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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完整吐谷渾王族墓葬現身甘肅最完整吐谷渾王族墓葬現身甘肅

近日近日，，甘肅武威市天祝藏甘肅武威市天祝藏
族自治縣境內發現壹處武周時族自治縣境內發現壹處武周時
期吐谷渾王族墓葬期吐谷渾王族墓葬。。經甘肅省經甘肅省
文物考古研究所搶救性發掘確文物考古研究所搶救性發掘確
認認，，其為武威地區發現和發掘其為武威地區發現和發掘
的時代最早的時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吐保存最完整的吐
谷渾王族墓葬谷渾王族墓葬，，在國內亦屬罕在國內亦屬罕
見見，，是吐谷渾墓葬考古研究的是吐谷渾墓葬考古研究的
重要發現重要發現。。該墓的發掘為研究該墓的發掘為研究
後期吐谷渾葬制葬俗及唐與吐後期吐谷渾葬制葬俗及唐與吐
谷渾民族關系史谷渾民族關系史、、絲綢之路交絲綢之路交
通史通史、、物質文化史等相關問題物質文化史等相關問題
具有重要研究價值具有重要研究價值。。

泰國曼谷舉行泰國曼谷舉行““新娘跑新娘跑”” 為贏大獎新娘穿婚紗狂奔為贏大獎新娘穿婚紗狂奔

泰國曼谷舉辦泰國曼谷舉辦““新娘跑新娘跑””活動活動，，共有共有150150對準新娘和準新郎參加對準新娘和準新郎參加，，
全程三公裏全程三公裏，，途中設置七個任務途中設置七個任務，，最終的獲勝者將獲得婚禮套餐大獎最終的獲勝者將獲得婚禮套餐大獎，，
包括壹對鉆戒和馬爾代夫蜜月之旅包括壹對鉆戒和馬爾代夫蜜月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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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林波波省的南非林波波省的““犀牛之家犀牛之家”，”，壹只名為壹只名為HunterHunter的比利時馬利諾斯的比利時馬利諾斯
牧羊犬照看出生牧羊犬照看出生99天的壹頭長頸鹿寶寶天的壹頭長頸鹿寶寶。。這頭長頸鹿名為這頭長頸鹿名為““爵士爵士”，”，出出
生時遭母親拋棄生時遭母親拋棄，，如今在如今在““犀牛之家犀牛之家””受到精心照顧和餵養受到精心照顧和餵養，，並與並與
HunterHunter成為好友成為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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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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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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對Uber“關閉大門”網約車巨頭走到“十字路口”
不僅在歐洲，在美國和中國，基於安全理由而實

施更嚴厲的監管，都正逐漸成為共識。

網約車平臺壹度被視為完美的共享經濟模型。在

汽車過剩、公共交通進展緩慢的城市區域，它不僅為

乘客提供了便利，也順便創造了數萬個新的工作崗位

。那些原本擔憂裁員風險的新中產階級們也多了壹條

出路：哪怕失業，還能成為壹名無須認證、審核和持

證的網約車司機。

但互聯網平臺的膨脹顯然出乎公眾意外。原本，

網約車是作為社會運力的有效補充而獲得了生存的合

法權，但很快，隨著互聯網的擴張效應和資本不惜壹

切的投入，網約車平臺在不少地區都在蠶食傳統出行

結構。比如，政府精心搭建的出租車監管結構，在分

散原子化的網約車平臺面前不堪壹擊。

全球網約車巨頭Uber在其發展重鎮——倫敦

也不出意外遭遇了小小的滑鐵盧。據英國媒體報

道，11月25日，倫敦交通局宣布，因安全問題，

Uber將不會獲得新的牌照。這也意味著，作為全

球第五大市場的倫敦對Uber關閉了大門。因為，

倫敦交通局認為，在其調查中已發現數起危及乘

客安全的違規事件。比如，壹位司機因傳播兒童

色情圖片被警告後，其私人租賃執照被吊銷，但

他仍在使用Uber。

其實，不僅在歐洲，在美國和中國，基於安全理

由而實施更嚴厲的監管，都正逐漸成為共識，對於

Uber這樣的網約車巨頭也需準入審核。原本無孔不入

的互聯網共享平臺，突然遭遇了政策的圍欄。

網約車平臺曾經借助資源的自由流動而蓬勃，但

在監管部門看來，讓乘客和司機自由搭配帶來的更多

還是公共管理的風險和難題。

共享經濟模型與公共管理所需要的秩序、規

範和安全等原則之間，的確存在著巨大的鴻溝。

過往，網約車平臺通過對綠色出行、資源效率和

便利等方面的描繪，成功創造了巨大的輿論豁免

空間。

但隨著網約車逐漸成為壹種成熟的“用戶叫

車”模式，網約車平臺需要找到新的方式來展現

其價值。倫敦的出租車系統壹直頗有聲譽，倘若

網約車只是將傳統電召、揚召的模式改成線上預

約，那麼，任何壹家成熟的出租車公司都可以完

全采用這套體系，用戶也能享受到便捷服務。

公眾慢慢發現，Uber 這樣的企業，主要的

貢獻是以互聯網的方式大幅增加了營運車輛的

數量，從而部分降低了打車成本。但與此同時

，這壹規模的增加，也帶來了關於安全、資源

浪費等質疑。

從公共政策的角度出發，網約車平臺不僅難以貢

獻獨壹無二的價值，恰恰相反，還會帶來更多挑戰。

而用戶角度不會介意是在Uber上在線約車，還是在

其他平臺上約車。

隨著時間推移，網約車平臺的獨特價值正逐漸溶

解在公共交通之中，而其為全行業帶來的風險挑戰，

卻在不斷增加。因此，網約車平臺正面臨著艱難的抉

擇：是迎合監管需求變成壹家在線出租車公司，還是

繼續成為開放、共享的汽車出行平臺。

這起事件的後續是，Uber宣布將對上述決定

提出上訴，稱其已采取措施改變商業模式，並設

定了安全標準。這也說明，不論最終選擇如何，

至少現在，Uber們都要先適應老老實實申請牌照

的新生活了。

融創153億拿下“世界最大單體建築”

