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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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模最盛大的亞裔新年慶典」
The Largest Asian New Year Celebration
「規模最盛大的亞裔新年慶典」

The Largest Asian New Year Celebration

多元文化縮影「國際藝術節」

中國新年園遊會從1997年開始舉辦，到今年已經超過二十二屆(2018)，從初
創的小規模到今天的大場面，從開始的只是為了一解休斯頓當地華人節日的

思鄉之愁，到今天多族裔共享中國文化，一路走來，風雨無阻。
這項盛大的社區活動吸引了大量的不同族裔的社區民眾參加，120家贊助商
對此次活動給予了大力的支持。近百個節目，展攤吸引社區民眾前往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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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文化縮影「國際藝術節」

美南新年園遊會

Saturday, February 2, 2019 / 10:00 AM - 5:00PMSaturday, February 2, 2019 / 10:00 AM - 5:00PM

美南新聞大樓廣場

今日之美國微信公眾號 今日美國網站

SOUTHERN CHINESE WEEKLY

全美最權威的華文全媒體傳媒集團 today-america.com 2.1.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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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水員偶遇遭繩纏繞蝠鱝潛水員偶遇遭繩纏繞蝠鱝 助其脫困後壹起玩自拍助其脫困後壹起玩自拍

兩名潛水員在菲律賓兩名潛水員在菲律賓Manta BowlManta Bowl潛水時潛水時，，偶遇壹條被繩子纏繞的偶遇壹條被繩子纏繞的
蝠鱝蝠鱝，，蝠鱝的身上還有扯破的傷口蝠鱝的身上還有扯破的傷口。。兩名潛水員壹起將魚繩從這條蝠鱝兩名潛水員壹起將魚繩從這條蝠鱝
身上扯了下來身上扯了下來，，最後還和這條蝠鱝來了壹張經典自拍最後還和這條蝠鱝來了壹張經典自拍。。

20192019陜州迎新春燈會吸引民眾慘觀陜州迎新春燈會吸引民眾慘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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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雲攜邏漢堂亮相達沃斯
發報告稱各國應盡早普及數字技術

綜合報導 記者從阿裏巴巴

集團獲悉，阿裏巴巴集團董事

局主席馬雲帶領羅漢堂團隊亮

相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年會，這

家全球研究機構發布了成立以來

的首份研究成果：《數字技術與

普惠性增長》。報告認為，中國

數字技術經驗具有“驚人的普惠

性”，倡議各國盡早、盡量廣泛

地普及數字技術。

報告指出，機器人和人工

智能技術仍然處於開發的早期

階段，以往幾波技術變革都讓

人們害怕大量失業，但最終都

證明是杞人憂天。“只有去嘗

試、努力，才能找到解決問題

的辦法。對數字技術唯壹擔憂

的是擔憂本身。”

羅漢堂由阿裏巴巴於2018

年6月在杭州倡議成立，誌在集

合全球最傑出的社會科學研究

者，探討科技發展的未知疑難。

這份關於數字技術的報告，由本

特· 霍姆斯特羅姆、克裏斯托弗·

皮薩裏德斯、邁克爾· 斯賓塞3位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領銜，協

同羅漢堂研究團隊及數位世界壹

流經濟學家共同完成。

這份全文150頁的報告以中

國的發展情況為例，既展示了

數字技術為普惠性增長帶來的

積極影響，也回應了技術性失

業、侵犯隱私、落後的競爭政

策和惡化的分配不公等社會焦

慮。

報告指出，與此前的技術

革命相比，數字革命有兩個根本

不同：壹是普及的低門檻；二是

數字化信息的低成本和非競爭

性。這兩大特性對普惠性增長具

有深遠的意義，經濟發展水平不

再是影響技術傳播和發展的決定

因素，數字技術能夠成為普惠性

增長的重要推動力。

研究者們看到，婦女、窮

人、少數民族和殘障人士等弱

勢社會經濟群體，能夠在數字

經濟中獲得前所未有的服務和

賦能，而不發達和偏遠地區也

可能迅速縮小在市場進入方面

與發達地區的差距，經濟得到

提振。報告認為，中國的數字

技術發展具有“驚人的普惠

性”，並對世界具有“極其重

要的借鑒意義”。

面對快速發展的數字經

濟，報告強調，政府需要更多

地完善監管，但也不能因過度

強調風險而阻礙了實驗和創新。

中國的經驗表明，公共部門已

經取得了合理的平衡，營造了

良好的夥伴關系，壹方面鼓勵

創新，另壹方面防範技術的濫

用和控制風險。

“紅包大戰”硝煙再起！
看支付機構如何打響新年這壹仗

綜合報導 臨近春節，支付機構的“紅包大戰”硝

煙再起。支付寶25日將啟動“集五福”活動，而3天

後百度總額高達10億元的紅包活動也將拉開帷幕。紅

包玩法愈發五花八門，金額屢刷新高，但萬變不離其

宗，各家機構眼中盯的是移動支付市場的客戶和流量。

2014年春節微信紅包首次亮相，隨即引領了

“紅包”風潮，支付寶紅包、微博紅包紛至踏來。

如今，“搶紅包”已成為佳節必備。隨著人們新的

支付習慣日漸養成，移動支付市場也迎來了蓬勃發

展。央行數據顯示，2018年三季度，移動支付業務

金額達65.48萬億元，同比增長32.91%。

既然是“紅包大戰”，支付機構少不了在“紅

包”的金額上比拼壹番。今年百度不僅獨家牽手了

2019年央視春晚，更將以多種形式發放10億元現

金紅包，刷新了近幾年春晚紅包總額，出手“闊綽”

