
•或是在監服刑，但具有投票權。
申請 [年度] 郵遞選票：
凡年滿65歲或65歲以上或是殘障人士均有

資格提出年度郵遞選票申請表(ABBM)。在申請表
勾選 「年度郵遞選票」 以確保申請者在該選舉年
度期間將收到所有選舉的郵遞選票。

投票所有中、英文雙語工作人員提供翻譯服
務 。請致電 713-274-9550 或到官方網站 www.
HarrisVotes.com 申請。

詳解詳解！！HarrisHarris（（哈裏斯哈裏斯））
縣縣20202020年度政黨初選投票指南年度政黨初選投票指南！！

(本報訊) 許多人的願望都是退
休後想去環遊世界，但歲數大了，
身體總會出現各種不適，而若在旅
遊時突發一些急性病症，更擔憂海
外醫療保障的程度?

其 實 原 始 醫 療 保 險 (Original
Medicare)和醫療優惠(Medicare Ad-
vantage)是不包括海外醫療。有些人
即使購買了旅遊保險，但其醫療賠
款非常有限，完全不足以支付高額
醫療費用。在美國官方“Medicare
and you” 手冊中第8頁下面明確寫
道 ： “Original Medicare generally
doesn’ t cover care outside the U.S.

”；而在醫療優惠計劃裡(Medicare
Advantage)也明確寫道:“Plans gen-
erally don’t cover care outside the U.
S.”，這意味著如果你在海外生病
，昂貴的手術費和住院費將成為可
怕的負擔。

我們是美國少數幾家保險公司
中，具有包括海外緊急服務支付
(Emergency care)服務的公司，您只
需非常低的自付額且無需任何額外
花費，甚至還會幫客戶支付一部分
退休保障金B部分賬單，讓您能拿
到更多退休金，更加放心大膽地規
劃老年旅行。

放心大膽地去遊遍大江南北吧
?!請讓我們幫您免去憂慮，完善保
障！

如對本文所述有何疑問，請與
「李元鐘保險經紀公司John Lee In-

surance Agency」聯繫。 地址:7001
Corporate Dr. Ste 201. Houston, TX
77036 ( 休 斯 頓 華 埠 大 廈)， Tel:
(832) 500-3228， E-mail: hous-
ton@johnleeins.com， 微 信 或 Line
請加johnleehouston。本專文全部內
容，倘未經過筆者之書面同意，一
律不得翻印或轉載。(李元鐘保險團
隊提供)

退休後想環遊世界退休後想環遊世界??
海外緊急醫療有保障海外緊急醫療有保障

休士頓政府補助買房頭期款休士頓政府補助買房頭期款 最高可獲三萬元最高可獲三萬元
自住房購房補助計畫自住房購房補助計畫 您懂得去申請補助嗎您懂得去申請補助嗎??

(本報休士頓報導) 為了讓中低收入
的首次自住房購房者(First Time Home-
buyer)可以負擔得起，休士頓政府對買
房的屋主有頭期款補助金，這是來自聯
邦的資金，如果懂得去申請，並且符合
條件，可能可以申請到一大筆補助金，
目前最高可獲$30,000的補助，對於首次
購屋者來說，可說是非常大的幫助，目
前陸陸續續已經有不少華裔民眾申請到
補助了。

休士頓市政府 「住房和社區發展部
(Housing and Community Develop)」 行

政經理 Brandi N. Sullivan，為民眾介紹
休士頓市的 「自住房購房補助計畫
(Homebuyer Assistance Program)」，讓大
家知道，哪些人可能是這個計劃的受惠
者。

Brandi表示，這個補助計畫，對於
許多長期租屋的民眾而言，可說幫助很
大，有了政府補助的頭期款，再把原來
付的房租拿來繳貸款，未來，房子就是
自己的了。市政府幫助民眾購買自己的
房子，究其原因，一方面能安定民生，
同時，未來屋主每年要繳房屋稅，也會

