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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會為您提供房屋買賣及相關的全方位, 一站式服務, 包括:
1. 地產評估 2. 按揭貸款  3. 房屋買賣 4.過戶登記 5. 安家服務。

代理費用最低！
服務態度最好！

作為您的房地產經紀和置業顧問,

Sophie Zhang

地址：950 Corbindale Rd, Ste 100, Houston, TX77024
網址：sophiezhang.kwrealty.com
電郵：szhang@kw.com

  電話: 832-   833- 0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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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宇航員返回地球後召開發布會德國宇航員返回地球後召開發布會 ““小迷弟小迷弟””戴自制頭盔捧場戴自制頭盔捧場

德國科隆德國科隆，，德國宇航員亞歷山大德國宇航員亞歷山大··格斯特從太空返回後召開新聞發格斯特從太空返回後召開新聞發
布會布會。。格斯特和另外兩名宇航員在太空度過格斯特和另外兩名宇航員在太空度過197197天後於天後於1212月月2020日從國日從國
際空間站返回地球際空間站返回地球。。發布會現場發布會現場““小迷弟小迷弟””戴自制頭盔捧場超萌戴自制頭盔捧場超萌。。

加沙動物員加沙動物員““幹屎虎幹屎虎”” 被救後重獲新生被救後重獲新生

近日近日，，從世界上最恐怖的動物員從世界上最恐怖的動物員
獲救後獲救後，，這只幾乎被餓成幹屎的老這只幾乎被餓成幹屎的老
虎重獲新生虎重獲新生，，過上了幸福快樂的生過上了幸福快樂的生
活活。。位於加沙的位於加沙的Khan YounisKhan Younis動物動物
員受到巴以戰爭炮火的波及員受到巴以戰爭炮火的波及，，半個半個
動物員被戰火摧毀荒蕪動物員被戰火摧毀荒蕪，，裏面的動裏面的動
物長期無人照料物長期無人照料，，在饑餓和暴曬下在饑餓和暴曬下
成了在死亡邊緣掙紮的幹屎木乃伊成了在死亡邊緣掙紮的幹屎木乃伊，，
老虎老虎LazizLaziz就是其中之壹就是其中之壹，，它是該它是該
動物員當時唯壹存活下來的大型貓動物員當時唯壹存活下來的大型貓
科動物科動物。。隨著照片的曝光隨著照片的曝光，，KhanKhan
YounisYounis動物員的慘狀震驚了世人動物員的慘狀震驚了世人，，
被冠上了被冠上了““世界最恐怖動物員世界最恐怖動物員””的的
名號名號，，20142014年年，，壹家名為壹家名為““四爪四爪””
（（Four PawsFour Paws））的動物救援機構前的動物救援機構前
往加沙營救那些瀕死的動物往加沙營救那些瀕死的動物，，
LazizLaziz就是在那時獲救的就是在那時獲救的。。獲救後獲救後
的的 LazizLaziz 被送到了南非被送到了南非 LionsRockLionsRock
貓貓科動物避難所科動物避難所，，開始了重生之路開始了重生之路。。
經過經過44年多的恢復年多的恢復，，LazizLaziz從當初只從當初只
剩壹把骨頭的幹屎變成了身材圓閏剩壹把骨頭的幹屎變成了身材圓閏
的小帥虎的小帥虎，，壹身毛發細膩有光澤壹身毛發細膩有光澤，，
模洋十分英俊模洋十分英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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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商法即將實施電商法即將實施
朋友圈的代購是漲價還是退出朋友圈的代購是漲價還是退出？？

《電子商務法》2019年1月1日就

將正式實施了，屆時所有代購、微商

都多了壹個專業稱呼：“電子商務經

營者”，他們都需要辦理采購目的地

和中國雙方的營業執照，並且繳納相

應稅務。那麽問題來了，我們還能在

朋友圈買到韓國化妝品、美國奢侈包

嗎？價格會上漲嗎？半年跑四五趟韓

國代購的小雪告訴天府早報記者，自

己最近已經正告朋友圈暫別代購，而

做美國代購已有五六年時間的張女士

則直言，“走壹步看壹步，如果以後

將來利潤空間太薄，只好作罷！”

美國代購
大戶轉型跨境電商小微企業
散戶要麽減量要麽放棄
“這個事情，我們早就聽說了！”

張女士做美國代購已經有五六年時間，

她的表姐早年間隨夫遷往美國新澤西

居住，生下兩個女兒後就專職帶娃，

“表姐在美國負責購買，而我們幾個

表姐妹則負責在國內售賣。”生意越

來越好後，表姐找了個搭檔小媛(化名)，

“也是個華人，嫁到美國的，沒有上班，

專職代購。”張女士透露，“兩個人壹

個負責采購，壹個負責發貨。”

今年，張女士的表姐回國工作了，

“所以現在代購並不是我和表姐唯壹

的收入來源，隨遇而安，能做就做吧，

我們現在只能算是小打小鬧的散戶，

不過新‘商務法’可能對她的搭檔有

些影響。”張女士分析說，小媛目前

在國內有兩三百個客戶，她打算在美

國註冊壹個公司，辦好相應的執照。

“其實美國的執法部門不會管妳買了

多少，賣到什麽地方，不過那邊辦理

相關執照也很簡單，算是有個保障吧。”