得令其他支付機構不敢輕敵。

百度下如此大力氣推廣紅包活動，背後則是旗

下“度小滿錢包”的登臺亮相。去年4月“百度金

融”從百度拆分，形成獨立品牌“度小滿金融”，

“百度錢包”也變成了“度小滿錢包”。在支付寶

和微信支付長期占據市場絕對份額的背景下，度小

滿要想多分壹杯羹著實需要花些力氣。

北京大學新金融和創業投資研究中心研究員陳

文表示，個人賬戶是所有金融業務的起點，春晚紅

包對完善個人賬戶的帶動作用已經在往年紅包大戰

中得到市場驗證。2019年的春晚紅包有利於度小滿

金融加速構建個人用戶賬戶體系，在消費金融和資

管業務等領域形成閉環生態圈。

面對這些“大紅包”，不少用戶早已摩拳擦掌，

畢竟能夠參與上億元大項目的機會並不多。但相比

令人咋舌的“紅包”總額，更多用戶關心的是能真

正落到口袋裏的數目。

這方面，銀聯推出的活動就明確多了。用戶只

需掃壹掃身邊的“銀聯”或“雲閃付”標識，就有

可能獲得2019元的大紅包。除此之外，簽到、推薦、

轉賬也有可能獲得紅包，且金額不等。

此前銀聯在移動支付較支付寶失了先手，近幾

年埋頭追趕，在眾多銀行的聯手支持下“雲閃付”

勢頭強勁。發布不到1年，“雲閃付”應用的累計

註冊用戶數就突破了1億，現已達到1.2億。

銀聯希望借助“紅包大戰”在支付市場再下壹

城，尚在情理之中；但作為社交平臺，新浪微博卻

也在“紅包大戰”中忙得不亦樂乎。除了百萬現金

外，新浪微博的“錦鯉紅包”還塞進了品牌包、口

紅、機票等禮品。新浪微博如此盡力壹搏，醉翁之

意並非支付市場，而是沖著客戶和流量。

在花樣繁多、獎品誘人的“紅包大戰”中，今

年支付寶延續了往年“集五福”活動。盡管紅包金

額未拔得頭籌，但在獎勵中增加了歐洲足球觀賽之

旅、全年幫還花唄等好運彩蛋，並大打“感情牌”。

從2016年春節亮相以來，據說有近1億人連續

三年參與“集五福”活動。支付寶敏銳地發現，當

初為尋找壹張“敬業福”苦守壹夜的人們，如今已

將交換福卡視為過年互動交流的新方式。因此，去

年開始，支付寶對集五福的定位向“年俗”靠攏，

為用戶增添過年的儀式感。

支付寶五福產品經理陳冠華介紹，去年春節，

參與五福的中老年人群體數量達到7000萬。而在海

外2000多座城市裏，春節在異鄉的中國人也不忘尋

找“福”字、與國內的親友交換福卡。

在“紅包大戰”的硝煙中，微信支付卻顯得十

分淡定。自2017年宣布不再有微信紅包營銷活動，

微信的確不在春節期間燒錢搶客戶了，今年只是推

出微信紅包的封面定制服務。可能是如今的市場份

額和客戶粘性，讓微信擁有這樣的自信。正如騰訊

集團微信事業群總裁張小龍所言：微信紅包的歷史

使命已經完成。

業內人士表示，壹味地燒錢補貼不可持續，支

付機構獲客難度正進壹步增大。支付機構應把未來

的業務重點放到創新產品服務、優化產品體驗上來

，以便提升存量客戶的活躍度，增強客戶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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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蹤海峽熱點，反映兩岸民意

▲ 節目截圖

節目介紹：
《海峽兩岸》是中央電視台惟一的涉台時事新聞評論欄目，節
目宗旨是“跟踪海峽熱點，反映兩岸民意”。節目分為兩個版
塊：第一個是“熱點掃描”，主要報導當日和近期台灣島內的
熱點新聞；第二個是“熱點透視”，當日或近期涉台熱點深度
報導及兩岸專家對此事的評論，並對兩岸各個層面的交流交往
進行跟踪報導。
本期節目主題： 勝選後 國民黨兩岸討論如何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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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在手機上觀看STV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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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華時間》

《新聞面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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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02-IPTV-直播電視B6_4

高清 IPTV 直播電視影視
特價$99/一年 任選其一

1）800多台中英文直播頻道，中港台+英文頻道400臺，
24 小時時事新聞，綜藝，體育，兒童，電影等（原價$120/一年）

2）最新中文連續劇， 電影，綜藝，兒童，老人等節目，
25000小時的節目內容每天更新， VIP節目，

支持回放和點播（原價$120/一年）
兩者都選，可享有套餐優惠價 $120/一年（有時間限制）價格不含盒子

713-505-3919
微信號：chinese_IP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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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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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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磊武磊（（左左））在今屆在今屆
亞洲盃一直帶傷上亞洲盃一直帶傷上
陣陣。。 新華社新華社