補充貨值7700億
又壹次，孫宏斌在新聞發布會上談

笑風生，以約153億元拿下環球世紀和

時代環球51%股權，出現在發布會上的

還有環球世紀締造者鄧鴻。

補充貨值約7700億
通過這筆交易，孫宏斌不僅拿下有

著“世界最大單體建築”之稱的成都環

球中心，還拿下高達2770萬平米可售建

築面積。

融創公告稱，通過本次交易，公司

以合理的價格獲得了大量優質並極具流

動性的土地儲備，總計可補充貨值約高

達7700億，將有力支持集團未來的穩健

發展。

2019年9月，環球世紀和時代環球

51%股權被首次掛牌出讓，兩個標的的轉

讓價格分別為135.62億元和17.07億元。

孫宏斌是以底價拿到了這個股權，

估計其他有意者知難而退。關鍵是，孫

宏斌很早就得到管理層的強力支持。

孫宏斌要收購環球世紀，早就傳得

沸沸揚揚，融創西南總部很早就到成都

環球中心辦公，雙方壹起拿地，壹起合

作開發新項目，壹起成立合資公司。

鄧鴻在遇到困難時找了雲南城投，

後來雲南城投也遇到問題，鄧鴻就又找

了孫宏斌。收購股權壹般需要管理層支

持，得到管理層支持的孫宏斌基本上勝

券在握。環球世紀和時代環球剩余49%

股權，就掌握在鄧鴻為首的管理層手中。

“壹小時談得七七八八”
孫宏斌27日在媒體見面會上透露，

6月7日第壹次和鄧鴻接觸，後者主動伸

出橄欖枝，“談了壹個多小時，基本上

定了七七八八，後來就去喝酒了”。

孫宏斌經常在發布會上說“喝大

酒”，和楊元慶喝過，和賈躍亭喝過

。這句話壹般都表示溝通暢快，雙方不

計較小賬。

6月13日，兩人壹起考察了雲南昆

明晉寧未來城項目；7月9日壹起現身湖

北鹹寧談項目；7月10日，成都環球融

創文化旅遊有限公司註冊成立，中融創

西南公司和成都環球時代會展旅遊發展

有限公司分別占比70%、30%，法人代

表是融創中國西南區域集團四川公司總

經理魏冬，鄧鴻任董事長。

孫形容他和鄧鴻性格比較像，“我

是不會算賬，老鄧（鄧鴻）是不算賬，

我們倆就特別簡單。”孫宏斌說雙方將

在三個板塊進行合作：會議會展、旅遊

小鎮、城市綜合體開發。

萬達文旅項目已銷售逾1600億
孫宏斌在現場說，很多人都在問融

創並購那麼多，錢是從哪來的，“我們

買了東西不是放在家裏藏起來了，都是

壹邊買壹邊賣”，收購萬達文旅的13個

項目至今已經銷售了1600多億元。

2017年，融創以不到296億元買了

王健林13個萬達文旅城，馬上就開始賣

房子，回籠現金。

孫宏斌找到壹個良性循環路徑，通

過並購買到便宜土地，馬上銷售，繼續

並購。

環球世紀旗下資產包括世紀城假日

酒店、世紀城洲際酒店、環球中心洲際

酒店、黑龍灘洲際酒店、世紀城會展中

心、黑龍灘長島等。當中，成都環球中

心是壹座世界級超大型城市綜合體,總建

築面積近200萬平米，號稱全球第壹大

單體建築，可以容納超過10000個停車

位，其寫字樓入駐企業已接近3000家。

環球世紀及時代環球在成都、武漢

、長沙、昆明等城市共開發18個項目，

總建築面積約為3071.6萬平方米，可售

建築面積約為2771.6萬平方米，約占總

建築面積的90%。截至公告日，未售建

築面積約為2390.1萬平方米。

融創還能回籠壹部分資金
在並購協議之外，雙方的合作項目

還有3000余萬平方米的土地已經和地方

政府簽訂了投資意向協議，但還沒有到

拿地階段。

鄧鴻做了很多年文旅項目，融創涉

足文旅項目時間並不長。鄧鴻善於和政

府合作，上述成都環球中心，就是在當

地政府支持下建起來的地標性建築。這

些項目拿地早，又有政府支持，往往拿

地成本較低。

而本次在收購之後，融創還能很快

回籠壹部分資金，融創已與收購標的的

6名自然人股東訂立相關協議，在目標

股權完成交割後，融創將全面負責目標

公司及目標項目的運營管理，完成交割

後30日內，目標公司向融創分配利潤約

71.43億元(其中融創按股權比例應分約

36.43億元，超額分得利潤約35億元)，

融創的收購成本會大幅度下降。

成都環球中心命運曲折，在2008年

後由鄧鴻壹手打造，2013年6月，成都

環球中心正式開業。

2016年雲南省城投集團以59億元收

購環球世紀34.23%股權，同時以59億元

增資，持有51%股權。此後，雲南城投

集團計劃將環球世紀股權以236億元置

入到上市公司雲南城投中，而執掌了雲

南城投14年的董事長許雷今年5月份投

案自首，今年6月19日，雲南城投表示

終止收購該事項。

孫宏斌稱，鄧鴻尋找新的股東方，

最終通過中間人促成了端午節之談。

截至2019年10月底，融創累計實現合

同銷售金額約4339.2億元，同比增長17%

，累計合同銷售面積約2970.7萬平方米，

合同銷售均價約14610元/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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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19年年1111月月99日日，，美國總統川普之子唐納德美國總統川普之子唐納德IIII世世Donald TrumpDonald Trump
JrJr 在休斯敦舉行簽書活動在休斯敦舉行簽書活動，，與貴賓朱老王合影活動與貴賓朱老王合影活動。。