對政府經濟有幫助，算是一舉兩得。
Brandi說明，這個計畫協助的對象，是
首次自住房購房者、或是在過去三年內
未曾買房的中低等收入的休士頓家庭。

申請人必須符合中低收入標準，然
而，民眾別以為中低收入是賺很少的年
收入，如果您家庭總收入不超過本市平
均收入的80%，您就可能符合條件。舉
例來說，單身人士的收入為$42,750，二
口之家的收入在$48,850以下，或四口之
家的收入在$61,050以下就可以申請，收
入限制根據家庭人口而定。

自住房購房補助計畫目前最高可補
助$30,000，購屋者須符合以下的條件:

(一)、是首次自住房購房者；(二)、
家庭收入不超過規定的限制；(三)、能
夠獲得自住房購屋貸款；(四)、願意參
加 8 小時的購房者教育課程；(五)、有
工作、每年有付稅，是美國公民或綠卡
持有者；(六)、願意提供所有的相關文
件。(七)、為休士頓市居民。

如果已經有看重的房子，此房要通
過市政府的房屋檢查(Home Inspection)
才可申請。申請補助的屋主，在這個房
子至少要居住五年，不得出租。

買主怎樣才能符合申請資格呢？

房地產經紀人Mr. Kim表示，他在數年
前因為幫朋友買房子，而接觸 「自住房
購 房 補 助 計 畫 (Homebuyer Assistance
Program)」，當時申請的手續相當繁雜
，但是，只要熟悉規定，仍然可以逐項
克服困難，當他的朋友買到房子、並且
成功申請到補助金時，箇中的欣喜難以
形容。

首先，買主必須確定是自己居住，
而不是投資屋，在此屋要住滿五年才可
以轉手。在買房之前必須上 8小時購房
者教育課程，
要能獲得貸款
。其次，有意
願要申請此項
補助金的人，
一定要誠實交
稅，不少人為
了省稅金，沒
有如實報稅，
等到申請貸款
時就出現難題
。 Mr. Kim 表
示，市政府有
錢補助，但是
民眾要懂得去

申請，懂得讓自己符合條件，申請過程
中有許多文件工作，對於熟悉作業的人
並不是問題，他也鼓勵想要有自己房子
的民眾趕緊去申請補助金。
自住房購房補助計畫(Homebuyer Assis-
tance Program)可上市政府官網查詢，了
解 更 多: http://www.houstontx.gov/
housing/hap.html。
詳情可洽：王維 (713)725-1703(中文)，
Mr. Kim(832)549-0282(英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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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銀行一如既往推崇地或有界大美南銀行一如既往推崇地或有界大
愛無疆的精神愛無疆的精神，，本著取之社會本著取之社會、、回饋社回饋社
會的原則會的原則，，支援協助中國醫療界和老百支援協助中國醫療界和老百
姓共同對抗姓共同對抗““新型冠狀病毒〞的防疫工新型冠狀病毒〞的防疫工
作作。。日前美南銀行以捐款支持的方式經日前美南銀行以捐款支持的方式經
達拉斯湖南同鄉會協助購買醫療防疫物達拉斯湖南同鄉會協助購買醫療防疫物
資运送給湖南省紅十字會用于支持湖南資运送給湖南省紅十字會用于支持湖南
省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疫工省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疫工
作作。。

美南銀行的捐助款項己於美南銀行的捐助款項己於22月月77日日
由美南銀行總裁由美南銀行總裁 Mohammed YounusMohammed Younus
（（圖一右五圖一右五））負責和達拉斯地區貸款部負責和達拉斯地區貸款部
經理王海經理王海莺莺女士女士（（圖一右二圖一右二））連繫將該連繫將該
款項交由達拉斯湖南同鄉會所發起的〞款項交由達拉斯湖南同鄉會所發起的〞

天涯地角天涯地角、、湘新湘愛〞募款活動〞湘新湘愛〞募款活動〞（（圖圖
二二），），並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駐休士頓總並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駐休士頓總
領事館協助下將全部的募款所得所購買領事館協助下將全部的募款所得所購買