■■武磊武磊（（右右））
上年獲得最佳上年獲得最佳
射手獎射手獎。。

新華社新華社

■■張軍張軍（（中中））成為新一屆中國羽協主席成為新一屆中國羽協主席。。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上海上港 28 日
證實，已與西甲的愛
斯賓奴達成一致協
議，武磊將以轉會的
方式登陸西甲。
愛斯賓奴管理層已

對武磊作出長時間考
察，武磊將身披24號球
衣征戰。出於對球會體育
計劃的認可和對球會控股
方星輝互動娛樂股份有限
公司的信任，武磊最終選
擇了愛斯賓奴。
愛斯賓奴方面表示，對

球會來說，武磊是一位極具實
力的球員，他的到來是近年來
最重要的體育事件之一。在武
磊“留洋”事宜上，上港集團足
球俱樂部表示他們一直遵循着一
個基本原則：只要對球員個人職
業生涯有益，對中國足球發展有
益，球會必將全力支持。■中新社

中國羽毛球協會28日在北京
舉行第六屆全國代表大會，兩屆奧
運會混雙冠軍、現中國羽毛球隊雙
打組主教練張軍當選新一屆中國羽
協主席。張軍表示，備戰東京奧運
將是新一屆羽協首要任務，一定要
有信心面對東京奧運嚴峻考驗。

張軍曾在悉尼奧運和雅典奧運獲
得羽球混雙冠軍，2007年退役後轉型
成為教練，現任國羽雙打組主教練。
在任期間，他幫助因新老更替而狀態
一度下滑的國羽男雙、混雙等項目成
績回升。2018年初，中國羽協進行屆
中調整，張軍成為羽協副主席，並於
2018年12月成為羽協換屆籌備工作

小組組長。28日上午的第六屆全國代
表大會上，張軍當選新一屆中國羽協
主席，夏澤、劉錦、唐九紅、王
偉、陳興東、趙劍華、孫俊等人當選
羽協副主席。

張軍表示，對新一屆中國羽協而
言，首要任務是完成東京奧運備戰及
參賽任務：“必須承認東京奧運考驗
較以往更為嚴峻，主力隊員還很年
輕，大部分人是首次參加奧運，對於
需承受的壓力、困難都缺少體會，技
戰術水平、意志品質都需盡快提升。
東道主日本隊將成為主要對手之一。
近年日本隊整體實力明顯提升，尤其
是女雙已形成集團優勢，國羽在5個

單項不免會與之有一番惡戰。”
對於東京奧運參賽資格，張軍

表示將強化競爭和激勵機制，讓所
有運動員都能看到希望，並抱有強
烈的危機感：“不論是老運動員還
是年輕選手都要參與競爭，站上東
京奧運賽場的選手都將是通過競爭
脫穎而出的。”

2017年，國羽受新老交替影
響痛失蟬聯6屆之久的蘇迪曼盃。
而今年5月，蘇盃將在廣西南寧舉
辦。張軍指奧運積分賽將於5月展
開，國羽要全力以赴，奪回蘇盃，
以此提振衝擊東京奧運金牌的士
氣。 ■中新社

2019年WCBA全明星周末落幕，北方共
享隊以123：109擊敗南方超越隊，來自八一
女籃的孫夢然獲得MVP稱號。這是WCBA全
明星賽首次來到內蒙古呼和浩特，也是全明星
賽首次來到沒有職業籃球隊的少數民族地區。

開場前，由鄭海霞領銜、獲得1992年巴
塞隆拿奧運會銀牌的中國女籃前國手們，以及
由苗立傑率領、打入
2008年北京奧運會4
強的女籃國家隊成員
亮相全明星賽場，大
屏幕播放着當年她們
在賽場拚殺的畫面，
全場掌聲雷動。中國
籃協主席姚明為她們
頒發榮譽戰袍，中國
女籃頑強拚搏、不懈
奮鬥的精神在新老國
手間傳承延續。

比賽方面，南方
隊以92：91領先進入
第4節。但北方隊在

孫夢然、邵婷和韓旭的帶領下漸漸拉開比分，
一度以109：99領先10分，兩位數的領先優勢
也保持到了終場。

中場環節，東莞女籃楊力維以39.1秒，擊
敗福建女籃的楊雅惠和山西女籃的武桐桐獲得
技巧挑戰賽冠軍。遼寧女籃梁嘉美以16分擊
敗大慶女籃紀妍妍和江蘇女籃姜佳音獲得三分

大賽冠軍。
當晚最感人的一

幕同樣來自中場，16
歲的少年葉沙不幸離
世，但他的器官移植
受益者們組成了一支
籃球隊，這是屬於一
個人的籃球隊，五名
器官被捐獻者和中國
女籃的球員進行了一
場兩分鐘的友誼賽並
取得了勝利，幫助熱
愛籃球的葉沙圓夢的
同時也將愛的種子播
撒。 ■新華社