20192019年年1111月月3030日晚日晚，，著名廣東四大名醫傳人著名廣東四大名醫傳人、、跌打療跌打療
痛中心東主羅榮華醫生與桃姐在位於好運大街與痛中心東主羅榮華醫生與桃姐在位於好運大街與WilWil--
crestcrest最新開張的心緣素食餐廳宴請芭蕾王子陳鎮威的最新開張的心緣素食餐廳宴請芭蕾王子陳鎮威的
父母陳木添父母陳木添、、張金英夫婦張金英夫婦。。右三和右一為心緣素食東右三和右一為心緣素食東
主主AnnieAnnie、、旅行社負責人旅行社負責人DannyDanny。。

20192019 年年 1212 月月 11 日日
，，中國駐休斯敦中國駐休斯敦
總領事蔡偉在官總領事蔡偉在官
邸舉行匯總邸舉行匯總、、匯匯
聚聚、、匯報為主題匯報為主題
的燒烤大匯的燒烤大匯，，邀邀
請休斯敦五邑同請休斯敦五邑同
鄉會會長戴慧怡鄉會會長戴慧怡
、、瀋陽同鄉會會瀋陽同鄉會會
長劉濤等近百位長劉濤等近百位
社團領袖出席社團領袖出席。。

休斯敦市長決選即將於休斯敦市長決選即將於 22 日開始早期投票日開始早期投票。。進入決選的黑馬進入決選的黑馬
Tony BuzbeeTony Buzbee於於20192019年年1212月月11日專程從日專程從KingwoodKingwood的選舉大會驅的選舉大會驅
車車11個半小時至個半小時至NASANASA的造勢會的造勢會，，完成壯舉後完成壯舉後，，接受世界名人網接受世界名人網
記者團總裁陳韻梅記者團總裁陳韻梅、、總編輯王福生總編輯王福生、、特邀記者劉晶的採訪特邀記者劉晶的採訪，，並並
合影合影。。

20192019年年1111月月2828日日，，休斯敦市中心舉行盛大的感恩節大遊行休斯敦市中心舉行盛大的感恩節大遊行。。圖為圖為
不分區第一席市議員不分區第一席市議員 Mike KnoxMike Knox 在市政府的花車上向市民揮手在市政府的花車上向市民揮手。。
Mike KnoxMike Knox在今年的市議員再選中名列前茅在今年的市議員再選中名列前茅，，以較大比例選票進入以較大比例選票進入
即將於即將於1212月月1414日進行的決選日進行的決選。。20192019年年1111月月2020日日，，亞洲協會得州中心亞洲協會得州中心20202020年老虎晚會啟動酒會年老虎晚會啟動酒會

在在Ann ChaoAnn Chao城堡別墅舉行城堡別墅舉行。。圖為領袖團隊圖為領袖團隊Stephanie Tsuru, GlenStephanie Tsuru, Glen
Gondo*, Wendy Hines (Gondo*, Wendy Hines (後排後排), Anne Chao, Akemi Saitoh, Marty), Anne Chao, Akemi Saitoh, Marty
Goossen* (Goossen* (中排中排), Lynn Wyatt, Kathy Goossen (), Lynn Wyatt, Kathy Goossen (前排前排))合影合影

20192019年年1111月月2020日日，，美南電視推出的電視訪談節目著名主持人董子天美南電視推出的電視訪談節目著名主持人董子天
正在採訪著名模特正在採訪著名模特、、GucciGucci代言人代言人Johan SebastJohan Sebastíían R Moncada Fan R Moncada F，，不日即不日即
將在將在1515..33頻道播出頻道播出，，敬請期待敬請期待..

20192019年年1212月月11日日，，中國駐休斯敦總領事蔡偉在官邸舉中國駐休斯敦總領事蔡偉在官邸舉
行匯總行匯總、、匯聚匯聚、、匯報為主題的燒烤大匯匯報為主題的燒烤大匯，，邀請潮州會邀請潮州會
館會長孫偉根夫婦等近百位社團領袖出席館會長孫偉根夫婦等近百位社團領袖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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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為華為““心聲社區心聲社區””22日發佈孟晚舟的公開信日發佈孟晚舟的公開信，，其其
中稱她在遭拘押的一年內學會了堅強承受中稱她在遭拘押的一年內學會了堅強承受，，從容面從容面
對對，，不畏未知不畏未知。。圖為該函片段圖為該函片段。。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任
正
非
：
她
將
因
此
更
強
大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及環球網報

道，中國華為公司首席財務官孟晚舟遭加拿大

無理拘押已滿一年。華為“心聲社區”2日發

佈了一封孟晚舟1日寫於加拿大溫哥華的公開

信。孟晚舟在信中說，這一年，經歷了恐懼和

痛苦，失望和無奈，煎熬和掙扎。這一年，學

會了堅強承受，從容面對，不畏未知。在信

中，孟晚舟還感謝大家對她的溫暖和鼓勵，

“親愛的你們，這些溫暖都是照亮我前行的燈

塔！”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2日在例行記

者會上就此作出回應，再次強烈敦促加方放

人。

香港文匯報訊 據台灣“中央社”報道，
75歲的華為創辦人任正非接受有線電視新聞網
商業頻道（CNN Business）專訪時說，孟晚舟
是“受苦受難”、值得讚賞的女兒。“她該為
身陷這種狀況感到自豪。在兩國相爭之際，她
成了談判籌碼。”

