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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服微信三年延长质保

门店地址：
3510 Hwy 6, Sugar Land, 
TX 77478
电话：(281)-201-8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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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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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今日美南公眾號直播： 
      觀眾可在「今日美南」
      公眾號上，
       點選「美南視頻」裡的
    「美南國際電視直播」
      就可輕鬆連接至STV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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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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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thern TV-STV15.3 Hou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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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韓美林生肖藝術大展韓美林生肖藝術大展””開幕式在故開幕式在故

宮博物院文華殿前舉行宮博物院文華殿前舉行。。展覽以韓美林的展覽以韓美林的
““生肖藝術生肖藝術””為核心為核心，，分為分為““生生不息生生不息””
““藝術魔墻藝術魔墻”“”“藝術大篷車藝術大篷車”“‘”“‘郵郵’’中中
贊美贊美””““為美成林為美成林””五個部分五個部分，，選擇了繪選擇了繪
畫畫、、書法書法、、雕塑雕塑、、陶瓷陶瓷、、紫砂紫砂、、木雕木雕、、鐵鐵
藝藝、、家具家具、、民間工藝等使用傳統媒介的創民間工藝等使用傳統媒介的創
作類型作類型，，以體現藝術家對傳統技藝以體現藝術家對傳統技藝、、傳統傳統
風格風格、、傳統美學的理解與傳承傳統美學的理解與傳承。。圖為韓美圖為韓美
林在開幕式上林在開幕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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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經濟而言，中國的政策工具包裏

並不缺少政策組合拳，而全面降準顯然

是其中的重要壹拳。

1月4日，央行時隔三年後，決定下

調存款準備金1個百分點，其中，2019

年1月15日和1月25日分別下調0.5個百

分點。

經綜合測算，本次降準總共釋放資

金1.5萬億元，凈釋放資金8000億。與

此同時，央行仍然強調，此次降準“仍

屬於定向調控，並非大水漫灌，穩健的

貨幣政策取向沒有改變。”

央行全面降準超出外界預期
央行此次降準是在預料之內——在

此之前，無論是中國經濟的壹些重要指

標，特別是12月份官方的PMI跌破了榮

枯線，以及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關於2019

年宏觀政策大的方向性的決定都預示

著，貨幣政策將為穩定經濟整體預期發

揮積極作用。

同時，這次降準又大大超出了外界

預期：壹是降準的時間選擇在2019年開

年第壹周；二是降準的力度是1%，過去

壹般是下調0.5%；三是這次降準分兩次

操作，1月15日下調0.5%，1月25日再

次下調0.5%，壹個月內兩次降準，這在

以往比較罕見。

壹般情況下，貨幣政策是宏觀經濟

的壹面鏡子。貨幣政策如何作為，反映

了宏觀經濟的基本面，也折射出下壹步

宏觀政策的主要目標。

2019年，中國經濟最大的政策目標

是什麽？是通脹？是系統性風險，還是

經濟增長？這些問題，在去年年底的中

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已經明確給出了答

案。

其壹，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今年經

濟形勢的基本判斷是“穩中有變、變中

有憂，外部環境復雜嚴峻，經濟面臨下

行壓力”，提出“要增強憂患意識，抓

住主要矛盾，有針對性地加以解決。”