北方隊WCBA明星賽勝南方隊

國國足的亞洲盃征程已然結束足的亞洲盃征程已然結束，，88強的戰績強的戰績
雖說只是完成了基本任務雖說只是完成了基本任務，，但整個過程但整個過程

中不乏亮點中不乏亮點。。擊敗泰國隊擊敗泰國隊、、1515年來首次在大年來首次在大
賽淘汰賽階段贏波就是其一賽淘汰賽階段贏波就是其一；；武磊在第二場對武磊在第二場對
陣菲律賓的比賽中獨中兩元則是其二陣菲律賓的比賽中獨中兩元則是其二，，更何況更何況
這還是他在經歷了左肩肩鎖關節韌帶撕裂後帶這還是他在經歷了左肩肩鎖關節韌帶撕裂後帶
來的表現來的表現。。

帶傷上陣非盲目意願帶傷上陣非盲目意願
在回憶受傷的那一幕時在回憶受傷的那一幕時，，武磊只是淡淡武磊只是淡淡

地說地說：“：“當時就是吳曦給我傳了一個身後球當時就是吳曦給我傳了一個身後球，，
力度有點輕力度有點輕，，我就和對方的後衛搶了一下我就和對方的後衛搶了一下，，然然
後就摔倒了後就摔倒了，，左肩着地左肩着地，，當時覺得特別痛當時覺得特別痛，，感感
覺可能比一般的傷嚴重一些覺可能比一般的傷嚴重一些。。當時比賽還有當時比賽還有
1010至至1515分鐘時間吧分鐘時間吧，，起來治療之後起來治療之後，，我摸了我摸了
摸左肩摸左肩，，明顯感覺到有錯位的跡象了明顯感覺到有錯位的跡象了。。但是我但是我
覺得還好覺得還好，，不是特別嚴重不是特別嚴重，，而且是在肩部而且是在肩部，，可可
能後面的恢復也不會特別難能後面的恢復也不會特別難，，時間不會特別漫時間不會特別漫
長長，（，（如果手術的話如果手術的話））也不會特別複雜也不會特別複雜。”。”

受傷之後受傷之後，，國家隊隊醫當晚陪武磊去當國家隊隊醫當晚陪武磊去當
地醫院做了核磁共振和地醫院做了核磁共振和XX光檢查光檢查，，上港隊隊醫上港隊隊醫
則專程飛到阿聯酋為武磊做檢查則專程飛到阿聯酋為武磊做檢查。。武磊說武磊說：：
““我也諮詢了很多醫生我也諮詢了很多醫生，，大家都覺得這個傷不大家都覺得這個傷不

算特別嚴重算特別嚴重，，至少對我的職業生涯來說至少對我的職業生涯來說，（，（即即
使做使做））手術也比較容易手術也比較容易，，比較容易恢復比較容易恢復。。聽完聽完
所有醫生的診斷後所有醫生的診斷後，，我心裡有了一個大概的判我心裡有了一個大概的判
斷斷：：就是疼痛就是疼痛，，應該不會再壞了應該不會再壞了。。在盡量減少在盡量減少
疼痛的情況下疼痛的情況下，，自己希望繼續為國拚搏自己希望繼續為國拚搏，，打亞打亞
洲盃關鍵的比賽洲盃關鍵的比賽。”。”武磊強調武磊強調，，自己作出繼續自己作出繼續
參賽的決定絕非盲目參賽的決定絕非盲目，，而是基於多方的診斷和而是基於多方的診斷和
溝通以及自己強烈的意願溝通以及自己強烈的意願。。

““就是疼痛就是疼痛，，不會再壞了不會再壞了。”。”武磊說起來武磊說起來
顯得很輕鬆顯得很輕鬆。。但據國家隊隊醫介紹但據國家隊隊醫介紹，，在武磊受在武磊受
傷後傷後，，他每天要進行一到兩次激光他每天要進行一到兩次激光、、超聲超聲、、推推
拿治療以及藥物外敷治療拿治療以及藥物外敷治療，，單次全程超過一小單次全程超過一小
時時。。一周之內一周之內，，武磊的傷處一直疼痛武磊的傷處一直疼痛，，甚至影甚至影
響到睡眠響到睡眠，，需要每天吃止痛藥和治療來止痛需要每天吃止痛藥和治療來止痛，，
每次訓練比賽前都需要用膠布固定受傷處每次訓練比賽前都需要用膠布固定受傷處。。

或赴德國進行手術或赴德國進行手術
““剛受傷的一個禮拜確實非常失落剛受傷的一個禮拜確實非常失落，，確確

實非常疼實非常疼，，睡覺翻身都會受影響睡覺翻身都會受影響，，不能全力發不能全力發
揮出自己的水平揮出自己的水平，，這個這個（（讓我讓我））很失落很失落。”。”另另
據國家隊隊醫介紹據國家隊隊醫介紹，，如果需要手術治療如果需要手術治療，，受傷受傷
後後1010至至1414天局部消腫後是最佳時間天局部消腫後是最佳時間。。但顯但顯
然然，，為了征戰亞洲盃為了征戰亞洲盃，，武磊已經錯過了這個時武磊已經錯過了這個時