張女士本人暫時沒有辦理相關證

件的計劃，“如果是以前的美國快遞，

可能會擔心清關問題，但現在直郵很

方便、很便宜了，所以我們打算先做

著，實在做不下去了就算了。”原來，

張女士以前代購幾乎都是拼郵，“以

前郵費按照體積來算，所以經常用個

大箱子寄，裏面可能會塞進上百件東

西，均攤下來，郵費就很便宜。”不

過現在美國的快遞公司也越來越適應

中國國情了，“現在單個直郵的價格

降低了很多，以前100元的，現在只要

10元。”她分析說，“大件的貨物很

容易被海關卡住，而且拿回來還要分

開寄出去，很麻煩，現在小箱直郵到

客戶家，就規避了清關的風險。”張

女士坦言，“這樣壹來，我們只能算

是個中間商，貨物不過手，所以被查

到的可能性就會比較小。”不過，她

也直言，“現在我們壹件物品可能只

是加價100元，但如果將來代購成本上

漲，和國內價格差不多，沒了優勢，

我們就直接放棄了。”她表示，“不

可否認的是，《電商法》實施之後，

個人代購的成本優勢肯定會漸漸地失

去。做得好的個人代購，像小媛這樣

的。將來或許會轉型為從事跨境電商

的小微企業，而像我們這樣的散戶，

要麽減量，要麽放棄。”

日韓代購
運費貴且面臨退運和消失風險
包裝盒和袋子都不敢要了
張女士的朋友小A近兩年專職做

日本代購，“她有個微信客戶群，別

人要了貨，就會記下來，過段時間就

自己跑趟日本去購買。”張女士透露

說，不過小A最近壹次的貨物卻被海關

卡了，“整整3箱貨物，全部被退運回

日本了。”她分析說，“可能是貨物太

多了，最近半年海關查得都比較嚴。”

後來，貨物退運回日本的快遞公司後，

又經過分裝重新寄回了成都，“不過這

壹來壹回損失了不少，小 A 這趟算

是虧大了。”張女士坦言，代購的風險

挺大，“以前被海關查到，壹方面是

要補交稅款，補齊後就發出來，但有

時候也會向小 A 這樣直接退運，甚

至，有時候貨物還可能直接憑空消

失，這種損失是最大的。”她直言，

“尤其是代購奢侈品，壹個包包價值

就好幾萬，壹旦丟失，損失巨大。”

10年前就開始在成都做韓國化妝

品經銷的小雪，今年也開始跑起了代

購，半年前甚至直接將開了多年的化

妝品實體店關閉了，專心做起了代購，

“剛開始還不錯，快遞很方便。”她

透露說，以前跑壹趟韓國，第壹時間

就會把最重、體積最大的貨品先快遞

回來，“差不多壹周就到成都了，很

方便。”但後來快遞費卻越來越貴，

“可能是新法案快實施了，海關查得

也很嚴，最近壹次快遞，包裝盒、袋

子這些都通通不敢要了。”即便如此，

貨品也不容易通關，“之前澳洲朋友

幫我寄壹雙UGG過來，沒想到只是壹

雙也被退回去了。”

小雪表示，韓國代購最近幾年挺

火，“因為韓國很多東西真的都要比

其他國家更加便宜。”不僅如此，幾

乎所有的免稅店專櫃都配有會中文的

工作人員，“不過韓國實行的是饑餓

營銷，不是妳想買就能隨便買，壹方

面要限購，壹本護照買到的同壹個

品牌貨品不能超量，而且會搭售，

比如買壹個爆款的口紅色號，就要

搭配銷售壹個最差的色號。”加之

韓國因為節假日等機票都會漲價，

所以每跑壹趟都需要精密的計算，

“比如球賽日，可能機票都會漲很

多，貴的時候往返4000多，便宜的時

候才壹千多，再加之要算好購貨量，

所以也挺麻煩的。”

未來
有人暫別代購等待辦證
有人關閉微店繼續經營朋友圈
“《電子商務法》最近已經在我

的朋友圈傳開了！”她坦言，“肯定

有影響，我們好幾個做代購的朋友都

在謀新的出路，今天還有朋友在說，

都不知道以後能幹啥子了。”小雪和

朋友們現在最希望的是能第壹時間辦

到營業執照，“但是目前沒有相關明

確的程序，指引我們咋個去申請。”

天府早報記者日前聯系了聯系了

成都市公安局網絡監管處，相關負責

人胡楊表示，“法案實施後，在成都

市工商部門的辦證窗口都可以辦理相

關執照。”不過，記者隨後致電其提

供的窗口電話，未能接通。

目前，小雪已經正告朋友圈暫別

代購，“等有了合法手續，我準備還

是開個實體店。”