由此可以判斷，2019年中國經濟的主要

矛盾就是避免經濟增長失速，這是主要

矛盾；

二是對於 2019 年經濟政策的總方

向，會議提出要“統籌推進穩增長、促

改革、調結構、惠民生、防風險工作，

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進壹步穩就

業、穩金融、穩外貿、穩外資、穩投

資、穩預期，提振市場信心”。對“穩

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防風

險”的排序也好，“六穩”也好，其實

都表明，今年中國經濟的最主要目標就

是穩定經濟，穩定預期。包括貨幣政策

在內的所有宏觀政策都必須緊緊圍繞這

個目標；

三是貨幣政策的具體描述上，2018

年經濟工作會議對於貨幣政策的描述明

顯不同於2017年。2018年的貨幣政策更

加強調“松緊適度”“保持流動性合理

充裕”，再沒有強調“管住貨幣的總閘

門”這些明顯偏緊的用語。這意味著

2019年穩健貨幣政策的大方向是“穩中

偏松”；

最後，2018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壹再強調“逆周期操作”，這強烈預示

著，包括貨幣政策在內的宏觀政策的力

度將會超過外界的預期。

對於穩經濟，中國並不缺政策組
合拳

貨幣政策偏松，會不會導致通脹和

房價再次報復性反彈？會不會導致資本

流出和人民幣貶值？對於這些問題，我

完全同意經濟學家余永定的觀點。那就

是，在當前情況下，中國經濟面臨各種

各樣的挑戰，經濟體制改革、經濟結構

調整、金融風險的防範，包括房地產泡

沫、企業杠桿率過高、影子銀行風險、

地方融資平臺違約，但最迫在眉睫的問

題是經濟增速的過快下滑。

而且，從目前的指標看，通脹不會

成為中國經濟的主要威脅，房價在經歷

連續三年的反彈後，上漲的動力也基本

衰竭，特別是在居民杠桿已經高企，購

買力大幅度下滑的情況下，房價在2019

年報復性反彈的概率並不高。

當下最最重要的問題是通過強有力

的政策，向外界表明中國穩經濟的決

心。在實體經濟疲弱的情況下，釋放流

動性會導致資金流向資本市場和房地產

市場，但也絕不能投鼠忌器。任何政策

都有負面效應，世界上本來就不存在什

麽完美的政策。

中國經濟比任何時候都需要強心

劑。當然，就2019年中國經濟面臨的挑

戰和復雜性而論，僅僅靠貨幣政策是難

以完全扭轉預期的，我們還需要投資政

策，特別是基建投資強力跟進，需要財

政政策更加積極，需要讓大家都感受到

“大規模減稅”，需要刺激消費的具體

舉措。

當然，還需要超乎外界預期的

實質性的改革舉措。我壹再預判，

外界對 2019 年中國經濟的預判太過

於悲觀了，因為就穩經濟而言，中

國的政策工具包裏並不缺少政策組

合拳。

綜合報導 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易綱近期表示，

2018年中央外匯業務中心實現了外匯儲備資產風險

和收益的平衡，為服務國家發展戰略、保障國家經

濟金融安全作出了重要貢獻。

截至11月末，我國外匯儲備規模約為3.09萬億

美元，近兩年來保持基本穩定。東方金誠首席宏觀

分析師王青昨日對記者表示，按照IMF在不同的匯

率制度及跨境資金流動管理模式下的標準衡量，我

國外匯儲備均處於充裕水平。因此可以說，外匯儲

備是當前支持我國宏觀經濟穩健運行的壹個強點。

王青表示，外匯儲備首先反映的是壹國對外支付能

力以及對外債的保障能力。因此，適度充裕的外匯儲備

規模有助於穩定國內外市場對我國宏觀經濟和人民幣匯

率的信心，能夠為國內宏觀經濟運行提供壹個正常、有

利的外部環境，發揮宏觀經濟穩定器的作用。

中國銀行國際金融研究所外匯研究員王有鑫昨日

對記者表示，外匯儲備規模是發達國家衡量我國風險

的重要指標，外儲如果持續下降會引發市場對我國外

匯儲備充足性、對外償付性和人民幣匯率穩定的擔

憂。經過測算，在高管制情況下我國外匯儲備合意規

模的下限約為1.6萬億美元，目前我國外匯儲備實際值

超過3萬億美元，我國金融機構和居民還有2萬多億美

元的境外資產，足以應對國際收支、外債兌付和居民

跨境資產配置的需要。因此，無需過度擔憂。

國家外匯管理局發布的統計數據顯示，2018年

1月份至11月份，中國外匯市場累計成交171.96萬

億元（等值 26.02 萬億美元）。銀行累計結匯

113754 億元（等值 17259 億美元），累計售匯

117166億元（等值17748億美元），累計結售匯逆

差3412億元（等值489億美元）。

國家外匯管理局新聞發言人、總經濟師王春英

表示，近壹段時期，國際環境錯綜復雜，外部壓力

持續存在，但我國外匯市場總體呈現雙向波動、基

本穩定的格局，沒有出現趨勢性的變化。這壹方面

體現了我國經濟平穩運行的根本性作用，另壹方面

也說明外匯市場參與主體更趨理性，適應外部環境

變化的能力不斷提升。未來，我國將堅持深化市場

化改革、擴大高水平開放，保持經濟持續健康發

展，有助於進壹步夯實我國外匯市場穩定的基礎。

王有鑫表示，2019年外匯儲備將在3萬億美元

上下波動，不同月份將有升有貶。從不利的方面看，

隨著人民幣國際化的發展、人民幣跨境結算的增加

和貿易順差的收窄，外儲來源可能將繼續減少，不

過這是正常現象，在本幣結算背景下也沒有必要持

有過量的外匯儲備。從積極的方面看，我國金融市

場開放加大，境外機構和個人對我國人民幣金融資

產的需求增加，跨境資本流動將繼續保持凈流入態

勢，將對外匯儲備形成支撐。

王青表示，2019年我國外匯儲備仍將保持在3

萬億美元上下的穩定水平，繼續處於充裕狀態。具

體來看，在中美貿易摩擦背景下，2019年我國經常

項目很可能出現壹定幅度的逆差，而伴隨我國金融

市場對外開放程度加大，資本與金融項目平衡仍將

保持順差局面。“壹順壹逆”將保障我國國際收支

大體維持平衡格局。2019年美元指數上行動力大概

率減弱，人民幣市場貶值預期不會明顯聚集，銀行

結售匯逆差局面可控。而外匯儲備資產價格和匯率

折算帶來的影響較低。由此，三個主要因素均不會

帶來明顯沖擊，我國外匯儲備保持基本穩定的基礎

依然堅實。

2019年外儲仍將保持在3萬億美元左右

央行重啟全面降準
打出穩經濟“第壹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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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根據一項最新的調查結果顯示，如果已經訂過婚
的男女，目前當務之急就是要多攢錢來辦理一個浪漫體面的婚禮
。

