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B11

商商商商商商商商商商商商商商商商商商商商商商商商商商商商商商商商商商商商商商商商商商商商商商商商商商商商商商商商商商商商商商 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 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 店店店店店店店店店店店店店店店店店店店店店店店店店店店店店店店店店店店店店店店店店店店店店店店店店店店店店店店店店店店店店店

2019年12月1日 星期日
Sunday,December 1, 2019

住宅： 買賣新、舊房屋、投
資房地產、物業管理
商業：買賣購物中心、土地、
公寓、出租、物業管理

Email: shirleyli_realtor@yahoo.com
Wechat: Shirleyli1060

Champions Real Estate group
(512) 743-0575

美玲地產
Shirley Li

(382) 343-5416
R01- Shirley Li 美玲地產-4C_567



BB22廣告
星期日       2019年12月1日       Sunday, December 1, 2019



BB33休城社區

休城畫頁

星期日       2019年12月1日       Sunday, December 1, 2019

（（休士頓休士頓 // 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 ））著名德州著名德州
家庭法律師家庭法律師（（Daniel Lee ) ,Daniel Lee ) ,具有具有 1212 年家年家
庭法經驗的李中原律師庭法經驗的李中原律師，，已決定出馬競已決定出馬競
選德州福遍縣第選德州福遍縣第505505 區法官區法官。。他並在上他並在上
周日周日（（1111 月月 2424 日日））在德州在德州 RichmondRichmond
Farm To MarketFarm To Market 農莊市場農莊市場，，舉行政見發舉行政見發
表會表會，，與廣大的中外支持者見面與廣大的中外支持者見面，，美國美國
政界代表人士政界代表人士，，也紛紛出席政見發表會也紛紛出席政見發表會
，，並在大會上發表意見並在大會上發表意見。。他們是政見發他們是政見發
表會主持人表會主持人：：德州第德州第 132132 區州議員區州議員 GinaGina
Calanni,Calanni, 李 中 原 競 選 總 部 經 理李 中 原 競 選 總 部 經 理 VanessaVanessa
Villagomez, Sonia RashVillagomez, Sonia Rash 律師律師，， 福遍縣民福遍縣民
主黨競選總部主席主黨競選總部主席 Cynthia Ginyard, Dr.Cynthia Ginyard, Dr.
Oto CantuOto Cantu 等人及李中原律師的父親李等人及李中原律師的父親李
慶民先生都出席大會慶民先生都出席大會。。他們各自在大會他們各自在大會
上發言上發言，，表達支持李中原律師出馬競選表達支持李中原律師出馬競選
法官的決心法官的決心。。

李中原律師是家庭法法庭上的首席李中原律師是家庭法法庭上的首席
律師律師。。曾處理過曾處理過10001000多個案件多個案件，，並已進並已進
行了數千次家庭法審判和聽證會行了數千次家庭法審判和聽證會。。目前目前
，，為休士頓律師計劃和退伍軍人創始者為休士頓律師計劃和退伍軍人創始者
的志願者的志願者，，並為德州大學和德州南部的並為德州大學和德州南部的
畢業生畢業生VABAVABA大學大學-- 退伍軍人倡導與福退伍軍人倡導與福

利協會平等獲得個人冠軍利協會平等獲得個人冠軍。。
李中原律師在政見發表會上表示李中原律師在政見發表會上表示：：

麗莎麗莎··考德威爾考德威爾（（Lisa CaldwellLisa Caldwell））曾曾
經說過經說過：“：“我了解到離婚甚至找律師不我了解到離婚甚至找律師不
只是黑白步驟只是黑白步驟，，這不僅需要面對我的恐這不僅需要面對我的恐
懼懼，，而且要步入我的恐懼而且要步入我的恐懼，，每一步都使每一步都使
我成為現實我成為現實。。大膽大膽，，少羞恥少羞恥，，每一步都每一步都
給我勇氣給我勇氣。”。”作為一名家庭法律師作為一名家庭法律師，，我我
代表一千名客戶代表一千名客戶，，他們走進我的辦公室他們走進我的辦公室
並與我一起上法庭時並與我一起上法庭時，，有著同樣的恐懼有著同樣的恐懼
和感情和感情。。我已經花了十多年的時間我已經花了十多年的時間，，與與
客戶一起上了數千次法庭客戶一起上了數千次法庭，，幫助他們克幫助他們克
服了這些恐懼服了這些恐懼，，或者至少幫助他們解決或者至少幫助他們解決
了這些恐懼了這些恐懼。。每天都有普通公民成為我每天都有普通公民成為我
的客戶的客戶，，當我成為法官時當我成為法官時，，我將再次與我將再次與
這些普通公民一起出庭這些普通公民一起出庭，，擔任不同的角擔任不同的角
色色。。我知道人們在離婚並上庭後會在法我知道人們在離婚並上庭後會在法
庭上經歷什麼庭上經歷什麼，，不僅我每天在法庭上與不僅我每天在法庭上與
我交談的客戶和反對律師很多我交談的客戶和反對律師很多，，這可以這可以
證明我在法庭上的知識和能力證明我在法庭上的知識和能力。。家庭法家庭法
院法官院法官，，法官應尋找什麼法官應尋找什麼？？家庭法院法家庭法院法
官負責離婚官負責離婚，，子女監護和疏忽以及家庭子女監護和疏忽以及家庭
暴力案件暴力案件。。那個的真實意義是什麼那個的真實意義是什麼？？ --
他們做出的裁決他們做出的裁決，，判決和命令會影響您判決和命令會影響您
的財產的財產，，影響您必須放棄多少才能成為影響您必須放棄多少才能成為
前妻前妻，，影響您的孩子以及與他們一起度影響您的孩子以及與他們一起度
過的時間以及誰過的時間以及誰 11. a. a 。。 bb。。支付多少子支付多少子
女撫養費和醫療保險女撫養費和醫療保險CC。。確定兩個人之確定兩個人之
間是否存在家庭暴力間是否存在家庭暴力，，以及向申請保護以及向申請保護
令的人提供什麼保護令的人提供什麼保護。。就像沒有聯繫訂就像沒有聯繫訂
單單，，與槍支和武器銷售與槍支和武器銷售，，憤怒管理課程憤怒管理課程
有關的訂單一樣有關的訂單一樣。。 22..您應該在各個級別您應該在各個級別
尋找審判或聽證會的經驗尋找審判或聽證會的經驗。。

家庭法院法官家庭法院法官--負責離婚負責離婚，，子女監子女監
護和疏忽以及家庭暴力案件護和疏忽以及家庭暴力案件。。這真的是這真的是
什麼意思什麼意思？？--他們做出的裁定他們做出的裁定，，判決和判決和
命令命令aa。。影響您的財產影響您的財產，，以及您必須放棄以及您必須放棄
多少才能成為前妻多少才能成為前妻，，11..影響您的孩子以影響您的孩子以
及您與他們在一起的時間及您與他們在一起的時間，，以及由誰支以及由誰支
付多少子女撫養費和醫療保險確定付多少子女撫養費和醫療保險確定22個個
人之間是否存在家庭暴力以及提供了哪人之間是否存在家庭暴力以及提供了哪
些保護措施些保護措施 bb。。 CC。。申請保護令的人申請保護令的人。。