記者了解到，不少代購還開設了

微店，“都是免費開的。”張女士告

訴記者，如果《電子商務法》實施後，

會影響到微店的開設，就會直接關閉

微店，“如果要交錢，或是辦執照，

我肯定就關了。”不擔心影響客源嗎？

“微店本來也沒什麽客源，開店只是

為了給刷信用卡的客人使用，也可以

為客人呈現貨品。再者就是發貨、記

賬這些方便點。”張女士坦言，自己

的客源主要還是來自於朋友圈，“朋

友圈的生意，說白了也是靠熟人支撐，

能做壹天算壹天吧！”

相較於代購，微商對於《電子商務

法》知曉率要低不少，在朋友圈做了兩

年微商，專賣婦女兒童服裝的小麗，有

壹個百余人的微信群聊，每天在裏面轉

發貨品，“壹個月收入從3000到1萬元不

等。”在壹家軟件公司做工會工作的她

直言，並不知道什麽《電子商務法》，

更沒有考慮過要辦執照或是交稅。

小麗透露，她和4家服裝工廠合

作，“我賣的東西都很便宜，質量也

不錯，建的微信群也是朋友間互相推

薦的，就算是讓我交稅，我也不知道

該怎麽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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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中國

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

局認證監管司司長劉

衛軍在北京表示，中

國檢驗檢測認證服務

業營業收入超過2300

億元人民蔽，成為全

球增長最快、潛力最

大的檢驗檢測認證市

場。

劉衛軍透露，截

至目前，中國共有認

證機構 481 家，累計

頒發有效認證證書

193.7萬張、獲證組織

62.5萬余家，經過註

冊的認證人員5萬余

人。

據了解，認證認

可檢驗檢測是國際通

行、社會通用的質量

管理手段和貿易便利

化工具，是市場經濟

條件下加強質量管

理、提高市場效率的

基礎性制度。中國明

確將其作為推進供給

側結構性改革和“放

管服”改革的重要抓

手。

劉衛軍同時表

示，認證認可檢驗

檢測迅速發展過程中

也存在不容忽視的問

題。包括制度設計不

完善，整體供給質量不高；認證檢測機構服

務能力不強、國際競爭力較弱；社會認知度

不高、法治環境和政策措施不夠健全等。

為此，國家市場監管總局今年9月分別從

行政監管、認可監督、認證人員管理三個方

面，部署全國市場監管系統對認證檢測市場

開展了專項集中整治。

據悉，專項整治查處了壹批違法違規的認

證檢測機構及認證從業人員，對行業產生了震

懾力。國家市場監管總局24日通報了“全國認

證服務(中國)有限公司非法開展認證活動”“深

圳中大國際認證公司和上海色瑞斯認證公司出

具虛假認證結論”等10起典型案件。

劉衛軍表示，下壹步國家市場監管總局

將加強認證檢測市場監管。壹是以“雙

隨機、壹公開”監管為重點，創新行政監管

方式；二是建立監管長效機制，健全認證檢

測全過程追溯和責任追究機制；三是強化行

業多元共治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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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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報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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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道及兩岸專家對此事的評論，並對兩岸各個層面的交流交往
進行跟蹤報道。本期節目主題： 臺灣民調顯示過半民眾支持
“九二共識” 臺灣新縣市長上任 挑戰才開始 。

播出時間：
首播時間：周一至周五晚上9:30，重播時間：次日早晨8:00。

▲ 節目截圖

《海峽兩岸》精彩
節目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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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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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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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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十二月初，《親愛的客棧2》在零下三十度的阿
爾山白狼鎮結束拍攝。藝人劉濤和先生王珂再次

“夫妻檔”且零片酬參與整季拍攝，除了繼續普及“慢
生活”美學，更一馬當先帶着當地村民從零開始搭建、
經營客棧。節目內容的輸出呈現，也為當地旅遊產業創
新升級提供一份“授人以漁”的答卷。殺青儀式前，客
棧鑰匙由劉濤、王珂夫婦代表節目組交給當地市政府。
這個舉動其實來源於節目錄製中期，藝人和當地村民關
於“人走茶不涼”的話題探討。綜藝節目的第二季製作
難過第一季，是業內人士的共識。劉濤和王珂也透露，
第一季結束後，就沒想過會再參加第二季，“我們夫妻
倆的相處模式難以支撐第二季的內容拍攝。”

綜藝宣傳助鄉村脫貧
為何兩夫妻再次合夥經營客棧？劉濤和王珂從總導

演那裡聽說，不同於第一季將“親愛的”的內容圍繞在
夫妻、情侶之愛的探討上，第二季多了一些家國、社會
的關愛層面。

作為總導演的陳歆宇看過不少綜藝節目第二季拍攝失
敗的案例，尤其是“綜藝＋公益”的模式早已老套，以客
棧和民宿為主題的慢生活綜藝也屢見不鮮。陳歆宇明白，
現下的電視節目製作環境，對節目的可看性和能量密度的
輸出提出了更高要求。那如何不俗於口號而真實落地？他
坦言，今年的客棧更加關照現實生活，和去年“烏托邦”
的理想模式最大的區別，首先便是要在一個秉賦自然特色
的地方把典型性客人和當地村民的元素做到實處。