正在為華為的生死存亡拚搏的任正非說，
除了華為，受苦受難的還有孟晚舟，她也將因
此變得更加強大。“這些艱苦磨難對孟晚舟成
長來說是好事。在貿易戰的背景下，她就像一
隻小螞蟻，在兩國角力的夾縫中求生。”

任正非表示，孟晚舟透過繪畫和閱讀消磨
時間，她的母親和丈夫也會定期飛到加拿大陪
伴她。他還說，這場磨難讓他和女兒變得更親
近。他說，他們比以前更常聊天，他有時還會
把在網絡上看到的笑話寄給她。

“以前，孟晚舟可能一整年都不會打一通
電話給我，不會問我日子過得怎麼樣，甚至不
會傳封簡訊給我。如今，我們的關係變得親近
許多。”

“像這樣的磨難會對一個人的毅力和性格
產生重大影響。但當她重返華為時，這不代表
她將承擔起更大的責任。”

任正非表示，身為財務長的孟晚舟有能力處
理相關業務，但她缺乏技術背景，在其他方面也
不具備領導特質，無力勝任別的職務。

任正非說：“若是由缺乏戰略敏銳度的人
領導公司，公司將會逐漸失去競爭優勢。這就
是孟晚舟重返華為後，將繼續擔任相同職務的
緣故。”

孟晚舟寫道，“從前的深圳，時間總是過
得很快，每天的日程都是排得滿滿的，

從一個目的地奔向另一個目的地，從一場會趕
往另一場會。‘早餐會’、‘午餐會’、夜裡
總開的‘夜總會’，已是華為人的標配。我總
是覺得分身乏術，總是覺得時間那麼的不夠
用，在一個時間段裡平行地多任務處理，是唯
一的解決方案，這也是每個華為員工的真實寫
照。從太平洋之東到大西洋之西，從北冰洋之
北到南美南之南，都有我們忙碌的身影，都有
我們努力的付出。也正因為這樣，我從來沒有
時間靜下心來看看風景、讀讀時光。”

孟：感謝兩國好心人
她動情地感謝國內支持和關心自己的人

們：“華為的同事們在心聲社區上一次又一次
地留言，任何一個關於我的消息，都能築起高
樓。我們的客戶和供應商們，在這個至暗時
刻，選擇了給予我們更多的信任、支持和等
待，這當然也成為我們更加努力的動力。每次
庭審，法庭外都排起長長的隊伍，大家的熱情
和支持一直暖在我的心頭。我還聽同事說，有

外賣小哥在我們的外賣單上留言：‘華為加
油’、‘華為努力’，寥寥幾字足以讓我們瞬
間溫暖。這些點點滴滴都支持着我們勇往直
前。”

同時，她也感謝在加拿大這一年艱難的日
子中遇到的善良人士。“楓葉嶺女子矯正中心
獄警和獄友的善良，讓我熬過了最艱難的日
子；法官宣佈同意保釋時，聽眾席上響起的掌
聲，讓我禁不住淚如雨下；徹夜的大雪之後，
保安公司的員工暖心地為我年邁的母親掃出一
條小徑，讓我們感受到了冬日的暖陽。每次出
庭，都給法庭的工作人員增加了很大的工作
量，真心地道一聲：‘謝謝，給你們添麻煩
了’。”

中方：敬佩其堅強優雅
12月2日舉行的中國外交部記者會上，華

春瑩也特別提及這封親筆信：“我看了以後非
常感動”。華春瑩表示，去年12月1日，中國
公民、華為公司副董事長孟晚舟被加拿大應美
方要求無理拘押，迄今已經一整年了。她指
出，中方在孟晚舟事件上的立場是一貫和明確

的，美加兩國濫用其雙邊引渡條約，對中國公
民任意採取強制措施，嚴重侵犯中國公民合法
權益，這是一起嚴重的政治事件。

華春瑩強調，中國政府維護中國公民和企
業正當合法權益的決心是堅定不移的。我們再
次強烈敦促加方認真對待中方嚴正立場和關
切，以切實舉措糾正錯誤，及早釋放孟晚舟女
士，確保她早日平安回到祖國。

“孟晚舟女士作為一名被無理扣押的無辜
的中國公民，作為年幼孩子的母親和年邁父母
的女兒，在經歷了這麼多痛苦、失望和無奈之
後，仍然能如此堅強和優雅地面對，令人感到
十分敬佩。”華春瑩進一步指出，“我們衷心
祝願她早日平安回家，也希望大家用更多的正
義和溫暖照亮孟晚舟女士前行、回家的燈
塔。”

2018年12月1日，孟晚舟在溫哥華機場
被加拿大警方應美方要求拘押，至今未獲自
由。今年初，美國正式向加拿大提出引渡孟晚
舟的請求，加方之後推進孟晚舟的引渡聽證
會。9月23日，孟晚舟引渡案進入實質性審理
階段。

遭拘一年學會堅強從容容
孟晚舟公開信寫滿感恩

■■在華為發在華為發
表孟晚舟公表孟晚舟公
開信後開信後，，中中
方再次敦促方再次敦促
加拿大盡早加拿大盡早
釋放她釋放她。。圖圖
為孟晚舟為孟晚舟55
月出庭月出庭。。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稱所有關心她的人稱所有關心她的人““都是我的燈塔都是我的燈塔””中方再敦促加方放人中方再敦促加方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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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中山報道）為
期四天的2019年“熊貓盃”粵港澳大灣區青少年
棒壘球賽暨慢投壘球聯盟賽1日在“中山國際棒
球小鎮”東昇鎮落幕，來自粵港澳大灣區16支青
少年棒壘球賽參與角逐，其中，來自香港的不同
球隊，分別參加了棒球賽和慢投壘球賽。