這項網上的婚禮市場調查網站The Knot ，顯示出在全美各
大置辦婚禮最昂貴的城市評比當中，休斯頓位於第18位，全美
國2016年的婚禮平均成本已經達到$35329，但是在休斯頓和東部
德州地區，婚禮投入的費用已經高達$40285.而且地區之間對比
的數字懸殊較大。

在Austin/San Antonio以及南部德州地區，平均的婚禮費用
為$36,522，而在西部德州的數字則大幅下滑至$22,000，而德州
目前是美國十大經濟實惠辦理婚事的州中，排名為第四位。

全國的研究對比中，婚禮投入的平均成本為$16,107,用於婚
禮拍攝的費用為$2,783，裝飾的費用$2,534，婚紗和服飾的費用
為$1,564，婚禮蛋糕花費$582，其他的花費還包括婚禮戒指，平
均超過6000美元，婚禮晚宴的費用為$1,378。

全美國婚禮費用最高的城市前五名分別為 Manhattan ($78,

464), Long Island ($67,831) and New Jersey ($62,606). Chicago 為第
四位， 紐約位於第五位。

以下是調查的分類，平均結婚年齡: 新娘, 29歲，新郎年齡
31歲
• 平均客人的人數: 141
• 最多人訂婚的月份: 十二月份 (15 percent)
• 平均訂婚的時間長度: 15 個月
• 最多人舉辦婚禮的月份: 十月份 (16%) 和九月份 (16 percent)

新調查顯示新調查顯示 休斯頓辦理婚禮費用昂貴休斯頓辦理婚禮費用昂貴

（綜合報導）美國聯邦政府部分
停擺已有兩週，大多數移民法庭也一
併關閉，移民法官將安排好的聽證無
限延期，致使本就積壓了80多萬案件
的移民法庭陷入更大的壓力。

美國政府部分部門於12月22日起
陷入停擺，如今已有兩週。根據雪城
大學的數據，截至11月30日，全美移
民法庭的積壓案件數量為超過80萬件
，比起 2017 年 1 月總統川普剛上任時
增加了49%。

據報導，而如果關門延續到下週
或更久，情況也會逐漸進一步惡化，
上庭日期會被延後幾個月甚至一年以
上。

據悉，美國司法部並沒有明確宣
布大部分移民法庭會因為政府停擺而
關閉。因此，包括新州紐瓦克移民法
庭在內的多家移民法庭，甚至沒有在
其電話語音留言中表明上庭取消，這
使得移民律師更無從知曉案件下一步
會如何處理。

然而，日前，監督移民法庭的移
民審查行政辦公室發布備忘錄，註明
對於司法部管轄下的移民法庭，所有
未被拘押的個人，安排在12月22日之
後的聽證目前都被無限期取消，而在
押者的聽證則不受影響。但前者佔了
移民案件中的大多數。

據報導，家住美國新澤西州的一

位非裔女性就是被政府關門影響的移
民之一。她的丈夫是美國公民，兩人
有一個在美國出生的2歲孩子。該女子
原定應該在12月26日在移民法庭出庭
與法官見面，安排有關其綠卡申請的
聽證會，而光是為了這次出庭機會，
她已經從2017年夏天等到了現在。

然而由於政府部分停擺，這次出
庭被臨時取消並無限延期。這名女子
的律師說，她可能要再等數月或者數
年時間，才能再次獲得與法官見面的
機會。理論上，一旦美國政府關門結
束，所有被取消的聽證就會恢復，但
移民律師們目前普遍對恢復的日期並
不樂觀。

美國按揭利率降至八個月來最低水平，這有望刺激最近幾個月表現低迷
的住房市場。

按揭金融巨頭聯邦住房貸款抵押公司（Freddie Mac， 簡稱：房地美）
週四公佈的數據顯示，美國30年期固定按揭平均利率下降至4.51%，為去年
春季以來最低水平。該水平雖仍高於上年同期的3.95%，但已經從2018年10
月份觸及的近5%的七年多高點回落。

按揭利率下降讓消費者有了以較低貸款利率購房或對現有住房進行再融
資的新機會，前提是他們能夠忍受動盪的金融市場以及依然高企的房價。

房地美首席經濟學家Sam Khater說：“我認為在當前的按揭利率水平下
，場邊有潛在購房需求，問題是波動性讓人望而卻步。”

在2018年的大部分時間裏，利率攀升遏制了住房再融資活動的增長勢
頭，打擊了買方市場，導致房價上漲步伐放緩。標準的30年期按揭利率通
常緊密追隨10年期美國國債收益率走勢，後者在去年秋季觸及3.23%，亦創
下七年高點。上週五該收益率收於2.66%。

按揭利率下降或將提振最近低迷的美國樓市美政府停擺加重移民案件積壓 聽證無限期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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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正恩應習近平邀請訪華
就深化中朝兩黨兩國關係深入交換意見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陸慷在當天的記者會上表示，中朝是
友好近鄰，保持高層交往也是兩國傳統友好的重要組

成部分。“如果大家還記得，去年，習近平總書記、國家
主席同金正恩委員長舉行會晤時，雙方一致同意通過多種
形式保持經常性聯繫和溝通。雙方均認為有必要加強戰略
溝通，共同為推動中朝關係健康穩定發展、實現朝鮮半島
長治久安、促進地區和平與繁榮作出努力。”