間間。。受傷已經過去受傷已經過去2020天天，，武磊接下來將去德武磊接下來將去德
國再檢查一下國再檢查一下，，看看傷情有沒有變化看看傷情有沒有變化，“，“如果如果
做手術的話做手術的話，，可能會在德國進行可能會在德國進行
吧吧。”。”

在評價國足的在評價國足的88強戰績時強戰績時，，武磊武磊
顯然並不滿意顯然並不滿意，“，“其實每個人心裡都覺得其實每個人心裡都覺得，，如如
果大家表現得更好的話果大家表現得更好的話，，是可以走得更遠的是可以走得更遠的。。
但是但是88進進44的比賽碰到伊朗的比賽碰到伊朗，，從過程來說確實從過程來說確實
要直視和伊朗的差距要直視和伊朗的差距，，伊朗在亞洲確實高出一伊朗在亞洲確實高出一
個檔次個檔次”。”。

對於亞洲盃賽場上的中國球迷對於亞洲盃賽場上的中國球迷，，武磊心武磊心
存感激存感激：“：“在國外的比賽在國外的比賽，，每場都能看到中國每場都能看到中國
球迷的身影球迷的身影。。非常感謝他們對我們的支持非常感謝他們對我們的支持，，不不
管贏球還是輸球管贏球還是輸球，，他們總能給我們鼓勵和吶他們總能給我們鼓勵和吶
喊喊。”。”亞洲盃雖已結束亞洲盃雖已結束，，但國足的使命還在延但國足的使命還在延
續續。。這支平均年齡超過這支平均年齡超過2929歲的國足勢必要完歲的國足勢必要完
成更新換代成更新換代，，一批老隊員將淡出國家隊一批老隊員將淡出國家隊，，新鮮新鮮
血液將補充進來血液將補充進來。“。“因為因為（（20222022年世界盃預年世界盃預
選賽亞洲區選賽亞洲區））4040強賽今年強賽今年99月就會展開月就會展開，，就像就像
我之前一直說的我之前一直說的，，我希望承擔起更多的責任我希望承擔起更多的責任，，
為國家隊作出更多的貢獻為國家隊作出更多的貢獻，，進更多的球進更多的球，，率領率領
國家隊去衝擊國家隊去衝擊20222022年世界盃年世界盃。”。”武磊說武磊說。。

■■新華社新華社

■■北方共享隊球員孫北方共享隊球員孫
夢然夢然（（右一右一））在比賽在比賽
中上籃中上籃。。 新華社新華社

還記得1月7日國足對陣

亞洲盃首個對手吉爾吉斯的

比賽中，武磊摔倒時的痛苦

神情嗎？即便如此，他還是

表現出了強烈的為國征戰

意願，咬牙堅持打完那場

比賽，並參加了此後的三

場比賽，這位國足射手

接受訪問時就表示，未

來願意承擔更多責任，

帶領國足衝擊2022年

世界盃。

武
磊
正
式
加
盟
愛
斯
賓
奴

■武磊展望
2022年世界
盃。 新華社

奧運冠軍張軍 當選中國羽協主席

願意帶傷出戰承擔更多責任

西班牙甲組聯賽當地27日第
21輪，巴塞隆拿作客贏基羅納2：
0。日前西班牙盃8強首回合吞西維
爾兩蛋的巴塞，回西甲即重拾霸

氣，右閘尼爾遜施美度9分鐘建功，下半場主隊
更有艾斯賓奴沙被逐，到68分鐘美斯射成2：
0，連續7場西甲有“士哥”，率軍聯賽8連捷，
續以5分優勢領頭。美斯以西甲328勝超越魯
爾，僅落後333勝的蘇比沙列特及334勝的卡斯

拿斯，多贏7場便可成為西甲歷史贏波王。曼聯
傳奇領隊費格遜近日點評，“美斯保持了10年
高水平，比只處頂峰數年的馬拉當拿出色。”

巴利復出斬獲皇馬100球
皇家馬德里作客憑賓施馬起孖，在有華拉

尼被逐下仍以4：2力克愛斯賓奴，傷癒的加
里夫巴利攻入其個人皇馬第100球。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美斯超越魯爾 快封西甲“贏波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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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頓去年犯罪率顯著下降休斯頓去年犯罪率顯著下降
郵編郵編7703677036犯罪率最高犯罪率最高