就像沒有聯繫訂單就像沒有聯繫訂單，，與槍支和武器銷售與槍支和武器銷售
，，憤怒管理課程有關的訂單一樣憤怒管理課程有關的訂單一樣。。您應您應
該在每個級別上尋求審判或聽證會的經該在每個級別上尋求審判或聽證會的經
驗驗。。查看在線評論和獎項查看在線評論和獎項。。查看多年的查看多年的
實踐和實踐領域實踐和實踐領域。。當心一維候選人當心一維候選人22..沒沒
有經驗有經驗。。個人介紹個人介紹--在得克薩斯州出生在得克薩斯州出生
並長大並長大，，來自菲律賓一位出色而堅強的來自菲律賓一位出色而堅強的
女性移民女性移民，，以及一位來自香港的嚴謹但以及一位來自香港的嚴謹但
有愛心的父親有愛心的父親。。我我8080年代在達拉斯漢密年代在達拉斯漢密
爾頓公園的一所黑人學校中長大爾頓公園的一所黑人學校中長大，，從其從其
他孩子那裡得知他孩子那裡得知，，我帶到學校的中國菜我帶到學校的中國菜
聞起來很香聞起來很香，，而小學女生則說而小學女生則說，，因為我因為我
有中文有中文，，他們不能和我約會他們不能和我約會。。由於我穿由於我穿
的衣服或我的父母開了一家的衣服或我的父母開了一家““臭臭””中餐中餐
廳廳，，我在初中被欺負了我在初中被欺負了。。他們經常走過他們經常走過
來來，，向我們的招牌扔石頭向我們的招牌扔石頭，，以打破燈泡以打破燈泡
。。擁有掃帚和自然的功夫能力擁有掃帚和自然的功夫能力，，我們將我們將
在放學後捍衛我們的家族企業在放學後捍衛我們的家族企業。。作為少作為少
數族裔數族裔，，在在8080年代和年代和9090年代在德克薩斯年代在德克薩斯
州成長很難州成長很難，，但我們大多數人設法應付但我們大多數人設法應付
了種族主義和欺凌行為了種族主義和欺凌行為。。我去了我去了 UTUT 的的
UndergradUndergrad並完成了經濟學行為的學業並完成了經濟學行為的學業。。
進入法學院後進入法學院後，，我開始磨練自己的律師我開始磨練自己的律師
技能技能，，並在並在 Mock TrialMock Trial 和和 Moot CourtMoot Court 比比
賽賽。。當我被休斯頓律師協會授予當我被休斯頓律師協會授予““平等平等
機會機會””冠軍時冠軍時，，我為服務敞開了胸懷我為服務敞開了胸懷。。
這些法院屬於人民這些法院屬於人民，，需要代表和理解人需要代表和理解人
民的人才能真正為他們提供應有的法官民的人才能真正為他們提供應有的法官
。。

我大部分情況下代表處於困境中的我大部分情況下代表處於困境中的
普通人的經驗普通人的經驗，，並且我不希望本法院的並且我不希望本法院的
公民和該縣的孩子受真人僕人的任何約公民和該縣的孩子受真人僕人的任何約
束束。。我的日程安排包括去法庭辯論聽證我的日程安排包括去法庭辯論聽證
會並為客戶的審判而戰會並為客戶的審判而戰。。我是我是Daniel LeeDaniel Lee
，，很高興能在座各位很高興能在座各位。。我需要您的幫助我需要您的幫助
才能贏得選舉才能贏得選舉。。從字面上和統計學上來從字面上和統計學上來
說說，，我是最好的候選人我是最好的候選人，，雖然時間距離雖然時間距離
還很遙遠還很遙遠，，我有很大的機會贏得這次選我有很大的機會贏得這次選
舉舉。。

李中原律師將於明年李中原律師將於明年（（20202020 年年））33
月月 33 日參加福遍縣的初選日參加福遍縣的初選，，1111 月月 33 日為日為
正式選舉日正式選舉日。。

李中原（Daniel Lee )律師出馬競選福遍縣法官
上周日在德州 Richmond 農莊舉行政見發表會

（本報訊） 現今股市創歷史新高, 自從
2008年的金融風暴, 2009年道瓊指數跌到最低6
仟多點, 這十年來又逐年回升, 至今超過 28,000

點了, 您怕不怕會崩盤了? 您投入股市的資金會
不會腰斬了? 我怕! 趁這兩年小賺了一筆, 最近賣
了一些股票,基金, 在專精金融投資的女兒幫助下

轉向年金(ANNUI-
TY) 市場, 選購了幾
支各大公司的年金,
有保証最低 4-7%的
利息, 投入的資金絕
不會縮水, 肯定穩健

成長, 現在也不用提心吊膽的天天叮著股市看,
心情也平靜許多, 錢就放在年金內慢慢生小仔了
, 禹師傅也關心各位親愛的客戶的退休理財, 特

別商請女兒公司的資深經理人來和大家聊聊如
何增加自己的個人財富, 有個穩當安全的退休後
的快樂生活, 現定12月7日週六下午2:00至3:30
辦一個退休理財的說明會, 跟大家分享理財專家
的技巧及竅門, 請大家放心, 會中並不作任何推
銷, 沒有壓力, 只是給各位了解更多更好的理財
工具, 有興趣者可打電話 832-533-1169 , 或電
郵 Lonny.yu@gmail.com 索取免費票及地點.

山水眼鏡禹師傅致各位親愛的客戶

圖為李中原律師圖為李中原律師（（前排中前排中 ））上周日在政見發表會與支持者合影上周日在政見發表會與支持者合影。。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李中原律師發表政見李中原律師發表政見，，詳述其參選心路詳述其參選心路
歷程歷程。（。（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左起左起 ））李中原律師李中原律師，，李中原競選總部經理李中原競選總部經理Vanessa Villagomez,Vanessa Villagomez,福遍福遍
縣民主黨競選總部主席縣民主黨競選總部主席Cynthia Ginyard,Cynthia Ginyard, 及及Dr. Oto CantuDr. Oto Cantu 在大會上在大會上。。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休士頓新竹交大校友會珠寶講座休士頓新竹交大校友會珠寶講座
講題講題：： 「「天然水晶下的繽紛世界天然水晶下的繽紛世界」」

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

UWDUWD 寰宇塑鋼門窗公司寰宇塑鋼門窗公司

出席的來賓與主講人馮啓豐出席的來賓與主講人馮啓豐（（右六右六 ））在大會上合影在大會上合影。。 主講人馮啓豐從事半寶主講人馮啓豐從事半寶
石批發生意已有石批發生意已有2020年年

，，對各種天然寶石的鑑對各種天然寶石的鑑
賞及認知已有多年的鑽賞及認知已有多年的鑽

研及剖析研及剖析。。

新竹交大校友會新竹交大校友會
會長葉德雲演講會長葉德雲演講

前致詞前致詞。。

新竹交大校友會新竹交大校友會
會長葉德雲演講會長葉德雲演講

前致詞前致詞。。

（（左起左起 ））主講人馮啓豐及交大校友主講人馮啓豐及交大校友
會會長葉德雲在演講中會會長葉德雲在演講中。。

圖為圖為UWDUWD 寰宇塑鋼門窗公司的運營總監寰宇塑鋼門窗公司的運營總監（（coo )coo )高緒春先高緒春先
生攝於廠房內生攝於廠房內。。 圖為寰宇塑鋼門窗公司廠房一角圖為寰宇塑鋼門窗公司廠房一角。。圖為圖為UWDUWD 寰宇塑鋼門窗公司門窗成品寰宇塑鋼門窗公司門窗成品。。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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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蕭素卿長老追思禮拜隆重舉行鍾蕭素卿長老追思禮拜隆重舉行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鍾蕭素卿長老追思禮拜於鍾蕭素卿長老追思禮拜於1111月月
3030日在永安殯儀館隆重舉行日在永安殯儀館隆重舉行，，