陸慷表示，毫無疑問，金正恩委員長這次訪華將同中
國領導人就深化中朝兩黨兩國關係，包括共同關心的國際
和地區問題深入交換意見。關於金正恩委員長此訪具體成
果，我們會及時發佈消息。

中方支持朝美保持接觸
至於此訪是否與朝美即將舉行第二次領導人會晤有

關，陸慷表示，大家非常清楚中方在半島問題、包括朝美
接觸問題上的立場。中方一貫認為，作為半島核問題的關
鍵當事方，朝美保持接觸是非常有益的。中方支持朝美雙
方繼續開展對話，並能取得積極成果。陸慷強調，中方的
立場很清楚。關於金正恩委員長訪華，我們致力於發展中
朝兩黨兩國友好關係。這一立場是明確的，也是堅定不移
的。中國在解決中美經貿摩擦問題上的立場也是公開透明
的，這個問題上我們有誠意，也有堅定的意志。“美方對
中方的立場非常清楚。我想，中國好像不需要通過什麼技
巧來讓美方得到我們的信息。”

這是繼2018年之後，金正恩又一次選擇中國作為新一
年的首次外訪目的地。2018年，金正恩三次訪華（見附
表），同習近平深入會談，達成一系列重要共識。

2019年將迎來中朝建交70周年，雙方領導層都曾公
開表示，要辦好紀念活動。一個月前，中國國家主席習
近平在北京會見朝鮮外相李勇浩時指出，雙方要以2019
年辦好中朝建交70周年紀念活動為契機，推動雙邊關係
長期健康穩定發展。中方支持朝鮮人民在金正恩委員長
領導下，探索符合本國國情的發展道路。祝願朝鮮的各
項事業越辦越好。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人民日報》及

中國外交部網站消息報道，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

新聞發言人8日在北京宣佈：應中共中央總書

記、國家主席習近平邀請，朝鮮勞動黨委員長、

國務委員會委員長金正恩1月7日至10日對中國

進行訪問。

金正恩第一次訪華
（3月25日至28日）

金正恩從朝鮮平壤坐火車抵北京與習近
平會晤，進行為期4天非正式訪問。

“習金會”達成四點共識：
1、發展好中朝友好合作關係是雙方堅定

不移的方針。

2、中朝同為社會主義國家，要加強團結
合作、交流互鑒。

3、兩黨高層保持經常往來，增加理解互
信，維護共同利益。

4、加強兩國人民交流往來。

金正恩第二次訪華

（5月7日至8日）

時隔40多天，金正恩再次訪華，乘飛機
抵遼寧大連與習近平會談。

習近平：
中方支持朝方堅持半島無核化，支持朝
美對話協商解決半島問題，願為全面推
進半島問題和平對話解決進程發揮積極
作用。

金正恩：
感謝中方長期以來為實現半島無核化、
維護地區和平穩定作出的重要貢獻。

金正恩第三次訪華

（6月19日至20日）

在6月12日美朝“特金會”後僅一周，
金正恩乘飛機抵北京與習近平會晤。

習近平：
在不到3個月時間內，我同委員長同志3
次會晤，為兩黨兩國關係發展指明了方
向，開啟了中朝關係發展新篇章。

金正恩：
把牢不可破的朝中關係提升到新的水平，
為實現半島持久和平共同努力。

■資料來源：香港文匯報資料室

去
年
三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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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香港文匯報訊 據韓聯
社報道，就朝鮮國務委員會
委員長金正恩訪華一事，韓
國外交部相關人士 8 日表
示，希望借金正恩此次訪
華，中朝高層增進交流，進
而對實現半島完全無核化及
構建永久和平機制作出貢
獻。

該人士表示，韓方將力
爭使韓朝、朝中、朝美之間
的溝通交流以及半島無核化
談判形成良性循環。

對於中方是否事先告知
韓方金正恩訪華相關消息，
該人士說，努力實現半島無

核化和構建半島永久和平機
制是韓中兩國的共同目標，
雙方一直保持緊密溝通交
流。雖然具體內容無法對外
公開，但韓方已通過多種渠
道獲知相關信息。

向朝提供藥物抗流感
另據中新社報道，韓國

統一部8日表示，韓方將向
朝鮮提供部分醫療藥品援
助，以防止流感病毒的擴
散。

當天，韓國外交部、統
一部等部門以及民間代表共
同參加的南北交流合作促進

協議會，通過一項決議案，
批准使用南北合作基金，向
朝鮮提供部分藥物援助。

統一部表示，希望此舉
能改善朝鮮民眾的健康狀
況，防止流感病毒在朝鮮半
島擴散；韓方將與朝方繼續
展開協商，計劃於近日向朝
方提供該援助。

2018年9月，韓朝簽署
《9月平壤共同宣言》，商定
加強南北交流與合作。此
後，韓朝召開多次會議，就
加強醫療領域合作進行協
商，並就韓國向朝鮮提供藥
品援助等進行討論。

韓媒：韓盼促半島永久無核化

■■應習近平邀請應習近平邀請，，金正恩金正恩11月月77日至日至1010日對中國進行訪問日對中國進行訪問。。圖為去年圖為去年66月月1919日習近平與金正日習近平與金正
恩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會談並握手恩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會談並握手。。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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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不敵曼城的英超賽事比
較，利物浦此役合共作