本次比賽有來自中山、深圳、廣州、香港的
U12和U18青少年棒球隊共計8支，以及來自澳
門、香港、中山、廣州、深圳、惠州、東莞、珠海
的8支慢投壘球隊伍參賽。充滿青春活力的棒壘球
健兒在“中山國際棒球小鎮”東昇鎮進行了四天激
烈的角逐。在青少年棒球的賽事中，作為東道主的
中山隊伍表現搶眼，中山熊貓棒球隊獲得了U12組
別的冠軍，廣州市代表隊和深圳市代表隊分列二、
三名。在青少年棒球U18組的比賽中，中山市棒球

隊奪得了冠軍，深圳市業餘體校和廣州市棒球隊分
別獲得亞軍和季軍。慢投壘球賽事的桂冠則被東莞
隊贏得，廣州隊位居第二。

遵循足球規律 助力國家隊

■■前巴西球員艾克森入籍中前巴西球員艾克森入籍中
國國，，並助恒大奪冠並助恒大奪冠。。新華社新華社

短說
長話

■■廣州恒大重奪中超冠軍廣州恒大重奪中超冠軍，，成為成為““八冠王八冠王””。。 法新社法新社

中國足球超級聯賽最終積分榜中國足球超級聯賽最終積分榜
排名 球隊 走勢 勝 平 負 積分
1 廣州恒大 - 23 3 4 72
2 北京國安 - 23 1 6 70
3 上海上港 - 20 6 4 66
4 江蘇蘇寧 1 15 8 7 53
5 山東魯能 1 15 6 9 51
6 武漢卓爾 - 12 8 10 44
7 天津泰達 - 12 5 13 41
8 河南建業 - 11 8 11 41
9 大連一方 1 10 8 12 38
10 重慶斯威 1 9 9 12 36
11 河北華夏 2 9 6 15 33
12 廣州富力 1 9 5 16 32
13 上海申花 1 8 7 16 30
14 天津天海 - 4 13 13 25
15 深圳佳兆業 - 4 9 17 21
16 北京人和 - 3 5 22 14

■■富力的扎哈維富力的扎哈維
（（左左））以以2929球創造球創造
中超單賽季進球中超單賽季進球
紀錄紀錄。。 新華社新華社

其實，本賽季中超的爭冠局面堪稱近幾年中最激
烈的，失去了武磊的衛冕冠軍上海上港直到倒

數第二輪才“掉隊”，而北京國安將爭冠希望一直
維持到終局，最終只能看着不再犯錯的廣州恒大成
就八冠王偉業。

其他紀錄也在“更新”：北京人和遭遇“二年
級魔咒”，他們自第12輪之後一場未勝，最終以創
下新低的14分降級；廣州富力的扎哈維以29球創
造中超單賽季進球紀錄，也正是他的超神表現，讓
賽季狂丟72球的富力輕鬆保級；江蘇蘇寧老將汪嵩
則刷新了頂級聯賽出場紀錄，還創造了連續18個賽
季進球的紀錄。

聯賽依然堪稱精彩，產生了不少紀錄和經典比
賽，但不可否認的是，這個賽季奪人眼球的話題很多
並非由此而來。如果評選本賽季最大話題，歸化球員

大概會排在第一位，其他如職業裁判、梯隊建設、
U23和外援政策、限薪令等等，也都曾是一時熱點。

而所有這些，就如同賽季開始前通過的工資帽等
政策一樣，都在悄無聲息但又深刻地改變着聯賽。

總體來說，這些改變的大方向並沒有什麼問題，
其中強制建設梯隊等舉措更是關乎中國足球未來的關
鍵大計，值得堅持走下去。但另一方面，也有一些
“變化”總是來得有些突然，令人有朝令夕改之感。
要知道，俱樂部備戰聯賽是一件非常系統漫長的事
情，一些政策的忽然變化也許有合理性，但也會令很
多俱樂部無所適從。

當然，中超聯賽經過前幾年的迅猛發展，確實
也到了一個需要整頓一下再出發的階段，從這個角
度看，這個“變革期”的到來恰逢其時，尤其是在
職業聯盟呼之欲出的當下。

那麼，如何順利度過這樣一個“變革期”，
讓中超能繼續穩定繁榮地走下去，同時也能為中
國足球尤其是國家隊提供更多助力，是擺在中
超聯賽面前的一大課題。

這其中，最重要的無疑是政策的制定和實
施。2019賽季已經結束，距離新賽季還有三個
月的時間，如果下賽季是職業聯盟來接手中
超，那麼留給他們的時間其實並不是很多，
要沿用哪些政策，要實行哪些新政，這些都
不是一拍腦袋就能決定的事情。

其實，一切關於中國足球發展的“康
莊大道”都已經在足改方案之中了，對中
超聯賽來說，遵循足球規律是第一位的，
一切揠苗助長的政策或想法最終都只會害
了中國足球。 ■新華社

■■武大靖武大靖（（左左））衝過終點後與衝過終點後與
隊友安凱慶祝隊友安凱慶祝。。 新華社新華社

短道速滑世界盃名古屋站
1日進入最後一個比賽日，中
國隊勇奪男子5,000米接力冠
軍，韓雨桐獲得女子1,500米
第二次比賽銅牌。中國隊以1
金1銅的成績結束本站比賽。