節目開拍前兩個月，陳歆宇看過了內地很多擁有陌
生美感的地方，但最終被內蒙古阿爾山白狼鎮的鹿群激
發出拍攝慾望。於是，觀眾能在節目中最大程度地看到
白狼鎮鹿村的自然景象。節目中的每個畫面，都成為鹿
村這個曾經名不見經傳的小地方的最好宣傳片。非物質
文化遺產白狼林俗樹皮畫的展示，也為當地輸出獨具特
色的文化資源。

往時十月以後開始進入歇業的小鎮，現在鎮上的酒
店和農家樂開足暖氣迎接源源不斷的內地遊客。全程參
與節目拍攝的當地村支書鄭曉林對此深有感觸：節目播
出，當地一炮而紅，大有當年的親子節目《爸爸去哪
兒》帶旺的東北雪鄉一樣的熱度。

“潤物無聲”的創新輸出
如今，鄭曉林也成為鹿村“網紅”，外地來的遊

客，見到他總會大喊一句“村支書”。

節目拍攝初期，觀眾不時能看到劉濤、王珂詢問村
支書和當地民眾當地的特色是什麼？鄭曉林和村民們的
茫然無措，讓劉濤夫妻倆急得直跺腳。

以往在《琅琊榜》、《歡樂頌》、《羋月傳》等電
視劇裡看到的明星演員劉濤，卻面對自己着急的畫面，
讓鄭曉林和當地大姐難忘：“劉濤剛過來就和我們幾次
三番說，他們過來就是希望通過這個客棧，讓更多的人
了解這裡，把這邊好的信息都輸送出去。”

在監視器裡看着這一切進行的陳歆宇也看到了劉濤
和王珂的不同相互作用。比如，村民和明星藝人們熟悉
後，除了王珂和村支書直接互動探討鹿村特色發展，另
一邊的劉濤也在廚房開始了“潤物無聲”的創新輸出。

“一個當地大姐無意說了一句，想學做蛋糕方便以
後經營，結果下一次節目錄製時劉濤便動用自己的資
源，請來世界冠軍級的蛋糕大師前來教學。”如此種
種，嘉賓都是帶着過硬的手藝過來。陳歆宇認為，這些
嘉賓在某種程度上也是軟性的“公益扶貧”。

最有教學意義的一個互動便是，當地村民廢棄的樹
枝被嘉賓隨手一弄就成為一件小藝術品。這些“變廢為
寶”的內容互動，讓參與其中的村支書和村民真正意識
到鹿村的生態優勢和鄉村發展的潛力所在。

回看陳歆宇近幾年的綜藝作品，從《花兒與少
年》、《親愛的客棧》到《我家那小子》，他對於當下
美好生活方式和社會關係的探討，未曾停歇。在他看
來，節目被外界所熱議的“鄉村扶貧”等正能量的輸
出，也是未來節目製作的方向。

如今，《親愛的客棧》憑藉綜藝助力鄉村振興成效
初見規模，被外界和業內讚譽為“一馬當先”的探索
者。對此，陳歆宇認為，中國幅員遼闊，美好的地方太
多，但文旅空間配套不足的現狀也需直面。作為電視
人，具有更大的優勢整合資源把先進的生產力和生產關
係通過節目融合呈現。陳歆宇預判，明年內地的綜藝熒
屏上，公益類的真人秀、綜藝節目或許會井噴，為國家
發展貢獻電視人的能量。

綜藝結合公益，經歷了自身不斷地探索發展。從最初旗幟鮮明做公益到

融合贊助品牌發起公益項目，或在熱門綜藝中製作公益特輯，再到當下那些

未明顯突出“公益”標籤卻講究潤物無聲的“慢生活”綜藝。以“創造美好

生活”收穫觀眾緣的湖南衛視《親愛的客棧》，第二季一播出觀眾便感

覺到了“明星公益，振興鄉村”的新口味。節目總導演陳歆宇認為，觀

眾對“明星+公益”的組合並不陌生，但隨着“明星綜藝+公益”的模

式開始呈現多元面貌，2019年，對這類能量密度提出更高要求的綜藝

節目或將井噴。《親愛的客棧》從第一季的“夫妻情”到本季的“家國

社會情”，節目創造美好生活的初心未變。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若璋廣州報道

圖片由《親愛的客棧》節目組提供

2017年下半年，內地四大一線衛視幾
乎同時上線民宿真人秀。一夜之間，鄉間
民宿成為全民嚮往的美好生活。湖南衛視
《親愛的客棧》第一季，便是最先直接點
題的“慢生活”綜藝節目。總導演陳歆宇
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去年瀘沽湖拍攝期
間，當地的旅遊原本處於淡季，卻也迎來
旺季，遊客量翻了五番。