江榮憫牧師祈禱江榮憫牧師祈禱。。

張啟偵長老讀聖經張啟偵長老讀聖經 「「詩篇詩篇2323」」 。。

鍾萬隆及家屬感謝鍾萬隆及家屬感謝200200多位僑界人士出席多位僑界人士出席
「「鍾蕭素卿追思禮拜鍾蕭素卿追思禮拜」」 。。

陳晉祿牧師慰勉陳晉祿牧師慰勉。。

休士頓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聖歌隊獻詩休士頓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聖歌隊獻詩 「「有時經過美麗清靜河墘有時經過美麗清靜河墘」」 。。

鍾綉靜述說故人生平鍾綉靜述說故人生平。。

長春會前會長鍾萬隆長春會前會長鍾萬隆（（右右）、）、鍾蕭素卿夫婦鍾蕭素卿夫婦。。

謝鳳嬌發表追悼文謝鳳嬌發表追悼文。。

樂樂合唱團獻詩樂樂合唱團獻詩 「「荒城之月荒城之月」」 。。 孫兒及家人發表孫兒及家人發表 「「思念感恩的話思念感恩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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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休斯頓報導) 買賣或是租賃房
子是人生中的大事，每個家人都會有不
同的意見，而好的房地產經紀要能充分
理解和溝通，必須要有耐心，這是三一
地產總裁邵小明的看法，他以將心比心
的態度面對每個客戶，耐心地幫每個客
戶找到理想中的房子，不僅在地產界闖
出名號，更交到許多好朋友，從達拉斯
起家，一路發展到休斯頓來，在休斯頓
專業出租管理，提供價廉物美的一條龍
服務， 讓房東們能夠安心、省心、放心
。

休斯頓辦公室專營出租管理
邵小明表示，休斯頓的主要業務是

出租房的招租和管理，我們的強項是有
專業的出租管理團隊，豐富的招租以及
管理經驗，租客申請審查快速，嚴謹。
空房期間每週查房，每週會有書面提供
招租市場信息，並有眾多價廉物美的裝
修師傅可以及時進行維修。

每個月定期出明細單、每月定期劃
租金到房東賬戶、及時收租催租、及時
專業驅趕該驅趕的租客、用微信及時有
效溝通，公司有自己的註冊會計師、保
險專員、招租、管理、保險、報稅一條
龍服務，讓房東不用操心。

口碑超讚
客戶們都說邵小明超有耐心，紀錄

中最長的一次交易，曾花了他兩年多的
時間，才為客戶找到滿意的房子，也因
為他的優質服務，這位客戶最後成為他

的朋友，並且為他介紹新的客戶。
邵小明於2001年來到美國，他是計

算機科學專業的碩士，畢業後到達拉斯
，一開始在建築公司工作，由於興趣，
他考了房地產經紀執照，開始兼職做房
地產經紀，沒想到他的性格特質非常適
合做這一行，在兼職的第一年就掙得和
資深地產經紀一樣的收入，後來實在太
忙，無法兼顧，便決定成為全職經紀人
，並且在第二年成立自己的公司，就是
三一地產。

曾經，邵小明幫助一位客戶購置房
產，當交易進行至尾聲，他發現客戶出
的價格並非最優，而是過高，於是他坦
誠地告訴客戶，並建議客戶放棄購買，
也將自己到手的佣金予以退回。邵小明
說: 「我認為做事要先做人，從做人的角
度換位思考，如果我是這位客戶，我會
買嗎？」、 「我不怕客戶跑了，因為，
像我這樣一個經紀人，佣金到手了都可
以做到主動退回，他怎麼會不信任我？
我也不怕麻煩，從頭再來幫他找房子，

我有這個耐心。」 正是因為這一份耐心
，邵小明的客戶常常是從他老客戶那邊
聽到口碑慕名而來的。

獨具前瞻性眼光
中年創業的邵小明多了一份成熟和

穩重，豐富的工作經驗和對行業的了解
，使他對公司的發展前景獨具前瞻性眼
光，他十分看好德州的房地產市場，相
比很多地產經紀在家辦公，他早在公司
剛剛成立之初，就在顯要地段租賃了專
門的辦公區域，這樣既有利於公司的規
模化發展，又增加了公司品牌的曝光率
。

投資房需要專業租賃管理服務
2010年，德州剛剛推出專門針對房

屋租賃管理的職業培訓時，邵小明敏就
銳地察覺到隨著德州房地產市場的升溫
，很多投資房都需要專業的房屋租賃管
理服務，尤其是華人市場。於是他很快
完成了培訓課程，開始拓展公司的房屋
租賃管理業務，同時也積極為公司儲備
人才，應對公司的發展需求。現在，房
屋租賃管理已經成為 31 地產的主要業
務，旗下管理的房產達到上百套。

邵小明表示: 「屋主或地產經紀自己
管理，無事則好，一旦房子或租客有點
什麼差錯，比如水電網、冷暖器、房子

裝修、建築老化、遇到刁蠻的租客等，
都是很麻煩的。甚至有被租客以歧視之
名告上法庭，官司拖了兩年的極端例子
。我們的優勢是系統化、專業化管理。
我們擁有自己的租房網絡平台、系統的

房屋管理資源、和經過專業培訓的團隊
。房子交給我們，客戶省心又省力。所
以我一點都不擔心，只要我們保持好的
口碑，屋主和地產經紀們累了的時候，
自然會來找我們。」

利潤與合作夥伴共享
對於如何處理與員工的關係，他有

自己獨到的見解。 「我不把他們當做我
的僱員，我把他們當做我的合作夥伴。
我賺錢，他們也賺錢，雙方有一方吃虧
，都是不可能維持下去的。」邵小明說
道: 「我曾經向一位成功的生意人取經
，他告訴我: 你要想把生意做大，就要
把利潤降低，而不是反過來。把你的利
潤分給合作夥伴，才能幫你把業務擴大
，但你掙得還是和以前一樣多，你願意
這樣做嗎？我想我願意這樣做，我不怕
多付薪水，多投入資金，但我想自己輕
鬆一點把生意做大和做正規了。」歡迎
休斯頓經紀人合作推薦房東客戶。

三一地產休斯頓辦公室地址: 9440
Bellaire Blvd., #201, Houston, TX 77036
。 電 話: 469-525-2475。 Email: sam.
shao@31realty.net。網址：www.31realty.
net。

三一地產三一地產 提供專業租賃管理服務提供專業租賃管理服務
讓房東們能夠安心讓房東們能夠安心、、省心省心、、放心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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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ting 醫療診所
毛誌江醫生 MD PHD. 40 多年臨床經驗

主治 

家庭全科/專治打呼嚕/睡眠健康/心血管健康/精力不濟
亞健康/移民體檢/常規體檢/遠程診斷/遠程視頻會診

Tel:346-777-6688 
地址： 6918 Corporate Dr, A-13,Houston, TX 77036

real

I03-ITC_形象_C_80

辦公室招租  Office for Rent
●位置極佳，近中國城5分鐘.
●環境高雅，安全安靜，包水電，免費高速網絡，辦公傢具
●有大型停車場。
●Great location, 5 minutes drive from Chinatown.
●Safe and quiet work place with water and electricity, 
    free high-speed Internet, office furniture. 
●There has a large parking lot.

舉辦活動最佳地點  Event rental
●場地寬敞 設備齊全 
●有大型停車場。
●The great location to host various of events in Chinatown area.
●Spacious place with a large parking lot.

辦公室招租  Office for Rent
●位置極佳，近中國城5分鐘.
●環境高雅，安全安靜，包水電，免費高速網絡，辦公傢具
●有大型停車場。
●Great location, 5 minutes drive from Chinatown.
●Safe and quiet work place with water and electricity, 
    free high-speed Internet, office furniture. 
●There has a large parking lot.