的醫療物資全數送往疫區醫院的醫療物資全數送往疫區醫院。。
（（Member FDICMember FDIC））

協助防疫協助防疫、、人人有責人人有責

作為我們華人社區的忠實和可信賴的聲音本月作為我們華人社區的忠實和可信賴的聲音本月20202020年人年人
口普查主要故事創意的摘要口普查主要故事創意的摘要

二月的故事二月的故事：：
20202020 年人口普查中的幼兒統計年人口普查中的幼兒統計：：美國人口普查局正在與包美國人口普查局正在與包

括芝麻街和蘇斯博士在內的地方和國家合作夥伴攜手括芝麻街和蘇斯博士在內的地方和國家合作夥伴攜手，，以提高以提高
20202020 年人口普查中的幼兒統計年人口普查中的幼兒統計。。由於歷來人口普查中幼兒的人由於歷來人口普查中幼兒的人
數被少算數被少算，，因此人口普查局希望教育家庭和與幼兒一起生活的人因此人口普查局希望教育家庭和與幼兒一起生活的人
關於算上家中所有人的重要性關於算上家中所有人的重要性。。在在22//2222 將會有一個活動將會有一個活動，，該活該活
動會以現場直播的新聞發布會開始動會以現場直播的新聞發布會開始，，然後在克利夫蘭舉行一場針然後在克利夫蘭舉行一場針
對家庭的免費活動對家庭的免費活動。。人口普查局將與國家和地方合作夥伴組織一人口普查局將與國家和地方合作夥伴組織一
起起，，為幼兒及其家庭提供有趣的活動為幼兒及其家庭提供有趣的活動。。欲了解更多信息並註冊親欲了解更多信息並註冊親
自或通過直播參加自或通過直播參加，，請點擊此處請點擊此處。。一份英語活動傳單已附上一份英語活動傳單已附上，，連連
同中文同中文--文章文章，，如果您願意的話如果您願意的話，，歡迎用作參考發布歡迎用作參考發布。。
20202020 年人口普查在社區中年人口普查在社區中：：您是否參加過任何主要的亞洲社區您是否參加過任何主要的亞洲社區

節日並在附近看到人口普查代表節日並在附近看到人口普查代表？？在過去的一個月中在過去的一個月中，，人口普查人口普查
局為諸如舊金山農曆新年遊行局為諸如舊金山農曆新年遊行，，越南伊利諾伊州越南伊利諾伊州TetTet 晚餐和慶典晚餐和慶典
協會協會，，OhanaOhana 節節（（夏威夷夏威夷））和農曆新年節和農曆新年節（（休斯頓休斯頓））等活動提等活動提
供了支持供了支持。。
** 新新*-*- 視頻語言指南視頻語言指南：：新資源已發布新資源已發布！！這些視頻是用以幫助說中這些視頻是用以幫助說中
文的社區完成文的社區完成20202020 年人口普查問捲而製作的年人口普查問捲而製作的。。
國家招募和僱用國家招募和僱用：：美國人口普查局正在繼續從您所在的社區僱用美國人口普查局正在繼續從您所在的社區僱用
臨時和兼職員工臨時和兼職員工。。請繼續發布所附的翻譯故事請繼續發布所附的翻譯故事，，以幫助人口普查以幫助人口普查
局從您所在社區僱用員工局從您所在社區僱用員工；；人們可以在這裡在線申請工作人們可以在這裡在線申請工作。。
接下來在接下來在33 月月：：20202020 年人口普查將於年人口普查將於33 月中旬開始月中旬開始！！隨著家庭隨著家庭
在下個月開始收到郵件在下個月開始收到郵件，，請隨時注意我們的新聞稿和其他材料請隨時注意我們的新聞稿和其他材料。。
我們需要您的幫助我們需要您的幫助，，以確保我們的社區被統計上以確保我們的社區被統計上！！

關於關於20202020年人口普查年人口普查
20202020年人口普查統計了居住在美國年人口普查統計了居住在美國5050個州個州，，哥倫比亞特區哥倫比亞特區

和五個美國領土的所有人和五個美國領土的所有人。。這項統計是由憲法規定的這項統計是由憲法規定的，，並由美國並由美國
人口普查局進行人口普查局進行。。美國憲法規定每美國憲法規定每1010年進行一次人口普查年進行一次人口普查。。人人
口普查局的數據用於確定每年如何向各州和當地社區分配超過口普查局的數據用於確定每年如何向各州和當地社區分配超過66,,
750750億美元的聯邦資金億美元的聯邦資金，，以提供服務和基礎設施以提供服務和基礎設施，，包括醫療保健包括醫療保健
，，工作工作，，學校學校，，道路和商業道路和商業。。該數據還用於重新分配美國眾議院該數據還用於重新分配美國眾議院
席位的目的席位的目的。。樣本普查問卷可以在這裡找到樣本普查問卷可以在這裡找到。。您對普查的回應受您對普查的回應受
美國法典標題美國法典標題1313的保護的保護。。