那個瀘沽湖旁的小木屋，一夜之間也
成為遊客“朝聖”的熱門景點。節目拍攝
結束後，原來的客棧老闆雖然喜提人氣，
卻也被“熱門打卡景點”的人流所困
擾——對民宿品牌來說，綜藝流量的加持
當然是好事。只是太多圍觀的遊客，難免
會對住店客人的體驗造成影響。

此外，湖南衛視另一檔慢生活綜藝節
目《嚮往的生活》也從去年加入慢生活的
綜藝隊伍，全面呼喚都市人對於鄉野的念
想。“種菜、摸魚”，看過節目的觀眾對
於這些勞動體驗，心嚮往之。節目錄製地
點旁邊的一個民宿“桐廬”的主理人透
露，之前對於活動和風景的開發比較匱
乏，《嚮往的生活》第二季之後也帶動了
當地本土活動。

“如若客人來了，卻發現現實不如節
目中的美好，一切都是白搭。”參與《親
愛的客棧》第二季的鹿村村支書鄭曉林
說，節目組和王珂、劉濤夫婦在幫忙挖掘

當地產品特質時，總能帶來很多新的思
維，在節目互動環節也充分幫我們去定
位，打造品牌。

但擺在節目組、劉濤夫婦和村支書面
前的難題，也依然存在。不少憑藉綜藝節
目爆紅的旅遊目的地，近年也不時傳出各
類負面消息。比如，因《爸爸去哪兒》而
走紅的東北雪鄉，不時傳出宰客消息、第
一季《嚮往的生活》錄製的蘑菇屋，當初
的農家小院收費十元（人民幣）賺取一時
的熱錢。

再看回來鹿村，因為是國家級重點旅
遊扶貧的小鎮。獨特的北國風光，使不少
來過的遊客驚歎：“來到這裡後，毛澤東
的詩詞就能脫口而出。”節目播出後，鄭
曉林說，進鹿村的公路在拓寬，村民準備
做民宿的房子都全部加裝了暖氣。

“以前最遠的客人是周邊省市，如今
南方客人大批湧入，十二月下旬就有三百
人的大團要過來。”在鄭曉林的規劃中，
未來要聯合村民成立“小鹿旅遊公司”，
主打“鹿”元素發展當地旅遊周邊產業，
尤其是要把現有的“農家樂”模式，轉型
升級為高端民宿和客棧。

鄭曉林意識到，除了利用好當地的旅
遊資源，在服務和管理方面，要做到真
誠、公開透明才能讓前來的客人回去“口
碑相傳”。

綜藝“網紅地”
一炮而紅後的下一站？

■■《《親愛的客棧親愛的客棧》》
總導演陳歆宇總導演陳歆宇。。

胡若璋胡若璋攝攝

■藝人劉濤
和 先 生 王
珂，因公益
而零片酬參
與 第 二 季
《親愛的客
棧》。

■■《《親愛的客棧親愛的客棧》》拍攝結束後拍攝結束後，，由劉濤由劉濤、、王王
珂代表把客棧交予當地政府繼續經營珂代表把客棧交予當地政府繼續經營。。

■■《《親愛的客棧親愛的客棧》》第二季選址內蒙古阿爾山鹿村拍攝第二季選址內蒙古阿爾山鹿村拍攝，，遊客可近距離與鹿互動遊客可近距離與鹿互動。。■■節目讓內蒙古阿爾山鹿村節目讓內蒙古阿爾山鹿村““一炮而紅一炮而紅”。”。

■■節目使用時下最先進的節目使用時下最先進的““地地
球倉球倉”，”，可可2424小時完成房屋建小時完成房屋建
設而不破壞生態環境設而不破壞生態環境。。

陳歆宇陳歆宇：：公益綜藝來年料井噴公益綜藝來年料井噴
明星綜藝助力鄉村振興明星綜藝助力鄉村振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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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頓富有特色的小型餐廳節日推薦休斯頓富有特色的小型餐廳節日推薦
A Johnny Carrabba RestaurantA Johnny Carrabba Restaurant
地點地點:: 17061706 WestheimerWestheimer
麵包咖啡麵包咖啡披薩披薩

Goode Company RestaurantsGoode Company Restaurants
地點地點
Kirby:Kirby: 51095109 KirbyKirby
Katy Freeway:Katy Freeway: 89118911 I-I-1010 EE
Northwest:Northwest: 2010220102 U.S.U.S. 290290

Pappas RestaurantsPappas Restaurants
Pappas Bar-B-QPappas Bar-B-Q

Azuma GroupAzuma Group
Soma SushiSoma Sushi
Where:Where: 48204820 WashingtonWashington

Fogo de Chao,Fogo de Chao,
休斯頓著名巴西烤肉店休斯頓著名巴西烤肉店 Clark Cooper ConceptsClark Cooper Concepts

地點地點:: 34223422 Allen ParkAllen Park--
wayway

David Herrera Family RestaurantsDavid Herrera Family Restaurants
地點地點1431514315 Cypress Rosehill, CypressCypress Rosehill, Cy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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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深編譯】白宮發言人薩拉•桑德斯在一條推文中說：
“特朗普總統和第一夫人聖誕節晚間前往伊拉克，訪問我們的部
隊和軍方高級領導層，感謝他們的服役、他們的成功和他們的犧
牲，祝愿他們聖誕快樂。”