出了九個調動，其中前場
“埃及文明”穆罕默德沙
拿、沙迪奧文尼與羅拔圖法
明奴全部沒有正選，並改由
史杜列治、奧歷治及梳頓沙

基利合組攻擊鐵三角；至於門將亦由米洛
列特取代艾利臣比加把關。

陣容大變的紅軍上半場並無優勢，更被

主隊於38分鐘借占士米拿一次失誤，由魯爾
占美尼斯先開紀錄。落後的利物浦雖於下半
場52分鐘由奧歷治扳平，但狼隊4分鐘後再
有魯賓尼維斯憑一記遠射反超前。力圖平反
敗局的客軍尾段有沙基利罰球中柱不入，只
能無奈接受出局命運。值得一提的是，利物
浦在高洛普帶領下原來一直未能在英足盃作
突破；在高帥的頭三個球季，紅軍皆是於第
4圈被淘汰，想不到今季更是提前一輪“執
包袱”。

“大幅輪換迫不得已”
賽後，高洛普自然被問及有關大幅輪換

是否出局主因的問題，這位德國教頭無奈表
示，自己這樣做完全是迫不得已：“我之所
以作出那麼多的變動，原因是我們在之前聖
誕、新年快車賽期，在連續三場硬仗中均排
出了接近的陣容，在這情況下，我必須讓一
些之前上陣時間頗多的球員休息，我當然不
想這樣做，但事實上我是非變不可。”

洛夫雲傷出 新丁臨危受命
另方面，仍以正選姿態上陣的紅軍中堅

洛夫雲，是戰僅踢了4分鐘便傷出，並由16
歲小將賀爾化臨危受命取代其位置。對此高
洛普謂：“洛夫雲的傷患之前完全沒有徵
兆，以我所知他是腿筋受傷，我仍未知道他
要養傷多久。至於賀爾化？我說想的是他表
現很好，我常說年齡不重要，最緊要是你是
否有足夠能力，賀爾化是役就證明了這一
點。”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浩然

英格蘭足總盃北京時間8日凌晨

上演的第3圈獨腳戲，結果狼隊報卻

早前英超一敗之仇，於主場以2：1淘

汰僅以半力出擊的利物浦出局。

“紅軍”領隊高洛普賽後表

示，自己作那麼多輪換絕

對是迫不得已。

英足盃於當地時間7日完成了第4
圈抽籤，其中焦點比賽肯定是阿仙奴
主場對曼聯之戰，兩支球隊過去分別
取得13及 12次冠軍，是奪冠最多的
兩支隊伍。

作為各 20次殺入決賽的兩支隊
伍，“兵工廠”上次於英足盃與“紅
魔”碰頭是在2015年，當時前者憑倒
戈的韋碧克建功以2：1晉級。至於今
季英超首循環比賽，曼聯則在摩連奴帶

領下於主場僅以2：2逼和對手，但由
於紅魔現時已改由蘇斯克查領軍，且看
戰況會否有所不同。
其餘第4圈戲碼亦有大量全英超

對碰，其中曼城會於主場對般尼；熱
刺作客水晶宮上演“倫敦德比”；衛
冕的車路士抽得好籤，主場對戰英冠
錫周三或英甲盧頓的勝方。第4圈比
賽將於本月25日至28日期間上演。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浩然

足總盃第4圈 紅魔抽中撼兵工廠

英足盃第4圈部分戲碼
阿仙奴（超） 對 曼聯（超）

曼城（超） 對 般尼（超）

水晶宮（超） 對 熱刺（超）

車路士（超） 對 錫周三（冠）/
盧頓（甲）

米禾爾（冠） 對 愛華頓（超）

白禮頓（超） 對 西布朗（冠）

紐卡素（超）/ 對 屈福特（超）
布力般流浪（冠）

AFC溫布頓（甲）對 韋斯咸（超）

註：前者主場

■■占士米拿占士米拿((下下，，紅衫紅衫))失誤失誤，，努力回追也只能目送努力回追也只能目送
魯爾占美尼斯魯爾占美尼斯((黃衫黃衫))將球射入大門將球射入大門。。 美聯社美聯社

■■洛夫雲洛夫雲((左二左二))踢了數分鐘便踢了數分鐘便
因傷被換離場因傷被換離場。。 法新社法新社

■高洛普安
慰沙基利。

路透社

■■足總盃第四圈完成抽籤足總盃第四圈完成抽籤。。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2019達喀爾拉力賽當地時間7日移師皮斯科
舉行首個賽段的比賽。由於特殊賽段僅有84公
里，許多車手把它看成是“熱身賽”，參賽的中
國車手都順利完成了比賽。

在摩托車組中，中國車手張敏以第77位的成
績完成比賽，另一位中國車手趙宏毅也以第79位
的成績順利衝過終點。趙宏毅在賽後對新華社
說：“今年比賽的營地與去年一樣，因此對場地
條件相對比較了解，有一些心理預期。但是還是

有些路段挺難的，容易造成陷車。總體來說，我
的節奏把握得還不錯，跟新的賽車配合也很好，
畢竟是第一天比賽，還需要尋找感覺。”
在汽車組中，吉利汽車殼牌潤滑油固鉑輪胎