關於關於TDW+CoTDW+Co
TDW + CoTDW + Co是是20202020年人口普查的合作夥伴年人口普查的合作夥伴，，並在所有傳播並在所有傳播

活動中擔任亞裔美國人受眾的專家活動中擔任亞裔美國人受眾的專家。。

中華合唱團年度音樂會演出中華合唱團年度音樂會演出 三月七日在休士頓浸信會大學三月七日在休士頓浸信會大學
最新消息最新消息，，很高興中華合唱團第很高興中華合唱團第5858次的演次的演

唱會唱會，，又將展現在喜愛音樂好友們的面前了又將展現在喜愛音樂好友們的面前了。。
經過既認真又開心的練唱經過既認真又開心的練唱，，近近6060位團員每個禮位團員每個禮
拜天都抱著期待愉悅心情邁向僑教中心拜天都抱著期待愉悅心情邁向僑教中心104104教教
室室，，跟相交多年的老朋友們相聚在一起唱歌跟相交多年的老朋友們相聚在一起唱歌，，
一起在施彥伃老師吳詩婷老師指導下專心的把一起在施彥伃老師吳詩婷老師指導下專心的把
每一首歌唱好唱熟每一首歌唱好唱熟，，每一次的進步都是豐滿的每一次的進步都是豐滿的
收穫收穫。。中華合唱團之得以在僑社延續如此漫長中華合唱團之得以在僑社延續如此漫長

的嵗月的嵗月，，完全得力于歷任指揮老師們辛勤指導完全得力于歷任指揮老師們辛勤指導
和團員的努力學習所致和團員的努力學習所致。。

今年音樂會主題是今年音樂會主題是 「「樂吟古今樂吟古今」」 ，，顧名思顧名思
義這次音樂會的歌曲義這次音樂會的歌曲、、包含了古老的樂章或近包含了古老的樂章或近
代乃至現代風格歌曲代乃至現代風格歌曲，，一共包括了一共包括了1010首中文首中文、、
66首西洋歌曲首西洋歌曲，，這次我們還請到了弦樂四重奏幫這次我們還請到了弦樂四重奏幫
我們部分歌曲作伴奏我們部分歌曲作伴奏，，他們還有約他們還有約1010分鐘的精分鐘的精
彩表演彩表演，，肯定會為音樂會演出加分增色肯定會為音樂會演出加分增色。。期待期待

熱愛音樂歌唱朋友們熱愛音樂歌唱朋友們，，33月月77號下午號下午33點光臨休點光臨休
士頓浸信會大學給予中華合唱團支持鼓勵士頓浸信會大學給予中華合唱團支持鼓勵，，一一
齊分享唱歌的歡欣齊分享唱歌的歡欣。。唱歌有益於身心健康並給唱歌有益於身心健康並給
人帶來快樂人帶來快樂。。中華合唱團雖稱業餘合唱團中華合唱團雖稱業餘合唱團，，然然
而每次有備而來的音樂會而每次有備而來的音樂會，，都會被聽眾譽為類都會被聽眾譽為類
職業水準職業水準，，歡欣的稱讚不虛此行歡欣的稱讚不虛此行。。

今年音樂會時間是今年音樂會時間是33月月77日週六下午日週六下午33點點，，
地點在休士頓浸信會大學地點在休士頓浸信會大學Belin ChapelBelin Chapel。。各位僑各位僑