當天由武大靖、任子威、
韓天宇和安凱組成的中國男子
接力隊力克韓國隊和俄羅斯

隊，以7分02秒759的成績摘得男子5,
000米接力冠軍。

女子1,500米第二次比賽決賽中，荷
蘭選手舒爾婷在最後兩圈時鎖定領先位
置，用時2分30秒906第一個衝過終點
線。加拿大選手薩羅特、中國選手韓雨
桐分列二三位，另一名中國選手張雨婷
排名第五。

男子1,500米第二次比賽決賽，韓國
選手朴智元奪得冠軍。中國選手安凱在
最後一個彎道與其他選手發生碰撞，最
終獲得第六名。

女子500米比賽，加拿大選手布廷再
次用金牌鞏固了自己在該項目中的霸主地
位，這是她本賽季在這一項目上的三連
冠。意大利老將豐塔納獲得亞軍，季軍則
被在前一天比賽中獲得女子1,500米第一
次比賽金牌的韓國選手金智有摘得。

男子500米比賽中，匈牙利選手劉少
昂將冠軍收入囊中，他從起跑開始一路
領先，後程不斷加速將對手遠遠甩在身
後，最終一邊鼓掌一邊輕鬆滑過終點。
俄羅斯選手西特尼科夫和韓國選手朴在
旭獲得該項目二三名。

女子3,000米接力比賽中，意大利
隊、加拿大隊和俄羅斯隊分獲前三名。

12月6日至8日短道速滑世界盃上海
站將在上海東方體育中心體育館進行。

■新華社 ■■韓雨桐獲女子韓雨桐獲女子11,,500500米銅牌米銅牌。。 新華社新華社

電競上海大師賽完美收官
香港文匯

報訊（記者 夏
微 上海報道）
1日晚間，隨
着最後一個比
賽項目《守望
先鋒》大師邀
請賽的落幕，
本屆電競上海
大師賽也圓滿
收官。來自內地的四支《守望先鋒聯賽》隊伍，杭
州閃電隊、上海龍之隊、成都獵人隊和廣州衝鋒
隊，經過激烈角逐，最終由上海龍之隊（見圖）拿7
勝主場奪冠。

本次2019電競上海大師賽四天賽事，超過5,
000人次觀眾現場觀賽。單天單個平台在線觀看人
數峰值在180至200萬，四天網絡觀看人數超過
3000萬次。

2019賽季中超聯賽隨着廣

州恒大實現八冠王偉業落下帷

幕。回顧這個賽季，最令人印

象深刻的不是恒大、國安、上

港激烈的爭冠“三國殺”，也

不是扎哈維創造的29球新進球

紀錄，反倒是歸化球員、U23

和外援政策、限薪令等政策層

面的東西。這似乎昭示着中超

正處於變革期之中，眼下最重

要的是找準方向，堅定不移地

遵循足球規律搞聯賽。

中國奪5000米接力冠軍短
道
世
盃

大灣區青少年棒壘賽中山落幕

■■粵港澳大灣區青少年棒粵港澳大灣區青少年棒
壘球賽在中山舉行壘球賽在中山舉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攝攝

韓跑手大嶼山54公里封王
香港文匯

報訊（記者 陳
曉莉）香港50
系列賽─大嶼
山50，於剛剛
過去的周日在
東涌開跑，這
亦是香港50系
列 賽 的 第 二
站。該賽事曾三度獲選為“亞洲Skyrunning冠軍
賽”，因此吸引不少香港及國際精英跑手挑戰。今
屆賽事的54公里男子組冠軍，由韓國的金志燮（見
圖）以6小時3分47秒衝線奪得，比去年快4分36
秒。女子組首名則屬於日本的上田彩香，她以8小
時28分22秒完成賽事，香港女跑手莊穎怡以8小時
34分07秒屈居第二。

香港50越野跑系列賽共有四場賽事，包括港
島的50公里組別和其餘三場的54公里組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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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導】由美南傳媒集團（Southern
News Group）與麥當勞（McDonald）聯合舉辦的“美南傳媒•
走進哈佛”（Southern News Group into Harvard University）麥當
勞教育展(McDonald's Education Workshop) 將於2019年12月7在
哈佛大學科學中心隆重舉行。本次教育展由美南傳媒集團李蔚華
董事長親自掛帥，率美南新聞集團最強陣容，並邀請到美國教育
專家、大學本科招生顧問、哈佛大學優秀學生代表主旨演講，幫
助高中生如提高學習技巧，如何準備SAT和ACT考試，如何書
寫個性化簡歷（Essay），申請大學應包括哪些內容和注意事項，
以及如何選擇自己的職業道路等。

美南傳媒集團董事長李蔚華先生指出，經過40年的經營和
發展，美南傳媒集團通過發行《美南日報》、美南國際電視台、
黃頁、印刷服務、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等，以此響應不斷增長的社
區服務需求，從而擴大美南傳媒的影響力和服務範圍。美南國際
貿易中心將來自世界各地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群聚集在一起
，通過新開發設計的社交媒體營銷產品以全彩色數字演示報告，
通過互聯網“實時”地將更新的新聞和營銷信息帶到辦公室和商
業環境，以此達到相互交流、相互合作、共同發展的目的。美南
傳媒集團的核心使命保持不變：成為為休斯頓乃至全美各主要城
市提供全方位服務媒體組織和社區服務員。

現在，美南傳媒集團感到榮幸和自豪，今年再次贊助與麥當
勞公司合作，舉辦了第八屆麥當勞年度教育展，並首次走進世界
著名的哈佛大學。

因為美南傳媒已經看到了以前的教育展對學生及其父母的影
響力，所以美南傳媒認為這是為所服務社區所做的最重要的活動
。

在這些活動中，美南傳媒集團邀請了一群非常特殊的學者、

教育家、前高中生及在校大學生
，他們已在各自的領域中有所建
樹並取得了成功，從而指導和啟
發應屆高中畢業生如何選擇適合
自己的最佳大學和學院，並與學
生和家長分享他們鼓舞人心的生
活故事，講述他們如何被頂尖大
學所錄取以及他們如何將夢想變
為現實的。