舉辦活動最佳地點  Event rental
●場地寬敞 設備齊全 
●有大型停車場。
●The great location to host various of events in Chinatown area.
●Spacious place with a large parking l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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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國語, 英文, 西班牙語
接受各種醫療保險, Medicare

孫全｜骨外科執照醫師｜臨床醫學博士
成人骨病, 關節病, 關節重建及置換手術專科醫師

David Q. Sun, MD Adult Joint Diseases and Reconstruction

General Orthopedics

主治：各類骨關節疾及外傷
專科：成人關節重建及置換手術 

治療中心地址及時間：周一至周五
周二, 周五: Willowbrook Office: 13333 Dotson Road, Suite 180, Houston, Texas 77070

周三: Springwoods Village Office: 2255 East Mossy Oaks Road, Suite 440 Spring, Texas 77389
周二, 周四: Red Oak Office: 17270 Red Oak Drive, Suite 200, Houston, Texas 77090

KSF 
骨病專科
治療中心
建於1976

(281)440-6960
www.ksfortho.com 國語電話: 713-835-8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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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3-FA_YiZhouMD周藝_16C_2467

7850 Parkwood Circle Dr, Houston.TX 77036

（牛皮癬，慢性濕疹， 

老年性皮膚瘙癢和白癜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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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88美南人語

JY家庭全科及急症

高 血 壓

糖 尿 病

高 血 脂

常見皮膚病

皮膚活檢

婦 科 病

兒 科 病

老年癡呆

骨質疏鬆

憂 鬱 症

感 冒

咽喉痛

鼻竇炎

腹 瀉

尿 路 炎

關節注射

動物抓咬傷

清創縫合

角膜異物清除

地址:6609 W Sam Houston PKWY S STE 98 Houston, TX 77072 (位於8號公路及百利大道東北角及Shell加油站旁廣場)

Tel:(832)433-7159

本診所自2014年起
週一、二、三、五、六： 8:30am - 5pm
週四、週日 公休 

顧瑛 醫學博士
美國家庭醫學會資格認可醫師
美國老年醫學會資歷任可醫師

主 治 急 症
體檢特價  體檢+化驗:$125
①+女科婦科、宮頸膜片+$45
②+男性前列腺表面抗原+$20

移 民 體 檢

D03FA_JY顧瑛567B_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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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修例
風波觸發
社會動盪

的陰霾下， 香港新一屆的區議會選舉，上週日
順利舉行，投票更是空前盛況，多個票站自早
到晚都出現長長人龍，才到下午時，投票人數
及投票率，已超越上屆區選紀錄，全日有逾294
萬人投票，投票率高達71.2%，打破回歸以來所
有選舉的紀錄。今屆區選投票人數及投票率，
同破歷屆紀錄。

一如外界所料，持續逾5個月的抗爭運動未
見平息，激化不同陣營選民的投票意欲，利用
手中一票發聲，加上選民人數激增，令區選投
票人數勢如破竹，全港逾600個票站自早上7時
半起已見人龍處處，投票率自清早開始不斷破
紀錄，投票人數在中午已超越上屆逾146萬總投
票人數，投票人數至下午更突破200萬紀錄，雖
然投票率在下午過後增長放緩，但多個票站在
入夜後均出現 「蛇餅」，其中，在將軍澳景林
邨，投票時間結束後，票站外仍大排長龍。

今屆區選共有1,090名候選人，競逐452個
民選議席，平均2.4人爭一席。今次選舉的另一
焦點，是多了不少政治素人披甲上陣，挑戰傳
統建制派的地盤，令今屆區選，首次出現沒有
「白區」局面，即無人自動當選，區區都有競

爭。傳統說法一直認為，投票率高有利民主派
，但有學者認為，高投票率，可能只是民意兩
極化的體現。

區議會選舉結果揭盅，建制派在全港452個
議席當中，取得不足60席，其中經民聯派出25
人參選，只有3人當選。早前曾形容今次區選為

「正與邪對決」的經民聯主席盧偉國表
示，選舉結果清楚給予政府警示，希望
政府深刻反省，為明年立法會選舉，可
公平公正不受干擾下進行，經民聯的地

區工作亦會深刻反省。
連任失敗的立法會議員梁美芬表示，整個

選舉相信與政治掛勾，有選民為表達對政府不
滿而投票，認為要作出深切反省，過去5個月由
條例立法，演變成騷亂，立法工作亦受影響。
她認為，現時最重要的是如何拆局，她提出參
考英國騷亂委員會方式，全面檢討前因後果、
例如政治、經濟矛盾，包括英國的仇警情緒產
生的騷亂，有高度參考價值，惟她指今日政府
最大問題是 「樣樣都拖」，她已寫建議書，政
府既然同意就不應再拖。

民建聯主席李慧瓊率早上領該黨領導層，
就今屆區議會選舉中派出181人參選，但僅取得
21席，向市民及其支持者鞠躬致歉，承認民建
聯今次遭受重大挫敗，未來會繼續努力，深刻
檢討，虛心領聽不同市民的聲音，爭取市民的
支持，與社會各界推動政府施政，但強調該黨
的 「初心」不會改變。

今次區議會的選舉在大部分選區中証明：
建制派遭受重挫，其中工聯會在今之選舉中派
出62人參選，只有4人成功當選。工聯會會長
吳秋北承認成績未如理想，但認為是非戰之罪
。吳秋北表示，今屆區議會會方總得票有18多
萬，比上屆多兩倍，但是政治大環境下使然，
在黑色恐怖下，候選人受到不公平對待，以及
充滿暴亂的情況下進行，所以即使有紮實的社
區民生工作，亦無法力挽狂瀾，認為今次選舉
結果是非戰之罪。吳秋北說，希望政府正視問
題，工聯會亦會作出檢討。

屆區議會選舉，非建制派大勝，取得過半

數議席，當中多名建制派立法會議員落敗，包
括被內地認為愛國愛黨的何君堯。在內地社交
網站微博，有網民發帖坦言對何君堯落敗一事
「真哭了」，認為 「香港不配擁有何君堯」，

吸引不少內地網民留言，有人指 「大陸和暴徒
，港人更喜歡暴徒」 ，又有人說： 「真的大陸
一直在遵守著一國兩制，要是給我們投票權，
何老怕不是領先幾個億的票數。」亦有人說：
「澳門是個懂事的孩子，但港台認賊作父」 ，

更有人向何君堯說： 「來大陸吧」，認為 「香
港人真是不識寶啊！」

在11 月24日舉行的第六屆區議會選舉中，
共有約 294 萬名登記選民投票，累積投票率約
71.2%，區選結果．非建制奪下17區控制權，創
下歷史新高，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指出：結果顯
示選民希望透過今次選舉，來表達他們的意見
，她由衷感謝市民在區議會選舉中踴躍投票。

林鄭月娥表示，特區政府尊重這次選舉結
果，並留意到坊間對結果有很多分析和解讀，
不少指出結果反映市民對社會現狀及深層次問
題的不滿。特區政府一定會虛心聆聽市民的意
見，並認真反思。

林鄭月娥續稱，區議會是政制的重要組成
部分，隨著第六屆區議會在2020年1月1日上任
，特區政府會加強與各區區議會合作，共同解
決市民關心的地區問題。

林鄭月娥又說，因為近月社會事件，今屆
區議會選舉在非常艱難的環境下進行，她感謝
所有候選人無懼挑戰參與選舉，感謝行將卸任
的區議員的貢獻，亦感謝選舉管理委員會和超
過3萬名公務員同事，為這次選舉付出很多努力
，令這場選舉得以順利舉行是屆區議會選舉在
投票人數及投票率創歷史新高之下，民主派大
勝，在452席中取得過半數席位，有17區的取