（本報訊）休斯頓警方表示，休斯頓去年的暴力犯
罪率已經出現10.4%的下降，儘管兇殺案件略有增長。

休斯頓警局局長Art Acevedo在本週一的記者發布會
上表示，我們可以做一個長期保證，休斯頓的犯罪率會
不斷下降，我們正在遵循這個趨勢。

過去5年來的犯罪率的下降趨勢包括兇殺、強姦、
搶劫和暴力攻擊案件。

在以上的犯罪類型中，只有凶殺案件的數量略有上
升，2018年一共有279起，比2017年的269起略有上升
。但比2016的301起有明顯的下降。

非暴力犯罪案件的數量也有所下降，儘管數字表現
的不是特別突出，入室搶劫，偷竊和偷車案件整體下降
2.8%。

去年的統計來自於一份統一犯罪報告和全國犯罪系
統報告的匯總。

休斯頓地區治安和犯罪率最高的地區為郵編77036
的地區，該區的犯罪率自2012年居於最高。

（本報訊 ）休斯頓本
週再次經歷氣溫的大幅波動，
根據全美氣象預報報導，週一
晚上 9 點開始一股強烈冷空氣
將對休斯頓地區造成大幅度降

溫，週二上午的溫度降至34華
氏度。

週二依然為晴朗的天氣，
最高溫度為48華氏度，週二晚
上的最低溫度為34度，週三氣

溫回升，溫度增加到54度。
再次提醒民眾注意保暖，

特別是避免由於氣溫變化大導
致的感冒和流感的發生。

（本報訊）據美國媒體報道，隨著美國
勞動力市場持續走強，跳槽已經成為趨勢。
美國人正以自2001年以來最快的速度跳槽，
在所有年齡段和所有收入層都是如此，包括
那些年薪10萬美元以上的人。目前美國平均
每月有300多萬員工自動離職。

美國知名求職網站Ladders對5萬多名年
薪10萬美元以上的員工的調查顯示，67%的
人會在六個月之內跳槽到另一家公司。大約
40%的受訪者表示，願意為了僅僅 1 萬美元
的加薪就離開原來的州去別處工作。

Ladders 首席執行官 Marc Cenedella 表示
：“2019年的淘金熱開始了。隨著就業市場
異常強勁，越來越多的專業人士期待著更美
好的未來。”

市場調研公司Gartner副總裁賴恩•克洛
普 （Brian Kropp） 和 美 國 最 大 求 職 網 站
Glassdoor 首 席 經 濟 學 家 安 德 魯•張 伯 倫
（Andrew Chamberlain）等專家認為，如此
多的美國人選擇跳槽是因為這是他們獲得加
薪的最好機會。目前美國勞動力市場有700
萬個未填補的工作崗位，但沒有提供顯著的

工資增長。
克洛普表示，在今天緊俏的勞動力市場

上，放棄舊工作換一份新工作的員工平均能
夠獲得15%的加薪。 “而在現有的工作崗位
上你永遠不可能得到15%的加薪，這是不可
能的。”

過去，獲得晉升是員工增加收入的最好
方式之一，但在金融危機之後，內部晉升變
得不那麼普遍了。

克洛普表示：“全球金融危機期間，最
重要的事情之一是各公司取消各種各樣的中
層管理層，這實際上使晉升變得更加困難。
簡而言之，升職的機會變少了。”

這種缺乏流動性可能是高收入員工（通
常有多年工作經驗）願意離職的原因之一。

克洛普解釋說：“年輕員工的辭職率總
是更高。當X世代20多歲時，情況就是如此
。當嬰兒潮一代20多歲時，情況也是如此。
這是一個事實。”“但有趣的是，我們現在
看到的是，在職業生涯中更有聲望的員工也
會以更高的比例辭職。"

美國勞動力市場緊俏美國勞動力市場緊俏 每月每月300300多萬員工跳槽多萬員工跳槽冷空氣來襲冷空氣來襲 休斯頓溫度再次降至休斯頓溫度再次降至3030華氏度華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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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深報導】1月26日晚，中國駐
休斯頓總領館在德克薩斯亞洲中心禮堂
舉行中美建交和鄧小平訪問休斯頓40週
年紀念活動。李強民總領事致辭，他指
出 1978 年 12 月 16 日，中美兩國發表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利堅合眾國關於
建立外交關係的聯合公報》，中美兩國
決定自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認並建
立外交關係。為了進一步增進中美雙方
的了解，推動中美關係的發展，鄧小平
副總理於1979年1月29日至2月4日應
卡特總統的邀請對美國進行正式友好訪

，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領導
人第一次訪美，受到了美國政府和人民
的熱烈歡迎。鄧小平副總理同卡特總統
就國際形勢和中美關係深入交換了意見
。在訪問期間，中美雙方簽署了科技合
作協定和文化協定，在教育、商業、空
間方面進行合作的協議，以及建立領事
關係和互設總領館的協議。談到台灣問
題時，鄧副總理說，中國是願意用和平
方式解決台灣問題的，但不能承擔不用
武力解決台灣問題的義務，因為那樣反
而不利於台灣問題的和平解決。雙方發

表的聯合公報說：雙方認為，兩國社會
制度的不同不應妨礙彼此加強友好關係
和合作。

李強民總領事接著說，2019年是中
美建交 40 週年鄧小平訪問休斯頓 40 週
年，我們舉行紀念活動。在回顧兩國關
係40年的歷程時，需要繼續思考中美當
下面臨的挑戰和機遇，探討未來中美互
動和全球格局。
紀念活動結束後，舉行了 “來自春天的
問候” 音樂會，休斯頓各界藝術家們奉
獻了豐富多彩的文藝節目。