車隊的韓魏和廖岷雖然是第一次參加達喀爾賽
事，但最終順利地以第26位的成績完成比賽。勇
之隊的何志濤和趙凱以第47位的成績完成比賽，
他們的隊友梁鈺祥和寇洪濤以第50位的成績抵達
終點。 ■新華社

NBA官方美國時間8
日宣佈，16次NBA總冠軍
得主洛杉磯湖人和布魯克
林網隊將於10月赴華參加
2019年NBA中國賽。兩隊
的首場比賽將於10月10日

在上海舉行，10月12日兩隊將前往深圳易地
再戰。
NBA中國首席執行官張墀駒表示：“我

們熱烈歡迎洛杉磯湖人和布魯克林網隊來中
國參加第27和 28場NBA中國賽，這也是
NBA致力於將最高水準的賽事體驗帶給中國
球迷的又一里程碑。”
本屆NBA中國賽將是湖人隊第二次赴華

參賽，球隊於2013年在北京和上海進行了兩

場季前賽。今年將是網隊
的第三次中國賽之旅，他
們曾在2010年在北京和廣州
以及2014年在北京和上海參加了
季前賽。

湖人隊由三次總冠軍得主勒邦
占士領銜，球隊還擁有2016年榜眼
秀恩格林、2017年榜眼秀朗素波
爾，以及2017年第27順位球員古斯馬。網隊
目前擁有2015年榜眼秀D.羅素以及2018年
NBA進步最快球員獎入圍球員甸韋迪等一批
頗具天賦的球員。

此外，2019年NBA中國賽將為球迷帶來
豐富的場外活動，NBA球迷日時球迷可以欣
賞當紅藝人帶來的精彩表演，觀看湖人和網

隊球員進行場上訓練，幸運球迷還將有機會
與藝人和球員搭檔，參加投籃比賽。本次球
迷日活動還將帶來紅毯時刻以及豐富的互動
環節，並會在NBA中國官方媒體合作夥伴的
平台上進行直播。此外，NBA將在上海和深
圳舉辦NBA關懷行動系列活動，走進當地社
區。 ■新華社在2019年亞洲盃C組首場

比賽中，中國男足（國足）在
上半場先丟一球的情況下，憑
藉對方門將的烏龍和于大寶的
破門，以2：1逆轉戰勝吉爾吉
斯。據新華社消息，國足主教
練納比在賽後新聞發佈會上表
示，第一個進球確實很幸運，
但之後國足的表現配得上這場
勝利。

納比說：“上半場我們犯
了不少錯誤，但我很驕傲球隊
下半場的表現。他們踢出了非
常好的戰術水平，為中國球迷
帶來了勝利。”

納比表示，于大寶的進球
對於球隊取勝和獲得3分至關重

要。國足需要像于大寶這樣的
攻擊手。

談到拿下吉爾吉斯後，國
足在 C組的出線形勢，納比
說，僅僅獲得首場勝利就談論
出線還為時過早，我們必須專
注備戰與另外兩個對手菲律賓
和韓國的小組賽，他們都是很
有實力的對手。

另外，據傳媒消息，於比賽
中受傷的武磊，賽後經X光初步
診斷，只屬韌帶受損，並沒有傷
到骨頭，不過能否在第二場比賽
上陣仍是未知之數。

國足將在 11 日對陣菲律
賓，16日迎戰老對手韓國。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納比納比：：
國足表現配得上勝利

中國車手達喀爾追夢
首日悉數完賽

■■中國車手趙宏毅中國車手趙宏毅（（左左））與張敏與張敏
在達喀爾拉力賽發車在達喀爾拉力賽發車。。 法新社法新社

■■勒邦占士將率洛杉勒邦占士將率洛杉
磯湖人出戰磯湖人出戰NBANBA中中
國賽國賽。。 美聯社美聯社

高
洛
普
任
內
足
總
盃
再
次
提
早
畢
業

占 士 領 軍 湖 人
10月訪華破“網”

■■納比承認國足獲勝有幸運納比承認國足獲勝有幸運
成分成分。。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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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77美南電視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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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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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岸名城 中國 白銀——俄羅斯 喀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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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三 2019年1月09日 Wednesday, January 09,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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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國強來國強（（左一左一））與本次畫展主席與本次畫展主席
吳因潮吳因潮（（左二左二））在作品前留影在作品前留影

畫家來國強山水油畫畫家來國強山水油畫
在美國休斯頓展出在美國休斯頓展出

（本報記者黃梅子）在2019
年1月5日開幕的“中美建交四十
周年暨張大千誕辰120周年畫展”
上，來自寧波的畫家來國強帶來
的靈境系列山水油畫贏得了中美
觀眾的一致稱贊，成為本次畫展
的一大亮點。

此次在休斯頓舉辦的“中美
建交四十周年暨張大千誕辰120周
年畫展”由美國中華文化交流協
會主辦，得到了中國駐休斯頓總
領事館和美國國會議員奧爾格林
、皮特奧爾森的雙重背書，國內
外有28位著名畫家、雕塑家、書
法家和藝術家的200多件作品與