這是特朗普擔任總統後首次訪問衝突地帶。據路透社報導，
特朗普在作戰區表示，美國沒有從伊拉克撤軍的計劃。美國仍然
有超過5,000名駐伊拉克軍隊贊襄伊政府，以打擊極端勢力。英
國廣播公司（BBC）報導，此次訪問事先沒有宣布。而且此次訪
問是在防長馬蒂斯（Jim Mattis）因戰略分歧辭職後。

報導稱，特朗普、他的妻子和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John
Bolton）乘坐 “空軍一號” 前往首都巴格達以西的阿薩德空軍
基地，在基地餐廳與軍事人員會面。這是他首次訪問該地區，他
在基地度過了大約三個小時。特朗普告訴基地美國軍人說，“我
們不再是容易上當受騙的人，我們再次作為一個國家受到尊重。
” 據悉，此訪系特朗普中東政策調整之際。早前他宣布將從敘
利亞撤軍，而伊拉克表示此舉將會有重大威脅。這也是特朗普擔
任總統後第一次在作戰區域視察美國軍隊。

就在特朗普正在作戰區域視察美國軍隊的同時，美國權威媒
體《華爾街日報》發文對華為的實力進行了肯定。而此時，華為
已被美國等西方國家列為 “封殺” 的對象。

《華爾街日報》12月26日報導，作為全球第一大電信設備
供應商和第二大手機生產商，華為的技術實際上觸及到了世界的
每一個角落，而且該公司已憑藉龐大的研發預算成為5G技術的
領軍者。 5G是一種超高速服務，支持新一代數字產品和服務。
文章還寫道，華為巨大的研發預算意味著該公司自行開發許多先
進技術。華為旗下芯片設計公司海思半導體在全球排名第七位。
在華為頂級智能手機P20中，只有很少一部分半導體零部件來自

美國供應商，這與主要依賴美國芯片
的競爭對手形成鮮明對比。此外，
《華爾街日報》還強調，華為的自力
更生或可幫助公司免受美國進一步採
取行動切斷零部件供應的打擊。

近幾年，華為發展訊速，手機生
產已僅次於三星，是世界第二大生產
廠家。北非各國如埃及，隨處可見華
為的廣告，這些地區自上游電信電纜
等設備到下游終端的手機、平板，全
是華為製造。在最新出爐的 “世界品
牌500強”中，中國有38個品牌入選
，其中就有華為。然而，因被質疑
“擁有網絡安全隱患”，華為遭到多
國 “封殺”。 《華爾街日報》早前引
述消息指，美國政府正接觸外國盟友
，嘗試遊說其國內無線和互聯網供應
商棄用中國華為的電訊設備。當前，
世界各國政府對華為設備進入其關鍵
的國家電信基礎設施越來越警惕，尤
其是在它們準備舉行5G牌照拍賣之際
。美國、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已採取行
動，以安全為由禁止使用這家中國公
司的5G設備。

自從華為首席財務官（CFO）孟晚舟被捕事件發生後，美國
封殺華為的 “政治目的” 逐漸浮出水面。很多聲音認為，孟晚
舟的被捕與 “中國製造2025” 有一定的聯繫。正當全球通訊產

業爭相進入5G產業，美國借打掉華為，就打掉了大陸高科技企
業轉型的排頭兵，也等於拔除未來中共在5G市場的話語權。這
對中國的經濟、金融和科技業影響深遠。

王鑫生國際藝術學院開始招生王鑫生國際藝術學院開始招生

特朗普總統聖誕之夜突訪戰區特朗普總統聖誕之夜突訪戰區 華爾街日報見縫插針大讚華為華爾街日報見縫插針大讚華為

【泉深/圖文】王鑫生國際藝術學院和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
團成立了 “王鑫生國際藝術學院休斯頓分院”，現在開始招生
，將於2019年1月5日正始開課。

報名電話： 8327585508（宋老師），8328582858（Gigi），
8328582858（David），2819170504 （朱先生）

報名網址：xswangart@yahoo.com， zenlotusya@gmail.com
地址：美南國際貿易中心《王鑫生國際藝術學院》

11100 Bellaire Blvd, #210, Houston, TX 77072
由於教師場地有限，目前只能接受100名學員，先報名先註

冊。
王鑫生國際藝術學院在結合中西方美術教育的基礎上開創出

自己的一套獨特的行之有效的美術教育理念和系統。王鑫生國際
藝術學院的教學方法能迅速地幫助成人或孩子發展他們的想像力
和審美能力以及繪畫能力。通過學習建立學生的自信心和創造性
思維，會使學生獲益終生。

王鑫生國際藝術學院不僅提供高質量的專業美術課程，同時
定期組織學生在中國參觀、寫生，舉辦學生作品展覽，與中美主
流社會互動交流，向學生提供國際、國內參賽的機會。並通過各
種媒體和電視為學員們創造展示藝術才能的舞台。