徐燦勇奪世界拳王金腰帶徐燦勇奪世界拳王金腰帶，，實現中國拳擊歷史性突破實現中國拳擊歷史性突破

徐燦奪得徐燦奪得WBAWBA羽量級世界拳王金腰帶羽量級世界拳王金腰帶

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舉辦中美建交和鄧小平訪問休斯頓40週年紀念活動

【泉深編輯】世界拳擊協
會官方消息，北京時間1月27
日中午，來自中國Ｍ23戰隊的
天才拳手徐燦，在美國休斯敦
豐田中心 12 回合一致性戰勝
WBA 世界拳王羅哈斯，奪得
WBA 羽量級世界拳王金腰帶
。徐燦的這場胜利，打破了歐
美拳手近年在該級別的長期壟
斷，成為五年來第一位問鼎羽
量級世界拳王的亞洲面孔。

雖然是世界冠軍賽的首秀
，但徐燦表現得極為驚艷。縱
觀整場比賽，徐燦長時間保持
著高效頻率的出拳，這也是徐
燦的一貫風格。

最終，徐燦以117：111，
116：112，118：110 的碾壓性
優勢，如願摘得 WBA（世界
拳擊協會）126 磅羽量級的世
界拳王金腰帶，成為該級別新
科世界冠軍，也成為首位獲得
WBA 世界拳王金腰帶的中國
拳手。

職業拳擊被譽為 “職業體
育皇冠上的明珠”，是全球最
主流的體育項目之一。而徐燦
所在的羽量級，又是職業拳擊
中競爭最殘酷的黃金級別之一
。徐燦在羽量級上實現金腰帶
零的突破，也是中國運動員在
又一個世界主流體育項目上的

歷史性突破。
而實現這些壯舉的徐燦，

如今才剛剛24歲。
出生於江西省資溪縣的徐

燦，是中國M23戰隊的主力拳
手，也被廣泛認為是中國拳擊
界頭號天才拳手。 22歲時，他
的職業排名就已經穩居 WBA
世界第二，長期持有世界冠軍
挑戰權。

此次在休斯敦的出色表現
，使徐燦終於圓夢世界拳王，
並創造兩大紀錄--他以 24 歲
零10個月的年齡，成為中國歷
史上最年輕的世界拳王。同時
，他也是世界拳壇整整10年以

來，最年輕的羽量級世界拳王
。

賽后，徐燦激動地表示：
“從16歲開始練拳，我就夢想
能拿到世界金腰帶，今天，這
個夢終於實現了。不過，我不
會這樣滿足。拿到世界金腰帶
不是終點，而是新的起點，因
為之後還有更多強大的對手等
著我。” 徐燦期待：“希望等
機會更成熟，能和其他組織的
拳 王 打 統 一 戰 ， 或 者 挑 戰
WBA超級拳王” 。

【泉深/圖文】休斯頓當地時間1月27日，新晉世界拳王徐
燦帶傷出席由中國人活動中心-華助中心在北京烤鴨店舉行的慶
功宴。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副總領事劉紅梅女士、中國人活動中
心-華助中心董事長靳敏博士、執行長范玉新博士、拳王爭霸賽
休斯頓組織者王翊帆女士、徐燦團隊成員以及休斯頓各界僑領僑
胞和媒體界人士等出席。

劉紅梅副總領事致賀辭，她說昨天在休斯頓豐田體育中心，
她親臨現場觀戰，為徐燦吶喊助威，中國拳手徐燦經歷12回合
苦戰，以一致性判定（三位裁判一致裁決）點數戰勝WBA拳王
羅哈斯，繼熊朝忠和鄒市明之後，中國拳手再獲世界拳王金腰帶
，站上職業拳擊之巔，這是美國華僑華人的驕傲，也是全體中國
人的驕傲。中國人活動中心-華助中心執行長范玉新博士致賀辭
，祝賀徐燦獲得世界拳王金腰帶。

24歲的徐燦不但是中國最年輕的世界拳王，也是這10年來

，126磅重量級中四大組織中最年輕的
世界冠軍。新晉世界拳王徐燦在12回
合的拳擊比賽中受到輕傷，眼睛紅腫
，但難掩精神抖擻、意氣風發的鬥志
和毅力，他為華僑華人簽名留念，與
華僑華人分享這份來自不易的榮耀，
並與華僑華人合影留念。他說：“從
昨晚入場開始就听到了當地華人的吶
喊助威，這給與了我力量，讓我在客
場找到了主場比賽的感覺。” “我從
16 歲開始練拳擊，就夢想著能夠拿到
世界拳王金腰帶，今天這個夢想終於
實現了。不過我不會就此滿足，拿到世界拳王金腰帶不是終點，
而是新的起點，之後還有更多強大的對手等著我。” 徐燦談到

未來的夢想說到。
劉紅梅副總領事致賀辭劉紅梅副總領事致賀辭

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舉辦中美建交和鄧小平訪問休斯頓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舉辦中美建交和鄧小平訪問休斯頓4040週年紀念活動週年紀念活動