胞蒞臨支持是對合唱團員們的鼓勵與肯定胞蒞臨支持是對合唱團員們的鼓勵與肯定，，中中
華合唱團會繼續努力將更好的表演呈現給大家華合唱團會繼續努力將更好的表演呈現給大家
。。需要入場券的朋友請快洽團長林宏正需要入場券的朋友請快洽團長林宏正。。因場因場
地座位有限地座位有限，，購票務必盡快購票務必盡快。。合唱團資訊也可合唱團資訊也可
在中華合唱團網頁在中華合唱團網頁www.CAMAchorus.orgwww.CAMAchorus.org上面上面
找到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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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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園槍案不斷 休斯頓社會各界敦促加強槍支家庭安全管理

美國內航班誤點率79% 夏威夷航空最準時

（本報訊）根據媒體的統計和報導，美國自上個世紀六十年
代以來，一共發生了至少618起重大校園槍擊案件。其中68起發
生在德克薩斯州，休斯頓市有17例。而2020年伊始，一名19歲
的百利高中的學生Cesar Cortes出現在新增槍案的遇難者名單上
。

2018年發生在德州聖達菲高中的校園槍案震驚了整個美國，
一名17歲的學生槍傷了8名學生，兩名教師，十幾人在槍案發生
時受傷。據當時該校的一名教師反映，這個槍案導致了她對所有
事情的看法，過去曾認為不會發生的事件真的就這樣發生了。

這名女教師Flo Rice回憶，事發當天她的雙腿被槍手射中，
目前仍在做物理治療當中，更重要的是，槍案產生的精神創傷，

仍在一天天折磨著她。
她和丈夫已經通過這個事件向全社會呼籲，出台更加嚴格的

法律來加強校園安全，也促成了德州一些列相關法律的通過，包
括現在要求學校為在校老師提供安全培訓，同時保證這些教師能
夠通過通訊渠道和聯絡方式對突發性的校園事件進行應對。

根據媒體的報導，56%的重大校園槍案發生在高中，然而，
數字也顯示校園槍案發生地並沒有明顯的教育程度的區分，包括
大學，中學和小學。

社會各界普遍要求加強校園安全管理，另一方面關注槍支在
家庭的安全隱患，不少針對校園的警方調查發現，不少學生將家
裡的槍支攜帶到校園中來。

因此，有人呼籲，減少校園槍案的關鍵因素應該從家庭的槍
支管理開始，學生家長應該嚴格保管槍支，讓家中的孩子不能輕
易拿到槍支。一些學生私自將家長的槍支帶到校園，結果導致意
想不到的後果。

德州州長葛瑞格阿伯特向全美射擊運動基金會捐款100萬美
元，在德州發放上千個安全槍櫃，用於一項保護兒童的槍支管理
計劃。

休斯頓獨立學區也正在考慮要求家長在年度調查單上簽名，
以確認是否在家裡擁有槍支，類似的做法已經在加州和艾瑞桑拿
州實施。

（本報訊）聯邦運輸部 19 日公
佈報告指出，去年國內飛行旅客經常
飽受誤點和飛行時間被延長的困擾，
而班機取消的頻率和班機超載的機率
也都大幅提升；然而旅客的抱怨信卻
沒有比 2018 年多出太多，顯示似乎
旅客們也只能適應航空公司的政策。

運輸部表示，去年有79%國內班
機抵達時間和預訂時間相差 15 分鐘
，也就是官方認定 「誤點」的標準，
和2018年相比僅下降0.2個百分點。

夏威夷航空(Hawaiian Airlines)今

年以87.7%準時率，連續16年獲得第
一名最準時航空公司，而部分原因被
認為是和當地適合飛行的氣候有關；
第二名為達美航空(Delta Air Lines )，
準時率為83.5%。

後續排名為阿拉斯加航空(Alaska
Airlines)、 西 南 航 空 (Southwest Air-
lines)、精神航空(Spirit Airlines)、忠誠
航 空 (Allegiant Airlines)、 美 國 航 空
(American Airlines)、聯合航空(United
Airlines)、捷藍航空(JetBlue )、以及最
差的廉價航空公司邊疆航空(Frontier

Airlines)，準時率為73.1%。
運輸部指出，去年有302架國內

航班因誤點而在地面上停留超過三個
小時，比2018年增加50%；相反的，
國際航班僅有 26 個班次因誤點在地
面停留至少四個小時，和2018的61%
年相比改善許多。