王鑫生國際藝術學院用專業、現代、全新的教育理念，給他
的學生一雙善於發現的眼睛、一份藝術品位的修養、一種探索創
新的精神！

用藝術啟迪智慧，用夢想創造成功！
王鑫生國際藝術學院（休士頓分院）內設有瑜伽課程，有瑜

伽專業老師授課。
國際著名藝術家王鑫生簡介

王鑫生老師是享譽海內外的國際著
名藝術大師和美術教育家，美中藝術協
會主席。他移居美國20餘年，在他的藝
術創作中非常鮮明的體現了中西方文化
的跨越性，展現了通過意象手法和中國
寫意精髓來貫穿西方油畫的主題作品。
在表現手法上，他以東方意象表現主義
風格取材人物為其表現題材，在油畫表
現形態上可謂開闢先河。當中國寫意元
素與西方表現主義的油畫風格相結合時
，他創造了一種新的繪畫語言。他在國
際畫壇享有崇高的聲譽。 2008年10月4
日美國國會為表彰王鑫生在藝術和教育
上取得的成就專為他在國會山莊升起了
一面美國國旗，國會並頒發：“王鑫生
國際藝術大師” 稱號；美國休士頓大學
授予終身藝術成就獎。

王鑫生老師在過去的幾年中不僅在北京中國美術館舉辦了
《跨越•廻響》 油畫作品個人畫展；也在上海美術館、江蘇省
美術館、河南省美術館等地舉辦了《意象•蛻變》的全國油畫巡
迴展；還特別應文化部邀請作為重要藝術家出席中法建交50年
紀念畫展；同時還被聘為南京師範大學美術學院客座教授；河南
大學客座教授；並在他的家鄉河南建立了第一座王鑫生國際畫院
；在此期間他所創作的系列畫作不斷引起轟動，獲得各界高度讚
譽。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美術館館長、中國美術家協會副主席吳
為山，觀看王鑫生老師的油畫後有感而題：為我所感動者莫過於

真誠，以悲天憫人的情懷，以寫意文化的藝術精神，筆塑眾生，
萬象表達心靈之真，境界之善，形象之美，超越時空，直抵永恆
，藝術之境，人生大道。藝術史學博士、中國美術雜誌主編尚輝
說，王鑫生的畫作渾然大氣，讓東西方的文化、意識、筆法、刀
法、技巧產生碰撞，讓他感到一種具大的震撼力。他認為王鑫生
不僅在技藝上爐火純青，而且他畫面中的創造力和生命力都登峰
造極。他畫中的震撼強度和衝擊力在畫壇中是少見的，他的畫不
用著名，一看便知。當伴隨著中國經濟的騰飛和綜合國力的提高
而把中國文化作為一種價值觀去影響世界的時候，王鑫生老師的
作品正是跨文化學藝術史的研究對象。

特朗普到達伊拉克作戰區域視察特朗普到達伊拉克作戰區域視察，，受到美國士兵的熱烈歡迎受到美國士兵的熱烈歡迎（（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王鑫生靜物創作油畫王鑫生靜物創作油畫

騰龍教育學院 Talent Academy
孩子們心中最美麗的“教育殿堂”

最全面的中文課程 最專業的師資力量
最前衛的教學模式 最豐富的才藝課程

最豐富的才藝課程 最寬敞明亮的教學環境
擁有州政府合法教育執照，學費可抵稅

2019！春！季！開！始！報！名 ！

騰龍2019春季課後班 After School 正在火熱報
名中。除了傳統中文課外，騰龍教育學院以其特
色【實用中文課】，包括文化藝術欣賞，情景中
文教學，中文拼音打字，中文閱讀欣賞，中文話
劇表演等展現新意，各種輔助活動和創意思考相
結合，系統而有效地調動海外孩子的學習興趣。
AP中文課展現【聽說讀寫】四大功能，打破傳統
的【灌輸】方法，以師生臺上臺下【互動】，
【換位】為基礎，啟動學習氣氛，使學生化被動
為主動，熱愛中文學習。

此外，課後班開有多種針對性強的課程"GT益
智班"，結合FBISD的GT課程系統有效地開發孩子
們邏輯思維和創造力，四年級五年級學生進行Pre
Mathcounts初中數學競賽等輔導課，豐富多彩的
才藝課程【繪畫，音樂，泥塑動漫，機器人, 乒乓
球，籃球，排球，演講和辯論，芭蕾，古箏，大
提琴，中提琴，小提琴，吉他，架子鼓，國際象
棋等】將會讓騰龍課後班的孩子們滿載而歸。騰
龍教育學院配備最具專業，最有經驗，實力超強
的師資陣容，以無比的愛心，熱心，耐心指導和
協助每一位孩子的穩健成長！

新課程: 計算機JAVA，初高中數學，機器人,
吉他，籃球，排球，演講和辯論，架子鼓, 聲樂課
，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 古箏課等。
騰龍周末中文學校自2003年創建以來以弘揚中華
民族語言文化，繁榮美國多元文化社會為宗旨，
堅持學以致用和註重培養學生健康快樂，陽光堅
定，全方位發展的辦學方針，經過十多年的不懈
努力和發展，已逐步形成：課程設置齊備，師資
力量雄厚，教學規範嚴謹的辦學特色，是大休斯