得控制權。民陣表示，香港人用神聖一票，創
下空前的區議會選舉成果。民陣指出，多名本
屆區議會主席、建制派新星以及多個建制派候
選人均落選，其中被認為和7.21襲擊案有關的
立法會議員何君堯亦落敗，表明香港人絕不接
受 「警暴」及 「警黑聯手」。結果反映市民不
接受政府不回應五大訴求、不容忍警隊 「以暴
製亂」、不忘記建制政黨為極權吶喊，

民陣重申民意非常清晰，要求政府立即停
止圍堵理大，釋放所有被捕人士，回應五大訴
求，缺一不可，停止警隊使用暴力，重組警隊
。並希望市民不要忘記仍處身人道危機的示威
者。

民眾歡呼開香檳
香港區議會選舉泛民主派大勝，建制派慘

敗，勢必將影響2022年香港特首選舉，泛民主
派篤定可取得特首選舉委員會1,200席中的117
席。對此，不少港九各區民眾歡呼開香檳慶祝
。此外，台灣立法院長蘇嘉全11月25日在臉書
發文“民主終將戰勝一切，期待一個陽光普照
的民主香港！”他說，24日香港進行地方區議
會選舉，開票結果泛民主派大獲全勝，親中共
的建制派則一敗塗地，可以說香港人用民主選
票向中共說“不！他強調，反送中運動持續至
今，多次百萬人上街，各界更發動罷工罷課罷
市，多少年輕人也前仆後繼走上街頭抗爭，但
仍然無法改變港府與北京政府的心，反而換來
的只是港警變本加厲的無差別鎮壓。這些粗暴
的舉動，一次又一次傷害香港人的情感，但讓
人欣慰的是，香港人的自我認同也就此進一步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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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節感言

時光如白駒過隙，漫不經心之間
，又到了11月份第4 個週四的一年一
度的感恩節。

近十多年來的此時此刻，我夫妻
二人於早上食過早點，定會安坐家中
，細看紐約梅西百貨公司主辦行感恩
節大遊行。今年毫不例外，在紐約曼
哈頓如期登場，吸引來自世界各地數
以百萬計的遊客駐足觀看，從曼哈頓
中央公園西側(Central Park West)沿第
六大道，再到先鋒廣場(Herald Square)
梅西百貨總部，沿途人山人海水洩不
通，而今年的強風，則為升空低飛的
巨型氣球，更添一分驚險之勢，引得

沿途群眾的尖叫
與歡呼聲不斷。

迄今已走過 91
個年頭的梅西感
恩節大遊行，是

全美年度最大室外活動之一；從1924
年首度登場，再到1927年標誌性的舉
行角色氣球加入遊行，梅西感恩節大
遊行，已成美國文化標誌之一，是美
國每年最為萬眾矚目的盛大遊行，吸
引著百萬級各地民眾到場觀看，電視
現場直播，更達千萬級別的觀眾欣賞
，遠至萬里之外的亞洲地區。

巨型角色氣球是每年的重頭戲，
今年的氣球數共有16個，並加入深受
各地兒童喜愛的海綿寶寶、以日本藝
術家草間彌生 「我永恆的靈魂」作品
，為原型創造的紅色波點氣球 「讓愛
飛上天空」(Love Flies Up To The Sky)
及為紀念美國成功登月50週年的太空
人史努比等新角色或造型。

遺憾的是，今年因強勁疾風，草
間彌生創作的波點氣球，最終未能通
過測試而順利上空，而其他的巨型氣
球，則保持低空飛行，不少卡通角色
的充氣肢體，在陣風中東倒西歪，不
時呈墜地之勢，引得群眾驚呼，好在
一個巨型氣球的70多位提線員配合巧

妙、技術精湛，使得整場遊行有驚而
無險，為現場觀眾增加了不少可看性
。

在 11 月 26 日感恩節的前夕，從
電視機上看到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白
宮大赦火雞“黃油”時的情景，也首
次聽到美國最高的領導人所發表的
2019年感恩節總統公告。

「在感恩節，我們懷著敬畏和感
激的心情, 憶起造物主賜予我們的慷
慨的祝福，我們再次承諾本著感恩和
慷慨的精神與我們的朋友、鄰居和家
人分享。

大約四個世紀以前，懷著對更繁
榮生活和更多機會的憧憬，意志堅定
的人們, 踏上了去遙遠國度的朝聖之
旅。這些清教徒，冒著巨大的個人風
險，踏上了橫跨大西洋的旅程。途中
他們面臨著無法預料的考驗和磨難，
以及無法預知的艱辛。在他們到達新
大陸之後，一個嚴酷而致命的冬天,
奪去了將近一半人的生命。那些倖存
下來的人, 仍然堅定不移地相信和展
望著, 一個充滿自由和自主的未來。
在他們建立我國最早的定居點之一時
，忍受著各種困難和障礙。

通過上帝的神聖眷顧，他們與萬
帕諾亞格部落（Wampanoag Tribe）

建立了具有深遠意義的關係，憑藉他
們堅定的決心和堅韌不拔的精神，清
教徒們在第二年, 獲得了豐收。這一
豐收的慶祝活動，持續了3天，清教
徒和萬帕諾亞格人一同坐在桌旁，洋
溢著友誼和團結的精神。第一個感恩
節, 提供了一種永恆的感恩象徵，這
種象徵深深植根於我們美國精神之中
。

150 多年後，正是本著這種團結
的精神，喬治·華盛頓總統在獨立戰
爭後, 經憲法批准，宣布感恩節為全
國節日。不到一個世紀後，美國捲入
了一場威脅到我們共和國生存的內戰
，這種來之不易的團結, 受到了威脅
。在 1863 年的蓋茨堡之役（Gettys-
burg）之後，為了團結全國，感謝
“至高神的恩賜”，亞伯拉罕·林肯
總統, 號召美國人民團結起來，並
“把下一年 11 月的最後一個星期四,
作為感謝和讚美我們慈愛的天父的日
子”。

今天，這一傳統仍在延續，每年
都有數百萬美國人聚集在一起，為自
由的福祉表達感恩。在獨立戰爭期間
和此後的歲月裡，許多勇敢的愛國者
, 為 美國民眾的自由及福祉, 獻出了自
己的生命。

自從第一批定居者在美國海岸登
陸，把我們的國家稱為自己的家園以
來，我們一直被我們的韌性和習性所
引導，即使面對巨大的逆境,也要表現
出感激之情，總是牢記我們在經歷了
艱難困苦之後所得到的祝福。

在這個感恩節，我們停下來，感
謝那些在餐桌上被留著空位的人們。
我們請求上帝保佑我們的軍人，特別
是那些在節日期間為國家服務、捍衛
我們神聖自由的、無私奉獻的軍人。
我們也為那些履行職責，保護和服務
社區的執法人員和急救人員而祈禱。
作為一個國家，我們應該感謝那些發
誓保衛我們和我們的生活方式的人以
及他們的家人，我們向他們致敬，感
謝他們所作出的不可估量的犧牲。

今天，當我們與我們所珍愛的人
相聚在一起時，讓我們感謝全能的上
帝, 賜予我們諸多的祝福。我們作為
一個民族團結在一起，感謝自由和繁
榮, 在我們的土地上蓬勃發展，我們
承認所有美好的事物, 都是上帝賜下
的禮物。我們祈求上帝保護我們, 並
賜予我們智慧，在這個感恩節有機會
與他人分享我們如此幸運地得到的一
些東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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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互聯網巨頭害怕的數字稅
就要來了？