整 體 航 班 取 消 率 從 2018 年 的
1.7%上升至 2019 年的 1.9%，夏威夷
航空仍繼續維持取消率最低的航空，
而取消率最高的航空則是美國航空、
西南航空、以及聯合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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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子牙》撤檔
國漫的“春天”被疫情耽誤了嗎？

在動畫電影《哪咤之魔童降世》中有

這樣壹個情節，全龍族把身上最硬的壹

片鱗片揭下，送給敖丙制成壹件堅不可

摧的萬鱗甲，它凝聚著全龍族的希望。

片尾列出的參與制作的全國七八十家動

畫工作室名單，正如萬鱗甲上面的壹片

片龍鱗。

最近，全國各省市紛紛把物資、醫

療力量送去湖北，有人把這件事情比作

《哪咤》中的那壹件萬鱗甲，“馳援武

漢，全村的龍把最硬的鱗都給了妳 ……”

動畫中的壹幕，至今仍能引發大量的情

感共鳴，足以證明優秀文藝作品具有凝

聚人心的力量。

疫情發生後，真人影視劇組紛紛

停機，而沒有真人的動漫作品是否受

到影響？記者采訪多家國內動漫企業

，發現影視業寒冬中，各家動漫公司

利用線上辦公、遠程辦公、多地協作

等方式，正在有序復工。不過，受疫

情波及，“國漫”的春天會比預想中

來得晚嗎？

動畫制作以勞動密集型企業為主
上海紅鯉文化傳播有限公司是《哪

咤之魔童降世》主要制作公司之壹，也

是《姜子牙》的聯合出品方。受疫情影

響，《姜子牙》1月23日宣布撤出2020

年春節檔，但對紅鯉文化這樣的內容制

作方而言，影響不大，讓公司CEO戈弋

擔心的是接下來的項目。

受限於技術條件和網絡環境的制

約，動畫制作不太可能靠員工們在家

辦公來實現。“我們目前的復工條件

還只有45%，對於很多壓在手上的內容

來說，延期或者項目取消，在行業內

接下去會非常普遍。”戈弋分析，今

年整體產能量會有所下降，但總需求

量沒有改變的情況下，會導致產能量

積壓到下半年，可能出現“用人荒”

，進壹步導致人工成本再次增長。這

種被動成本上升對已簽署合同或者行

業未來發展是不利的。

規模逾200人的北京若森數字，目

前正在進行三維動畫《畫江湖之不良人

》第四季的制作。“大部分外地員工2

月3日返京，在家自己隔離14天，18日

後，核心制作部門要陸續上班了。”副

總裁楊磊告訴記者，動畫制作是壹個聚

集性的行為，疫情影響主要在於制作進

度方面。“《不良人》現在進度過半，

新開的番劇也在前期劇本大綱的策劃階

段了。”

“動畫行業是壹個偏線下的勞動密

集型企業，整體影響蠻大的。”北京面

白映畫文化傳播有限公司創始人董誌淩

原本計劃春節後拜訪幾家動畫制作公司

，因疫情擱置了，“不同動畫公司存在

的影響不壹樣，有些公司本身結構比較

松散，多地辦公、跨國協作、線上辦公

等，影響相對比較少。”