在當今世界，教育是全球最
重要的事情。所有國家，不論大
小，富裕或貧窮，都在努力工作
，努力改善其教育體系，以實現
其全部潛力和最高經濟目標。

即使在美國，我們也需要改
善教育環境，在當今競爭激烈的
世界中取得成功。為了使我們的
畢業生成為社區領導者，成為具
有競爭力的成功者，我們必須盡
一切可能支持，激勵和鼓勵當今
的學生。

李董事長在這裡告訴您，作
為新聞媒體的領導者，他將竭盡
所能，並成為教育界的推動力量
，以改善和向我們的社區提供最
佳教育資源服務。

他祝愿所有的學生及其父母在今年的教育展上取得圓滿成功
，他相信學生們在自己選擇的大學中學習，成功的職業生涯將隨
之而來。

“美南傳媒•走進哈佛” 董事長給您傳達的信息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導】由美南傳媒集團
（Southern News Group）與麥當勞（McDonald）
聯合舉辦的“美南傳媒•走進哈佛”（Southern
News Group into Harvard University）麥當勞教育
展(McDonald's Education Workshop) 將於 2019 年
12月7在哈佛大學科學中心隆重舉行。

本次教育展邀請到哈佛大學主攻經濟學專業
的優秀在校學生王卿卿（Crystal Wang）擔任主
旨演講人，她在教育展開幕時演唱美國國歌，她
演講的主題是：“激情的重要性：音樂和行動主
義之旅” （Importance of Passion: Journey through
Music and Activism）。

王卿卿今年以總分排名第一的成績畢業於休
斯頓紀念高中（Memorial Senior High School），
被哈佛大學和伯克利音樂學院同時錄取，因其具
有創造性的音樂天賦，在哈佛大學讀完經濟學後
直接進入伯克利音樂學院進行音樂碩士學位培訓
。

王卿卿高中期間發起並成立了一個由她領導
的“學生腫瘤支援救助” 組織 (Students for On-
cological Aid and Relief，SOAR) ，SOAR 是非營
利慈善機構，主要為癌症患者在困難時期提供幫
助和快樂。 SOAR籌集的資金超過50,000美元，
還收集了許多物品，幫助了 1,806 名癌症患者。

她獲得國會議員艾爾•格林（Al Green）、國會
議員皮特•奧爾森（Pete Olson）、國會議員希
拉•傑克遜•李（Sheila Jackson Lee）的表彰。

王卿卿作詞、作曲並擅長演唱，她即彈鋼琴
又彈吉他。她於2019年8月10日在休斯頓西區中
國教會舉行慈善音樂會，展示了她充滿青春和激
情的愛心演出，將募捐的款項捐給癌症患者。休
斯頓市長西爾維斯特•特納（Sylvester Turner）
親臨現場觀看演出，並將8月10日定為 “王卿卿
日” （Crystal Wang Day）。

“美南傳媒•走進哈佛”
哈佛大學優秀學生王卿卿教育展主旨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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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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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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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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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1對1》老城奇事 中國·蚌埠——土耳其·伊斯坦布
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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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2019 -12/8/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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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4 5 6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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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8/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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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5集

鞠萍姐姐講故事

健康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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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士頓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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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海峽兩岸

中國文化

治安對談 (重播) 休士頓論壇 (重播) 電影藏密

電視劇《金婚》 第26~30集 (重播)

檔案 (重播) 華人世界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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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5集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幸福帳單 (重播)

經典電影

綠水青山看中國

電影藏密 (重播)

Southern Television 15.3             2019年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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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南大咖談 

Chinese Class

22:30-23:00 養生堂五味草堂

光鹽健康園地 (直播) 治安對談 (直播)

光鹽健康園地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直播)

電視劇《金婚》 第26~30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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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三       2019年12月4日       Wednesday, December 4,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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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視、公視《鏡子森林》將