目前，全球互聯網巨頭最關心

的壹件事，恐怕就是數字稅了。大

型科技公司通常利用在愛爾蘭、開

曼群島、百慕大等國家地區的稅收

優惠政策避稅，這壹做法恐怕很難

再行得通。

據路透社報道，當地時間11月

18日，捷克政府批準了壹項7%的數

字稅提案，旨在通過對谷歌和Face-

book等全球互聯網巨頭的廣告服務

征稅來增加國庫收入。

值得註意的是，在過去壹年中，

法國、英國、意大利以及土耳其等國

家已相繼宣布各自的“數字稅”征收

方案，稅率從2%到7.5%不等，主要征

稅對象是全球互聯網巨頭。

其中，法國已率先行動，今年

開始對全球數字業務年營業收入超

過7.5億歐元且其中至少2500萬歐元

來自法國的企業征收數字稅，稅率

為營業收入的3%。

截至目前，各國還沒有就數字

稅問題達成共識，隨著各國單方面

采取行動，全球經濟治理權的博弈

慢慢展開。

為何征收數字稅？
就歐洲而言，各國的稅收制度

主要針對企業主體所在國的盈利。

企業主體所在國是根據企業在某個

國家是否有員工、工廠、設備、場

地有形資產等而定。

在此背景下，網絡公司傾向選

擇在稅制寬松、稅率偏低的國家落

腳，交納大部分稅收，比如愛爾蘭

等。這在壹定程度上造成了稅收不

公的現象出現。

以亞馬遜為例，2017年，亞馬

遜英國業務的收入較上壹年增長3

倍，至19.8億英鎊，而繳納的公司

稅卻從2016年的740萬英鎊下降至

456萬英鎊，降幅近40%。

歐盟委員會的數據顯示，歐盟傳

統行業企業需要繳納的有效稅率達23%

，而大型科技企業平均只有9.5%。

2018年3月，歐盟委員會公布立

法提案，擬對大型互聯網公司征收3%

的數字稅。根據立法提案，任何壹個

歐盟成員國均可對發生在其境內的互

聯網業務所產生的利潤征稅。

然而，歐盟的壹些成員國，如

愛爾蘭、芬蘭以及捷克等對數字稅

持反對意見。對於如何定義科技公

司營收中的“數字服務”內容，各

個成員國也無法達成壹致。

歐盟的數字稅提案被擱置後，

法國決定先行壹步。法國指責互聯

網巨頭們在法國賺大錢，然後運用

巧妙的運作，把盈利轉移到了愛爾

蘭等低稅率國家。

法國經濟與財政部部長布魯諾·

勒梅爾直言，科技巨頭交的稅這麼

少，“我們在教育、醫療、環保方

面的開支從哪裏來呢？”

除了法國，其他壹些國家也蠢

蠢欲動。

英國計劃在2020年 4月推出針

對科技巨頭的數字服務稅，稅率為

2%；意大利已宣布計劃在其新的預

算草案中引入數字稅，並於2020年

生效；當初反對征收數字稅的捷克

，也效仿其他歐洲國家推出了數字

稅提案……

中國社科院國際法研究所助理

研究員孫南翔指出，互聯網企業公

平繳稅是全球性的議題，但法國、

英國等國試圖以單邊行動對互聯網

企業開征數字稅，意圖改變全球數

字經濟的稅收規則。

為何難以達成共識？
當多國推出自己的數字稅計劃

時，壹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目前

全球還沒有統壹的數字稅。

盡管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OECD)致力於在2020年推動達成數

字稅的全球協定。然而，由於國際

稅收規則協調的進程緩慢，OECD

仍面臨數字經濟商業模式快速發展

以及稅基分配分歧的問題。

本周，在巴黎舉行的2019年財富

全球論壇上，OECD秘書長安吉爾· 古

裏亞表示，經合組織希望在明年1月之

前出臺“對數字公司征稅”的新規定。

中央財經大學財政稅務學院教

授蔡昌接受中新社國是直通車記者

表示，數字稅實際上是對當前全球

利益分割格局的反映，各國在產業

鏈、供應鏈的分工不同，導致在經

濟上存在利益的紛爭。

盡管OECD給出了自己最後的

期限，但是部分國家仍然選擇推出

數字稅計劃。

不久前，土耳其公布了壹項引

入數字服務稅的法律草案，並將其

提交土耳其議會批準。數字服務稅

的稅率是7.5%，遠高於其他國家的

提議稅率。

該法律草案稱：“技術的發展

允許國際數字服務公司在壹個沒有

實體存在的國家開展商業運營。考

慮到其他國家的做法，該草案旨在

對提供此類服務的企業收入征稅。”

有分析指出，土耳其的例子很有

可能會被其他新興國家的政府效仿，

長期以來，多邊體系對他們對不公平

全球化後果的擔憂無動於衷，土耳其

的征稅提議重新引發了關於全球化公

平性和國際治理作用的辯論。

經合組織負責稅收政策的帕斯

卡爾· 聖阿曼斯說：“現行制度正面

臨壓力，如果我們不消除緊張態勢

的話，現行制度就無法維系了。”

值得註意的是，面對數字稅的

威脅，代表谷歌、臉書等科技公司

的華盛頓遊說團體Information Tech-

nology Industry Council警告稱，數字

稅可能導致雙重征稅，“對所有行業

的公司構成切實而重大的威脅”。

在Google的書面證詞中，該公

司的貿易政策顧問Nicholas Bramble

表示，法國的數字稅有可能破壞經

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程序。

Facebook在聲明中說：“我們繼

續支持像經合組織那樣采取的多邊方

法。我們歡迎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認

真研究有歧視美國公司並可能扼殺創

新的單方面措施的方法。”

美國財政部長姆努欽也對此表

達了關切，並敦促外國同行在

OECD框架內制定全球計劃。

BDO國際稅務服務集團的全國業

務主管Monika Loving表示，如果各國

對數字稅沒有達成共識，人們就會對單

邊措施感到擔憂，“我們可能會看到時

間線可能超出已經聲明的期限”。

蔡昌也表示，世界的多極化導

致各國對數字稅觀點不壹，OECD

達成統壹協議的難度比較大，可能

等國際稅收規則形成之後，才能達

成壹致的意見，這是壹個漫長的過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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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在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