兩虎相鬥負傷流血 新晉世界拳王徐燦帶傷出席慶功宴

( 本報記者秦鴻鈞 ）休士頓
華嚴蓮社周日(1月27日）舉行一
年一度的圍爐活動，提前歡度春
節，共有150 多位新老信眾前來
，或闔家歡聚。當天還出席了一
位特別來賓- 當天來華嚴蓮社做
客的見燦法師，現在休士頓碩士
班深造。休士頓華嚴蓮社20 多
年，為圓果法師所創，現由乘瑄
法師主持至今。

華嚴蓮社住持乘瑄法師在席

上致詞表示： 「圍爐」 （歲末聚
餐 ）是華嚴蓮社的傳統。當年
南亭長老和成一長老年年送弟子
外出弘法，到年底過年時他們都
會回來，與老和尚團爐報告弘法
心得。蓮社也趁此機會感謝義工
及一年來護持蓮社的信眾。

華嚴蓮社將於二月九日至二
月十日（農曆正月初五至初六,
星期六，星期日 ）假華嚴蓮社
最吉祥殿啟建新春祈福法會二永

日。二月九日，上午九時禮拜佛
說佛名經（萬佛 ）、二月十日
禮拜慈悲三昧水懺。法會期間每
日中午十一時（星期日十點半）
奉獻妙供。

屆時敬請諸大護法，檀信等
眾，駕臨拈香，同祈福益。凡欲
參加祈福及點燈者，即日起敬請
與華嚴蓮社儘早聯絡登記，以利
作業。

法會期間，並祈世界和平，

社會安和樂利，個人吉祥圓滿，
福慧增長，四季康寧。每日正午
備有素齋供眾，歡迎大德踴躍參
加，同沾法益，共邀福庇。

「休士頓華嚴蓮社」 地址：
9369 Wilcrest Dr. Houston ,TX
77099-2128 ，電話：（281）
，495-9700， 或（281 ）

879-4485

休士頓華嚴蓮社周日舉行午餐圍爐休士頓華嚴蓮社周日舉行午餐圍爐
150150 餘新老信眾歡聚一堂歡度小年餘新老信眾歡聚一堂歡度小年

德州佛教會於德州佛教會於22月月1010 日舉行新春祈福法會及新春團拜日舉行新春祈福法會及新春團拜
宏意法師將宏意法師將以以 「「同心同願四十年同心同願四十年」」為題回顧佛教會四十週年為題回顧佛教會四十週年

( 本報記者秦鴻鈞 ）欣逢農曆己亥
年新春，德州佛教會訂於2月10 月（正
月初六，星期日）上午十時在玉佛寺大
雄寶殿，舉行新春祈福法會及新春團拜
活動。

又由於今年適逢德州佛教會成立四

十週年，法會當日，將恭請上宏下意法
師，以 「同心同願四十年 」 為主題，
回顧德州佛教會之開展，以及會眾同心
同願之種種奉獻。同時，當天上淨下海
長老也將在三寶前，為信眾祈福回向,祝
願人人平安、事事吉祥，風調雨順，世

界和平。歡迎各界闔府光臨，共霑法益
。

德州佛教會農曆戊戌年春節活動包
括：

二月四日大年除夕（星期一 ）晚間
9:30 至11:15 延生普佛，11:45 pm至1:00

am 在大雄寶殿舉行除夕叩鐘。
二月五日正月初一（星期二 ）上午

11:20 , 在大雄寶殿舉行佛前大供。
二月九日正月初五（星期六 ）上午

10:30 ，在大雄寶殿舉行恭誦藥師經，
及佛前大供。

二月十日正月初六 ( 星期日 ）上午
10:00 至12:00 在大雄寶殿舉行新春祈福
法會，下午 1:30 至 3:00pm，在觀音殿
舉行晚課- 大回向。

周日上午的訪客見燦法師周日上午的訪客見燦法師(( 左左 ））正好碰上華嚴蓮社圍爐正好碰上華嚴蓮社圍爐。。
與華嚴住持乘瑄法師與華嚴住持乘瑄法師（（右右 ））在歲末聚餐席上在歲末聚餐席上。（。（記者秦記者秦

鴻鈞攝鴻鈞攝））

（（ 左起左起））前前 「「味全公司味全公司」」 陳總夫婦陳總夫婦、、見燦法師見燦法師,,乘瑄法師乘瑄法師，，及蓮社及蓮社
律師鄧隆隆的兒女律師鄧隆隆的兒女。（。（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華嚴蓮社周日中午華嚴蓮社周日中午 「「圍爐圍爐」」 （（歲末聚餐歲末聚餐））現場現場。（。（記者秦鴻記者秦鴻
鈞攝鈞攝 ））

勞苦功高的華嚴蓮社部分義工合影勞苦功高的華嚴蓮社部分義工合影。（。（左起左起 ））秋香秋香、、
高台鳳高台鳳、、王德紋王德紋、、何汝材夫婦何汝材夫婦、、林秀鈺林秀鈺。（。（記者秦鴻記者秦鴻

鈞攝鈞攝 ））


	0129TUE_B1_Print
	0129TUE_B2_Print
	0129TUE_B3_Print
	0129TUE_B4_Print
	0129TUE_B5_Print
	0129TUE_B6_Print
	0129TUE_B7_Print
	0129TUE_B8_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