杭州漫禾影視制作有限公司聯合創

始人張袁傑表示，在影視行業中，動畫

行業所受影響相對好壹些，可以做壹些

生產彌補措施，但對項目進度也有很大

影響。

目前，漫禾影視采取遠程辦公的應

急方案，可以解壹些燃眉之急，但動畫

制作需要團隊協作完成，包括很多資料

都放在公司服務器中，在家辦公，制作

和溝通效率都大打折扣。

漫禾影視的原創動畫《武神主宰》

定於3月2日在騰訊視頻上線，好在年前

做足了“儲備糧”，目前播出計劃不變

，後續產能受到壹定影響，但尚在可控

範圍內。“其他壹些商業合作項目情況

也類似，我們正在和客戶做協商，好在

大家都理解，因為疫情的不可抗力，誰

都沒辦法，在這壹點上能有較好的溝通

。” 張袁傑說。

總部位於武漢的小明太極國漫集團

現已開啟全員居家互聯網辦公模式。

“我們是做原創漫畫IP孵化與平臺運營

的。漫畫本身是以個人創作、小團隊配

合為特點，不是特別需要集中辦公。目

前大部分員工在家辦公創作，基本能夠

滿足作品更新需要。”副總裁鄭方平告

訴記者，目前平臺上的連載漫畫都在正

常更新，基本沒有受到疫情影響，“員

工的健康與安全始終放在首位，各部門

大部分工作都可以先通過網絡遠程操作

，基本可以保證公司各業務部門工作的

正常展開。”

推動線上動漫的壹次機會
受到疫情影響，在線文化娛樂成為

大眾的普遍選擇，這是否是線上動漫的

壹個機會？

鄭方平觀察到，從數據看，平臺

DAU（日活躍用戶）這兩個月壹直都在

上升，雖然有春節假期和疫情因素，但

參照往年的假期數據增長比例，總體還

是有壹定提升。“動漫行業已經走過傳

統電視、紙媒與互聯網階段，進入移動

互聯網時代，相當壹部分企業逐步找到

盈利模式，市場逐步開始成熟。”他認

為，這次疫情會大大推動線上動漫的進

壹步發展與普及，對行業來說的確是壹

次機會。

不過，面對短時間觀看量的增長

，不少從業人員都持謹慎態度。在騰

訊視頻上，《武神主宰》發布了近 1

分鐘的預告片，在先期沒有做任何宣

傳的情況下，該預告片點擊量已近180

萬，彈幕裏，不少觀眾表示出期待之

情。《武神主宰》由知名 IP改編，漫

畫、小說本身就很受歡迎。“我們

在制作上非常謹慎，目前推出的線

上產品也是經過很多年的積累。對

於動畫行業，大家聽到的都是壹些被

神話的案例，比如《大聖歸來》《哪

咤之魔童降世》等。實際上，原創動

畫還是非常苦的，存在很大的不確定

性。如果決策失誤、或者項目質量不

行，投進去的錢可能連個水花都沒有

。”張袁傑說。

“從我的監測看，春節動畫的觀看

量大約有 10%-20%的增量，有壹定提

升，但量不大。”董誌淩認為，疫情

期間，大部分用戶的註意力集中在刷新

聞或其他媒體展示上，對於動畫的關註

度有限。

在楊磊看來，這個宅著的春節，已

上線的動畫觀看量確實有壹定程度的增

長，但不會太大，這也和動畫的特性有

關。“每個作品在更新期間的播放量永

遠是追高峰的，因為核心用戶會追更新

。但動畫不是壹個非常容易盈利的類型

，全國動畫企業目前還處

在比較艱難的生存階段。

”他介紹，同樣是內容生

產，動畫和真人影視有本

質區別。真人影視落腳點

在演員上，賣給平臺的利

潤空間在業內是比較公開

、透明的。對於動畫企業

來說，平臺會參投，但這

部分還無法覆蓋成本。

“其實動畫的機會壹

直都在，但關鍵打鐵還是

得自身硬，就算有不錯的

機會，如果作品不夠優秀

，觀眾也不會買賬。”對

於任何壹件事情，張袁傑

都習慣於去看正反兩面。

他認為，疫情同時也延伸

出許多其他市場和新的機

遇，包括引發人們對零售

方式、就業習慣、社交方

式的新的思考。戈弋也認

為，這次疫情可能催生出

內容產業各種新的消費形

式，盡管對整個動畫行業

人口最密集的制作端影響

是不利的，但對於做線上

宣發或內容出品平臺的企

業來說，帶來的可能是機

遇或是轉型信號。“這次

影響也許會讓影視投放平

臺產生基因突變，朝著多

元化方向發展，比如線下

更註重體驗，線上更加註

重播放量或者時效性。”