全面實施壹周年之際，《市場準入負面

清單》迎來了首次年度修訂。2019 年版

負面清單在保證穩定性和連續性的基礎

上，進壹步縮減優化了管理措施，豐富

了信息公開內容，使整個清單更加成熟

完善。

作為壹項重大制度創新，全面實施

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是黨中央為加快

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作出的重大

決策部署，對於構建統壹開放、競爭有

序的現代市場體系，推進國家治理體系

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具有重大而深遠的

意義。

近壹年來，“非禁即入”和市場準

入門檻的不斷放寬，為各類市場主體創

業創新提供了更大空間，進壹步發揮了

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有效

激發各類市場主體特別是民營經濟的活

力。

穩定性和連續性是市場準入負面清

單制度的核心要義。2019 年版負面清單

通過優化和整合的方式，將產業結構、

政府投資、互聯網、主體功能區等全國

性市場準入類管理措施全部納入，嚴格

落實“全國壹張清單”管理模式，確保

“壹單盡列、單外無單”。據統計，2019

年版負面清單實現了85%以上事項的穩定

與連續。

同時，2019 年版負面清單取消了養

老機構設立許可，放開了“消防技術服

務機構資質審批”“職業技能考核鑒定

機構設立審批”等，移出了部分不符合

清單定位的措施。應該說，清單更短了

，使用卻更便捷了，經營主體的市場預期

也更穩定了。

制度的生命力在於執行。全面實行市場準入負面

清單制度是壹項系統性改革工程，要進壹步建立健全

與之相適應的準入機制、事中事後監管機制、社會信

用體系和激勵懲戒機制、商事登記制度等，系統集成

、協同高效地推進市場準入制度改革工作。同時，要

著力建立健全清單信息公開與動態調整機制，讓清單

事項“壹目了然、壹網通辦”，不斷提升市場準入透

明度和便捷性。

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體系的不斷健全，為

營商環境的優化提升夯實了基礎。不過，隨著負

面清單管理措施的逐步放開，壹些隱性的準入壁

壘和更深層次的結構性矛盾也將浮出水面。對

此，壹方面要通過破除市場壁壘和不合理準入限

制，構建更為長效的市場準入機制；另壹方面要

圍繞國家重大戰略，在全面準確反映市場主體訴

求的基礎上，進壹步放寬市場準入試點，推動市

場準入門檻不斷放寬，在良法善治中釋放更大的

市場活力。

法國發現新石器時代地下墓葬法國發現新石器時代地下墓葬
可追溯到可追溯到50005000多年前多年前

法國中部聖梅米法國中部聖梅米（（Saint-MemmieSaint-Memmie），），考古學家對壹個新石器時代的地下墓考古學家對壹個新石器時代的地下墓
葬遺址進行研究葬遺址進行研究。。據悉據悉，，該遺址可追溯到公元前該遺址可追溯到公元前35003500年年--公元前公元前30003000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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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進伊朗德黑蘭的加油站博物館走進伊朗德黑蘭的加油站博物館
帶妳穿梭時空回到過去帶妳穿梭時空回到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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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時間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SUN.

25 26 27 28 29 30 1-D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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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人走長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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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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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人走長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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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人走長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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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鋒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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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1/2019

美南大咖談 

Chinese Class

22:30-23:00 養生堂五味草堂

中華情 治安對談 (直播)

中華情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直播)

電視劇《金婚》 第21~25集

經典電影

綠水青山看中國

電影藏密 (重播)

Southern Television 15.3             2019年11月份 電視頻道節目表

中國文藝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行之中國

綠水青山看中國 (重播)

大魔術師 (重播)

開門大吉 (重播)

今日關注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美南大咖談 

武林風 (重播)

電視劇《中國往事》 第6~10集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海峽兩岸

中國文化

治安對談 (重播) 科技與生活 (重播) 電影藏密

電視劇《金婚》 第21~25集 (重播)

檔案 (重播) 華人世界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幸福帳單 (重播)

科技與生活 中華醫藥

中國文藝

電影藏密 (重播)

今日關注 (重播)

今日亞洲

美南大咖談

海峽兩岸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檔案

中國輿論場 (重播)

大魔術師

幸福帳單

華人世界 

先鋒人物 (重播)

武林風

檔案 (重播)

開門大吉

央視國際新聞

中國輿論場

中國文藝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中華醫藥 (重播)

電視劇《中國往事》 第6~10集

快樂精靈

健康之路

國內首檔“融媒體＂新聞評論節目，給你不一樣的新聞體驗。 

▲ 節目截圖

節目介紹：
《中國輿論場》是CCTV4推出的國內首檔“融媒體”新聞評論節目
。最新輿情，最熱話題，明辨是非，凝聚共識。借助大數據，每天
發布的輿情指數，權威專家客觀點評，引入在線觀眾席，多屏互動
，給你不一樣的新聞體驗。 
本期主題：中國輿論場

播出時間：
每週日中午12:30首播，重播時間為每週日晚上9:30，
以及週一早晨8:30。

 

▲ 節目截圖

《中國輿論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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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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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日       2019年12月1日       Sunday, December 1,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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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29日（星期五）體育新聞5 ■責任編輯：凌晨曦

台籃兒陳盈駿陳盈駿完全融入CBA

■■ 陳 盈 駿 在陳 盈 駿 在
CBACBA 比賽中帶比賽中帶
球進攻球進攻。。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陳盈駿（Ray Chen）

出生：1993年6月9日（26歲）

出生地：台灣苗栗縣

身高：1.83米

體重：83公斤

位置：控球後衛

聯盟：CBA

職業生涯

2017年至今

廣州佛山龍獅

威水史

第41屆瓊斯盃國際籃球邀請賽

入選最佳陣容、榮膺得分王與助攻王

第39屆瓊斯盃國際籃球邀請賽

入選最佳陣容、榮膺得分王與助攻王

■■20172017年年，，陳盈駿膺選秀狀元陳盈駿膺選秀狀元，，球隊球隊
代表代表（（右右））代其領代其領““獎獎”。”。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夏微 上海報道）下
周末，2019“永業盃”WDSF大獎賽總決賽暨
第八屆中國體育舞蹈精英賽將拉開戰幕，今
年，有兩對中國選手分別入選拉丁舞及標準舞
的總決賽，創下中國體育舞蹈運動的新歷史。

WDSF大獎賽總決賽由本年度世界拉丁
舞、標準舞兩個舞種，在今年世界各分站賽累
計總積分分別排名前12位的選手及兩對持外卡
的中國選手參與角逐年度總冠軍，是世界頂級
舞者之間的終極對決，堪稱世界體育舞蹈的
“大師賽”。

值得一提的是，繼去年中國標準舞選手邱
禹銘、魏麗穎首次獲得世界體育舞蹈聯合會國
際標準舞年度總決賽資格後，今年他們又有了

提升，位列第11名。另外，今年拉丁舞選手閻
棒棒、杜玉君也獲得了進入總決賽的資格，積
分位列第12名。今年兩對中國選手同時入圍總
決賽，創造了中國體育舞蹈運動的歷史，實現
了歷史性的突破，也結束了中國作為舉辦
WDSF大賽的舉辦國，長期依賴外卡參賽的局
面，極大地縮小了與體育舞蹈運動強國之間的
距離。

此外，成立於2019年8月25日的亞洲體育
舞蹈聯合會（DSA），是亞奧理事會正式承認的
亞洲唯一管理體育舞蹈項目的體育組織，該組織
也將在是次大賽期間在上海召開第一次執委會會
議。參加首屆亞洲體育舞蹈聯合會執委會的16
位執委，分別來自亞洲的14個國家和地區。

■■兩隊中國選手入圍兩隊中國選手入圍WDSFWDSF大獎賽總決大獎賽總決
賽賽。。 香港文匯報記者夏微香港文匯報記者夏微 攝攝

兩對中國選手躋身WDSF總決賽

陳盈駿來自台灣。2017年大學畢
業後，他作為CBA選秀狀元正

式加盟廣州龍獅隊。他說，當初選擇
CBA，正是看中這是一個非常具有競
爭性、完善和職業化的籃球聯盟。
“有這麼多好手在這邊，可以讓我去
學習和挑戰，這對我是一股很大的動
力，我想要測試自己能力在哪裡。”

剛到大陸時難免緊張忐忑
陳盈駿說陳盈駿說，，CBACBA有很多俱樂部有很多俱樂部，，

他們願意在球員身上投入很多他們願意在球員身上投入很多，，不管不管
吃住都照顧得很好吃住都照顧得很好，，讓球員沒有太多讓球員沒有太多
顧慮顧慮，，然後在一個長長的賽季中可以然後在一個長長的賽季中可以
好好地專注在球場上好好地專注在球場上，，加強技術加強技術，，保保
養身體養身體。。

回想剛加盟回想剛加盟CBACBA來到大陸的那會來到大陸的那會
兒兒，，陳盈駿坦言難免有一些緊張和忐陳盈駿坦言難免有一些緊張和忐
忑忑，“，“有很多沒有辦法預測的事情有很多沒有辦法預測的事情，，

心裡有擔心心裡有擔心，，不知道不知道CBACBA這個戰場是這個戰場是
不是適合自己不是適合自己，，自己能不能在這裡生自己能不能在這裡生
存存。”。”