張大千先生的傳世傑作一起展出
，引起美國主流社會的關註，是
非常重要的大型文化交流活動。

來國強畢業於中央美術學院
油畫系當代藝術研修班，師從葛
鵬仁，馬路等先生，本科畢業於
中國美術學院油畫系本科 師從
許江，楊參軍，章曉明等先生，
1993年參加法國當代具象繪畫研
習班， 師從法籍客座教授司徒立
先生。再加上來國強從小學習中
國畫，有相當深厚的國學素養，
中西結合，沈積歷練多年，形成
了自己獨特的藝術風格。他的作
品在美國、德國、日本等國家和

中國多地展出，多次舉辦個人畫
展。來國強說， 中國歷史上,繪畫
成就以山水畫為最高。中國繪畫
的整個精粹都體現在山水畫的審
美理想之中。以中國山水畫的意
象方式關照自然，以油畫“光”
和“色”的本體語言追求空間意
蘊，於天地之外別構一種靈奇，
以期達到惲南田所雲“皆靈想之
所獨辟，總非人間所有”的意象
境界。畫由心生，這種心靈妙悟
的意象，或許能表達來國強隨心
所欲不逾矩的藝術。

來國強來國強（（右一右一））在畫展開幕式上在畫展開幕式上來國強來國強（（右一右一））與湘繡大師江再紅與湘繡大師江再紅（（中中））接受美南國際電視主持人接受美南國際電視主持人
黃梅子黃梅子（（左左））的采訪的采訪

來國強接受紐約的全美中文電來國強接受紐約的全美中文電
視臺采訪視臺采訪

來國強為中國駐休斯頓總領來國強為中國駐休斯頓總領
事李強民大使介紹作品事李強民大使介紹作品

來國強來國強（（右一右一））與國會議員皮特奧爾森的華裔代表張晶晶與國會議員皮特奧爾森的華裔代表張晶晶
（（右二右二））和熱情的觀眾在自己創造的靈境系列油畫前留影和熱情的觀眾在自己創造的靈境系列油畫前留影

來國強來國強（（左一左一））與李強民大使與李強民大使（（右二右二））等在畫展現場合影等在畫展現場合影

【泉深編輯/來源各大媒體】路透
社1月8日星期二援引美國代表團的一
位成員的話說，美國和中國將繼續在北
京的貿易談判，談判將延長到先前沒有
預定的第三天。眼下世界兩個最大的經
濟體正在努力解決雙方之間的嚴重貿易
糾紛。自從星期一談判開始以來，美中
雙方都對談判情況嚴格保密。

與此同時，美國總統特朗普星期二
通過推特說：“與中國的談判正在取得
良好進展”

路透社週二報導，中國電信網絡設
備供應商華為與在伊朗和敘利亞經營的
公司關係密切，這為美方指控孟晚舟案
件提供了新線索。此前，華為首席財務
官孟晚舟因涉嫌欺詐被捕。

美國當局指控孟晚舟欺騙國際銀行
，聲稱兩家公司--星通技術（Skycom
Tech）和 Canicula Holdings Ltd - 獨立
於華為，導致銀行涉嫌違反美國製裁。
這兩家公司被指實際由華為控制，分別
在伊朗和敘利亞經營。

報導稱，華為與這兩家公司關係密
切。華為高管史耀宏（英譯 Shi Yao-
hong）在 2009 年被星通技術任命為伊
朗業務經理；披露的文件顯示，至少有
三名中國公民擁有華為和星通在伊朗銀
行賬戶的簽名權; 美國當局提供的文件
也顯示，華為員工在 2007 年至 2013 年
是星通技術銀行賬戶的簽署者。

此外，中東律師卡拉瓦尼（Osama
Karawani）表示，華為通過 Canicula 在

敘利亞開展業務。卡拉瓦尼是華為在敘
利亞一家公司的清算人。

12月11日，孟晚舟以1000 萬加元
保釋金獲釋，目前仍在溫哥華，美國正
尋求將她引渡。美方稱，孟晚舟將面臨
涉嫌詐騙多家金融機構的指控，每項指
控的最高刑期為 30 年。具體的指控尚
未公佈。

華為上月表示，孟晚舟面臨 “未
明指控”，華為並不知曉她有任何不當
行為。該公司將其與星通的關係描述
為 “一種正常的商業夥伴關係”，稱
公司遵守業務所在國的所有適用法律法
規。

美中國貿易談判進入第三天
網傳華為與在伊朗和敘利亞的公司有關聯

【泉深/圖文】由美中文化交流協會主辦，
中華人民共和國駐休斯敦總領事館、張大千之
女張心慶及中美現代藝術家的大力支持，豐建
偉醫療集團和嘉寶車行特別贊助的“中美建交
四十週年圖片展” 暨“紀念張大千先生誕辰
120週年中美現代名人書畫展” 於2019年1月5
日上午，在休斯敦原哈里伯頓辦公大樓盛大開
幕。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李強民總領事、美國
國會眾議員皮特奧爾森（Pete Olson）的亞裔代
表張晶晶、國會議員艾爾格林（Al Green）的亞
裔代表譚秋晴、萊斯大學校長李達偉( David
Leeborn) 孫月萍夫婦、藝術總監張大千之女張
心慶、活動主席吳因潮、共同主席豐建偉、共
同主席徐寧波、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董事長
李蔚華、中美現代名人書畫展的藝術家王維力
、王鑫生、陸德才、劉澤林、江再紅等以及中
美各界人士一千多人參加了開幕式。