頓地區最好的全日制中文學校。

騰龍教育學院周末中文學校更加強了很多學
生周末中文學習和各種才藝體育課的教學內容。
長期以來本著註重傳統中華文化的基礎教育，貫
徹培養語言交際能力，聽說讀寫全面發展的教學
理念，堅持科學、嚴謹、生動活潑的教學方法，
特別通過對學生“三字經“，“成語”，“唐詩
”等中文“童子功“的訓練，以暨南大學的中文
為基礎，馬立萍中文為輔助閱讀，課堂上貫徹"動
與靜的結合, 講臺與課堂的互動, 傳統與現代的交
融"的教學理念, 讓學生們在逐漸領會中華傳統文化
的精髓上達到學以致用，曲不離口的驚人效果。

樹林是小鳥的樂園，大海是魚兒的樂園，夜
空是星星的樂園，騰龍雙語幼兒園是小朋友的樂
園。騰龍雙語幼兒園秉承“以愛為本、激發潛能
、健康成長”的辦學理念，關註每一個孩子的成
長發展，給孩子一個美麗的起點。

騰龍教育學院騰龍教育學院20192019春季課後班春季課後班
和周末中文學校開始報名和周末中文學校開始報名

(( 為食書生為食書生））金冠茶香溢休城金冠茶香溢休城 楊楚楓楊楚楓
每年的聖誕節，都是各國旅遊高峰

期。我夫妻二人任職於休市美國校區，
今年這個黃金時間，共有16天假日，
我們再多申請3 天，差不多有近三周時
間，可以返回港澳一行，向去年此夕仙
逝的慈母拜祭，一盡兒媳心願。並且趁
港珠澳大橋啟用、及國內高鐵運行，到
內地一行，結伴好還鄉。

不過人算不如天算。就在12月初，
遠在天涯一邊澳洲雪梨居住的小學同窗
梁亮夫婦，知會我一聲，也是就此假期
，來美國作旅遊。我們楊梁兩家，深交
幾十年，有友自遠方來，又怎麼可以待
慢呢？只好盡力陪君子。

在他停留本市之時，引領他到本地
各大酒家茶樓來祭 「五臟六腑」 ，不過
去得最多，依舊是金冠大酒家，這除了
它食品精美、點心優良、服務周到之外
，還因為它位於本地唐人街中心地帶，
出入銀行、拜祭廟宇、採購手信，都是
幾步之遙，異常方便。而且金冠酒家之
內，備有多種不同口味的茶葉，普洱、
龍井、香片、鉄觀音，均有存備，食客
甫到，聽到開茶品種，滾水燙茶，馬上
送到，賓至如歸。此外跟金冠酒家同一
幢商塲之一側，有本地最老字號的天仁
茗茶商店，它有來自臺灣及中國大陸不
同地方的茶葉售賣。梁兄在澳洲從事茶

葉進口生意，他趁今次來美，了解一下
美國茶葉市場狀況，想是有所作為。

聽他介紹，原來在不久之前，數十
家來自中國的茶企，匯聚澳洲悉尼，帶
來各具特色的名茶，讓更多澳大利亞民
眾了解中國香茶和唐茶文化。這是第二
屆澳大利亞·中華文化節暨中澳茶文化
產業博覽會日前在悉尼國際會展中心開
幕。為期三天的茶博會上，數十家中國
茶企展示各類茶產品、茶衍生產品和茶
具、茶家具等，還舉行茶藝、茶道表演
等豐富多彩的茶事活動。

澳大利亞是茶葉消費國，百分之九
十的茶葉依賴進口，去年進口中國紅茶

超過八十五噸。澳大利亞有一百二十萬
華僑華人，還保留著飲用中國茶的習慣
，這些因素決定澳大利亞成為茶葉消費
潛力最大的國家之一。

在茶博會上，來自福建、江蘇、雲
南、湖南等地的茶企，帶來大紅袍、鐵
觀音、普洱茶、綠茶、白茶、紅茶和黑
茶等名茶，一展中國茶的獨特魅力。

學友梁亮對我表示： 他移居澳州卅
多年，這也是 第一次在海外參觀出國茶
博會，看到澳州大地上的不少民眾，喜
歡飲用中國茶，他非常開心。梁亮的家
鄉種有上千種茶樹，從小就喝茶，現在
也是天天喝茶，覺得中國茶是天然、健

康的飲品。他希望能為中國茶走向世界
盡一分力。更希望可以把中國茶葉搞成
一個茶葉博覽會，引進來休市，繼而進
入美國社會宣傳，這除了為當地民眾提
供飲茶健康的新理念和生活方式外，還
通過以茶會友，來增進兩國人民的友誼
和交往。

他承認這是一個宏大的理念，他會
先聘請我作為宣傳先鋒，向媒體方面為
他好好廣介。我欣然應允，全力以赴就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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