陳盈駿對陳盈駿對20172017年參加的第一場年參加的第一場
CBACBA比賽記憶猶新比賽記憶猶新。“。“那也是我職那也是我職
業生涯的第一場比賽業生涯的第一場比賽，，那時剛大學畢那時剛大學畢
業業，，在廣州體育館跟上海隊打在廣州體育館跟上海隊打。”。”陳陳
盈駿說盈駿說，“，“賽前一個晚上準備的過賽前一個晚上準備的過
程程，，那個畫面一直在我腦海中忘不那個畫面一直在我腦海中忘不
掉掉。。一方面覺得自己能夠站上這個舞一方面覺得自己能夠站上這個舞
台非常奇妙和不可思議台非常奇妙和不可思議，，另一面也非另一面也非
常緊張常緊張，，因為前面有這麼多好手因為前面有這麼多好手，，也也
不知道這個環境是怎樣的不知道這個環境是怎樣的，，會有什麼會有什麼
樣的事情發生樣的事情發生。”。”好在第二天上場好在第二天上場
後後，，陳盈駿就很快調適過來了陳盈駿就很快調適過來了。。

在在CBACBA經歷了兩年的磨練後經歷了兩年的磨練後，，今今

年進入第三年年進入第三年，，陳盈駿已經完全適應陳盈駿已經完全適應
了了CBACBA的節奏的節奏。“。“此前兩年經歷了蠻此前兩年經歷了蠻
多多，，打過好的比賽打過好的比賽，，也打過不好的比也打過不好的比
賽賽，，當然也受過挫折當然也受過挫折，，這些經歷都給這些經歷都給
了我很大養分了我很大養分，，對於我在對於我在CBACBA繼續走繼續走
下去非常重要下去非常重要。”。”陳盈駿說陳盈駿說，，如今自如今自
己心態更成熟了己心態更成熟了，，適應適應CBACBA這個大環這個大環
境的能力也比兩年前更好一些境的能力也比兩年前更好一些。“。“我我
大概知道怎麼去調整自己的心態大概知道怎麼去調整自己的心態，，保保
養好身體養好身體，，知道如何在不同城市比賽知道如何在不同城市比賽
舟車勞頓的情況下舟車勞頓的情況下，，把自己維持在最把自己維持在最
好的狀態好的狀態。”。”

““身為一個職業運動員身為一個職業運動員，，我當然我當然
想要追求更高嘛想要追求更高嘛。”。”陳盈駿表示陳盈駿表示，，對對
未來的自己期許很高未來的自己期許很高，，希望能繼續在希望能繼續在
CBACBA站穩腳跟站穩腳跟，，並持續有更好的表並持續有更好的表
現現。。

談到在廣州的生活時談到在廣州的生活時，，陳盈駿表陳盈駿表
示示““很幸福很幸福！”“！”“廣州好吃的實在太廣州好吃的實在太
多太多多太多，，我說都說不完我說都說不完，，我尤其喜歡我尤其喜歡
廣州的點心和早茶廣州的點心和早茶，，蠻特別的蠻特別的。”。”陳陳
盈駿說盈駿說，“，“家人一年來廣州看我一家人一年來廣州看我一
次次，，沒有比賽時候沒有比賽時候，，我會帶他們逛逛我會帶他們逛逛
廣州這座美麗的城市廣州這座美麗的城市。”。”

■■中新社中新社

“CBA是一個非常棒的舞台，作為一名職業籃球運動員，

能夠在這裡參賽，跟這麼多優秀選手相互切磋、學習，我感到自

己無論是在球技、球風上，還是心理層面，都收穫很大。”近

日，剛剛從外地比賽歸來的陳盈駿在廣州接受記者採訪時說。

2017年選秀狀元 追求更高挑戰自我

■■張玉寧入圍中國國奧新一期集訓名單張玉寧入圍中國國奧新一期集訓名單。。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中國足協27日公佈了中國國奧隊的新一
期34人集訓名單，球隊將從28日起在廣州、
珠海、海口分階段組織集訓、比賽，並在明
年1月赴泰國參加2020亞足聯U-23錦標賽暨
東京奧運會男足亞洲區預選賽。

根據中國足協公告，郝偉將繼續以球隊
執行主教練身份帶隊。集訓名單中，山東魯
能共有段劉愚在內的7名球員受到徵召。北
京國安的張玉寧、上海申花的朱辰傑、廣州
恒大的楊立瑜、江蘇蘇寧的黃紫昌等多名曾
入選成年國家隊的適齡球員悉數在列。

2020年亞足聯U23錦標賽暨東京奧運會
男足亞洲區預選賽將於1月8日至26日在泰
國舉行，（除東道主日本隊外）獲得前3名
的球隊將晉級東京奧運會。中國國奧隊與韓
國、伊朗、烏茲別克同分在C組。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
莉）本港游泳女將何詩蓓於本月16
日在美國馬里蘭州參加國際游泳聯
賽（ISL）200米自由泳（短池）比
賽，游出1分51秒99的佳績，這一
成績被國際泳聯（FINA）暫列今
年世界最快。
據FINA官網消息，何詩蓓

本月中在ISL大學公園巿分站游
出的1分51秒99的佳績，暫為今

年女子200米自由泳（短池）最
快時間，比次席的加拿大泳將
Kayla Sanchez快0.73秒，至於第
3至5位的泳手分別為澳洲的Em-
ma McKeon、 荷 蘭 的 Femke
Heemskerk，以及意大利的 Fed-
erica Pellegrini。

何詩蓓的這一成績還將日本
名將池江璃花子於去年1月游出
的亞洲紀錄推前了0.65秒。

何詩蓓200自成績
暫列今年最快

短說
長話

奇連士文執教哈化柏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聰）昔日德國國腳“金

色轟炸機”奇連士文，27日接任德甲哈化柏林主帥。
55歲的奇連士文曾執教過德國、美國兩支國家隊。

桌球英錦賽 中國五人過首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2019年桌球英國

錦標賽當地時間26日拉開戰幕。首日比賽，中國共
有8名球手亮相，結果5人晉級。梁文博和趙心童分
別以6：5險勝對手，田鵬飛以6：4獲勝，李行以
6：1過關，魯寧以6：0橫掃。張安達以3：6失利，
陳飛龍以0：6被橫掃，雷非凡以4：6輸給冰咸。另
外，希堅斯、羅拔臣以及卡特均以6：0獲勝攜手晉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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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 告 BB1212

4號出口

星期四
9：00AM

星期日
10：30AM

44號出口
送$10元或$12餐券

請注意：
新開11:00AM班車 送$5元或$10餐券

25號出口
送$5元或$10餐券

每週七天 天天開車
9：00AM, 11:00AM,
1:00PM, 4:00PM,
6:30PM, 8:30PM
11：00pm

二家賭場任選，兩小時一班車

星期一 ～ 星期日
8：30AM, 6:00PM,
8：00PM, 10:30PM

T07_GREATLAND COACH八達旅遊567C_16

713-777-9988

上車地點: Houston Trade Center -100 Sharpstown Center #108 Houston, TX 77036

離休斯頓最近的賭場
只需要1小時

每週七天
9:00(直班）

車費$15享用$25

星期日       2019年12月1日       Sunday, December 1, 2019

Rel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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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醫師助理認證委
員會執照認可
精通國,台,英語

服務項目：
◎皮膚病治療   ◎關節痛治療
◎身體年檢      ◎各種極慢性病治療
◎癌症防治
◎推出減價移民體檢
◎到家診治行動不便患者

接受：
medicare, medicaid, 
molina, ambetter,  
community health choice 
等大多數醫療保險。

吳沛桓
醫生助理

西南紀念家庭全科 皮膚
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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