李強民總領事在開幕式上指出，1979 年 1

月1日，中國和美國正式建立了外交關係。同年
1月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訪美，休斯
敦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站，至此開啟了兩國之間
一連串的高級別交流。在過去的四十年裡，從
推動妥善解決地區熱點問題到打擊國際恐怖主
義，從應對全球金融危機到促進全球經濟增長
，從抗擊埃博拉到禁毒，包括控制芬太尼，中
美在雙邊、區域和全球層面開展了廣泛合作。
事實充分錶明，中美關係的發展不僅給兩國人
民帶來了巨大利益，也有利於亞太地區乃至世
界的和平、穩定與繁榮。中國有句老話，國與
國之間良好關係的關鍵在於人民之間的友誼。
今天是中美建交四十週年圖片展和中美現代名
人書畫展的開幕式，也是偉大的中國藝術家張
大千先生誕辰120週年紀念日，中美兩國的文化
交流將有效增進我們的相互了解和友誼，我也
希望越來越多的美國人了解中國，更多地了解
中美兩國的關係。我祝愿展覽取得圓滿成功！

美中文化交流協會
會長、本次活動主席吳
因潮致辭。他說，經過
數月的策劃與籌備，慶
祝“中美建交四十週年
圖片展” “紀念張大
千先生誕辰 120 週年中
美現代名人書畫展”
今天隆重開幕了，這是
美中文化交流協會成立
以來的第一個大型活動
，本次活動得到中國駐
休斯敦總領館、張大千
女兒張心慶、眾多中美
現代著名藝術家、以及

僑界各社團的大力支持，對此表示衷心的感謝
！本次展覽匯集了28位中美著名畫家、雕塑家
、書法家和藝術家的兩百多件藝術精品，將為
廣大觀眾提供一個難得的藝術盛宴。我們相信
，此次展覽將為中美兩國文化交流譜寫新的篇
章。

張大千之女張心慶在致辭中引用了父親張
大千先生的一段話：一個人沒有開闊的胸懷，
怎麼畫得出雄偉壯麗的山河；不喜歡動物飛禽
，怎麼畫得出奔騰的駿馬、可愛的小鳥；不熱
愛大自然，怎麼畫得出參天大樹、鮮豔的花朵
？父親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影響了張心慶的
一生，她非常驕傲父親一生以文化作為橋樑，
來推廣中美文化交流，為增强两國友誼做出了
努力和貢獻。

國會議員皮特奧爾森的代表張晶晶代表國
會議員祝賀美中建交40週年圖片展。國會議員

特別寫信要求美國國會加強與中國的關係，確
保雙贏。張晶晶還特別熱線接通布什家族代表
第四代老布什總統的長孫、現任德州土地委員
會主任喬治 P 布（George P Bush）什向全體來
賓致辭。喬治 P 布什表示布什家族從老布什夫
婦開始50年來與中國人民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中美關係是最重要的關係。希望圖片展和藝術
展圓滿成功。
國會議員艾爾格林的代表譚秋晴宣讀美國國會
的賀信：代表美國國會德州第九選區祝賀美中
文化交流協會對社區服務的貢獻。祝賀紀念美
中建交四十週年圖片展成功，祝賀張大千誕辰
120週年展出的讓人永世不忘的大師作品。

共同主席豐建偉醫師上台熱線接通休斯敦
市長特納，特納市長盛讚美中建交圖片展和美
中名人書畫展。他特別向李總領事、王副總領
事和上千出席的嘉賓們問候，用藝術的形式加
強社區和市民之間的溝通和聯絡讓休斯敦變得
更加美好。活動舉行了盛大的剪彩儀式，李強
民總領事、王昱副總領事、吳因潮、張心慶、
李達偉、張晶晶、譚秋晴、豐建偉、徐寧波、
張要武等嘉賓上台為“中美建交四十週圖片展
” “張大千先生誕辰120週年中美現代名人書
畫展” 剪彩。

出席開幕典禮的藝術家們
“中美建交四十週年圖片展” “張大千先生誕
辰120週年中美現代名人書畫展”的展覽時間及
相關展區安排如下：
1，展覽時間：2019年1月5日-10日, 10:00-17:
00
2，展覽地點：10200 Bellaire Blvd，Houston，
TX 77002

““中美建交四十週年圖片展中美建交四十週年圖片展”” 暨暨““張大千先生誕辰張大千先生誕辰120120週年中美現代名人書畫展週年中美現代名人書畫展””盛大開幕盛大開幕


	0109WED_B1_Print.pdf (p.1)
	0109WED_B2_Print.pdf (p.2)
	0109WED_B3_Print.pdf (p.3)
	0109WED_B4_Print.pdf (p.4)
	0109WED_B5_Print.pdf (p.5)
	0109WED_B6_Print.pdf (p.6)
	0109WED_B7_Print.pdf (p.7)
	0109WED_B8_Print.pdf (p.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