國漫的春天何時到來
去年《哪咤之魔童降

世》橫空出世，創下50億

元票房紀錄，也令國內動

畫業者看到曙光。在楊磊

看來，國內動畫行業長線

來看是樂觀的，但就當下

來說，仍然存在電影工業

化體系不完善等問題。“學校教育、人

才儲備、工業化的狀態等，都面臨壹定

的挑戰。”楊磊指出，比起迪士尼，

我們沒法調動很大的制作成本，成熟

制作團隊、動畫導演不足也是不爭的

事實。國內上千人規模的動畫制作團

隊數量很少，且檔期有限，大部分時

候，壹個個鏡頭只能靠壹個個小團隊

“拼接”。“幾十個不同的合作方，

拼成壹個基本風格、鏡頭語言相同的

作品，這種方式既耗時，也會存在很

多難題。”

在他看來，中國的動畫行業尚缺

少像迪士尼那樣非常有力的廠牌。

“廠牌需要有持續性的高品質內容來

奠定。如果未來能出幾部如《哪咤》

這樣的作品，國內動漫人群的觀影信

心就來了。”

作為壹家武漢企業，小明太極國

漫也通過自己的平臺和資源為抗疫努

力。2月 1日，公司聯合愛奇藝、中國

青年報、楚天都市報，開始策劃“為

中國加油”“為湖北加油”系列抗疫

漫畫。首批 28 部作品 2 月 6 日上線，

第二批漫畫作品也已制作完成，陸續

上線。“目前的疫情只是國漫發展大

潮中的壹個小插曲，從長遠來看不會

對行業產生太大的影響，未來2-3年

，國漫將會迎來嶄新的春天。”鄭方

平說。

漫禾影視承擔了壹部分《哪咤之魔

童降世》動畫特效，包括其中“萬鱗

甲”。當時，國內實力最強的公司，都

把自己最優質的資源拿出來，為這部凝

聚了中國動畫人希望的電影添上最美的

成色。

“這次武漢蒙難，各方支援，是

國家團結力量的象征，用‘萬鱗甲’

比喻每個城市投入精華力量支援抗疫

，很有趣也很貼切。”在紅鯉動畫

CEO戈弋看來，“萬鱗甲”的比喻，

標誌著大眾對《哪咤之魔童降世》的

認可。“《哪咤》是國漫春天的強有

力的信號。國漫之所以之前遭到冷遇

，印證著壹句話，自己不努力，別人

也看不起。當我們整個動畫圈都努力

向上拼搏奮進，拿出最好的作品時，

大眾也會看到。”

原本，動畫電影《姜子牙》定於

春節上映，業內都寄予厚望，它就像

動畫行業的又壹件“萬鱗甲”。“上

映前，《姜子牙》在春節檔的 7 部影

片的‘想看指數’中排名第二，大眾

期待值很高，這是《哪咤》上映前所

沒有的。如果沒有疫情，相信《姜子

牙》會把國漫推向新的高度。即便調

整檔期也沒關系，好和不好最終取決

於作品本身。”

如今，國產動畫品質和20年前相較

，各方面都有顯而易見的進步。戈弋介

紹，有數據統計，海外動畫片在國內的

票房占比逐年下降，已經被國產動畫超

過，這是國漫復蘇的表現。“相信這壹

比值會越來越大，中國有自己獨特的文

化屬性，有些‘梗’只有我們自己才能

理解，相信觀眾壹定喜歡看屬於中國人

的情感故事。”

去年，面白映畫將動畫電影《羅小

黑戰記》海外發行至日本市場，目前在

日本票房成績已經超過95%國漫。“我

們希望它哪怕和日本其他動畫片比起來

，也是不輸的。中國是壹個非常大的市

場，我們有信心未來越來越好。”董誌

淩說。揭秘：為何女演員扮老獲贊 扮嫩

卻被吐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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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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期：當愛已成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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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2020 -2/16/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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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1 12 13 14 1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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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故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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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故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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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故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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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020

美南大咖談 

電視劇《大境門》 第26~30集

電視劇《大境門》 第26~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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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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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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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育報導 (重播) 走遍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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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視國際新聞

經典電影

電視劇《傳奇之王》 第18~22集 (重播)

幸福帳單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海峽兩岸

體育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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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經 (重播)

Southern Television 15.3             2020年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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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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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2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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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1日       Friday, February 21,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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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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1日       Friday, February 21, 2020

Rel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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