在今（1）日晚上十點民視無線

台首播，也是資深藝人賀一航的

遺作，《鏡子森林》中飾演議長

，為人海派重江湖道義，當了十

多年議長，有「喬王」稱號，善

於利益分配，只要有搞不定的糾

紛，他一出馬，必定讓雙方服服

貼貼，是遊走黑白兩道的大老級

人物。總導演鄭文堂表示這一部

戲看到議長的角色，馬上就想到

賀一航大哥，尤其他爆發力的演

技，令人印象深刻，非常感謝他

敬業並努力的完成到最後一刻。

賀一航生前拍《鏡子森林》

時，還相當有活力，他飾演老議

長，與一手提拔出來的市長柯叔

元有不少衝突場面，柯叔元表示

基本上在角色上是息息相關，尤

其在劇中是有政治的歷史跟淵源

，「兩人就像師徒一樣，他是老

師，我是徒弟」，劇中當然也有

理念不合，起衝突的場面，柯叔

元表示，「有一場戲是在議會辦

公室，只有他們兩個人，然後賀

大哥要生氣的把一堆資料砸在我

臉上，為了這場戲，賀大哥砸了

好幾次，因為他很怕砸傷我。」

提起跟賀一航的合作，柯叔

元十分懷念，儘管賀一航在拍戲

現場話不多，但他遇到新生代演

員都會關心對方，跟他相處很自

然，是位非常溫暖的大哥，在劇

中兩人之間互相丟球激盪的火花

，令他印象非常深刻。

劇中飾演社會線記者侯方平

的姚淳耀，也非常感謝可以跟賀

一航大哥合作，感受到他對角色

的感染力，令他印象深刻是第一

場要跟賀大哥拍戲，是非常衝突

的場面，沒想到賀大哥一看到他

是非常和藹可親的打招呼，讓他

緊張感瞬間減少不少。

瑭霏則十分感念賀一航的教

導，尤其劇中飾演女兒的瑭霏更

是在拍攝演員宣傳影音眼眶泛紅

說，「賀大哥真的是很溫暖的前

輩，還會私下帶吃的到片場給我

」，令她印象深刻是拍完回家會

傳簡訊鼓勵我，讓首次拍戲的瑭

霏像吃了定心丸。

賀一航一如既往時常不照劇

本演，而是把台詞消化後更生活

化，也讓後輩長見識了。

《鏡子森林》在今日晚上民

視首播，12月7日起也將於公共

電視以及龍華偶像台播出。網路

播放平台：四季線上影視、

LINE TV、KKTV、FriDay平台加

入播映行列。

賀一航遺作賀一航遺作
《《鏡子森林鏡子森林》》首播首播
導演：感謝他敬業完成到最後一刻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感恩節
前後，休市各大寺廟紛紛啟建慈悲道
場梁皇寶懺法會。先是中台禪寺於11
月 17 日至 11 月 28 日舉行。很多平常
晚間要上班者無法參加。而玉佛寺在
感恩節至周日連四天集中拜懺，則方
便了許多上班族。這項於每天上午九
時至下午四時在玉佛寺大雄寶殿啟建
「慈悲道場梁皇寶懺」全程恭請德州

佛教會方丈和尚上宏下意師父主懺，
共有多位法師及信眾百餘人參加。

梁皇寶懺素有 「懺王」的美譽，
是梁武帝為了超度皇后郗氏，禮請寶
志禪師等高僧所制。此懺法能夠災消
吉至罪滅福生，禮懺時由法師帶領，

按照皈依、斷疑、懺悔、解冤、禮佛
、報恩、回向等懺儀，提起同修大眾
的正念，讓身心在禮懺中增福增慧自
在清涼。

禮拜梁皇寶懺，對現世父母是無
上的孝心與感恩，也是追薦回向過去
先人的最好方法。禮拜梁皇寶懺的功
德殊勝恩沾九有、德被四生，可謂冥
陽兩利。

主法的宏意法師也不忘隨機開示
大眾，尤以最後一天法會，宏意法師
說：我們日常生活中，有很多法門，
方法。他特別提到以 「誠」 「敬 」二
字作為待人處世一切禮儀、規矩。遵
循此二字，他認為一般不會犯規，犯

戒，不會傷害別人，不會傷害自己。
他記得自己年輕時舟車勞頓去拜

訪一位師父，見面時已是下午近晚上
。開山法師特別留下來陪他用餐，而
不計出家人 「過午不食」的習慣，這
件事給他留下很深的印象。開山法師
待人的 「恭敬，虔誠」影響他一生。

而千百年來，凡虔敬禮拜此寶懺
者，皆有 「災消吉至，罪滅福生」之
感應，亦能資助亡者超生善道，往生
淨土等殊勝功德。
真可謂 「罪從心起將心懺，心若滅時
罪亦亡；心亡罪滅兩俱空，是則名為
真懺悔。」

玉佛寺啟建慈悲道場梁皇寶懺大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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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NU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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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屆第十四屆““豐田杯豐田杯””少年乒乓球錦標賽少年乒乓球錦標賽
(本報訊STERLING MCCALL TOYOTA公司多年來以其良

好的信譽和口碑服務於大休斯頓地區的廣大華人華僑並得到了大
家的一致好評。近年來該公司組建了一支強大的華人銷售和服務
團隊。他們以最優惠的價格和最周到的售後服務，把經濟耐用，
質量上乘的各種新型號的豐田汽車展現在顧客的面前。 STER-
LING MCCALL TOYOTA公司在獲得良好的經濟和社會效益的
同時，還積極地支持大休斯頓地區的少年乒乓球運動的開展。由
該公司贊助主辦的第十四屆“豐田杯”少年乒乓球錦標賽將於
2020年1月5日（星期日）上午9：30在德州乒乓球訓練中心舉
辦。屆時將有眾多的少年乒乓球愛好者展現他們的球藝。此次比
賽的目的在於檢驗大休斯頓地區的少年乒乓球運動水平，培養孩
子們積極向上和敢於拼搏的精神，增強他們的體質，並能在比賽
中互相學習，取長補短，共同提高，促進少年乒乓球運動的快速
發展。

本次比賽也得到了在休斯頓有著極佳口碑的
脊椎骨神經科劉書德醫師的鼎力相助。劉醫生多
年來非常關注和支持休斯頓的少年乒乓球運動，
並贊助此次比賽。

凡是年齡在18歲以下，身體健康的少年男女
乒乓球愛好者均可報名參賽。報名費30美元。報
名截止日期為 2019年12月28日。超過規定時間的
報名者，報名費為45美元。本屆比賽不接受現場
報名。所有參加比賽的運動員請於2020年1月5日
上午9:00 以前到達比賽場地報到。

此次比賽只設單打項目。分A，B，C, D 四
個組別。

根據比賽選手的技術水平分別進入相應組別。比賽採取3局
2勝，每局11分。比賽將使用國際標準三星白色乒乓球。豐田汽

車公司將為獲獎運動員提供獎杯一座。同時為所有參賽的運動員
提供免費午餐和飲料。

德州乒乓球訓練中心地址：5902 SuiteA Sovereign Dr. Hous-
ton, TX, 77036. 聯繫人：王教練，手機：832-287-6688

玉佛寺梁皇寶懺大法會由佛教會方丈上宏下意師父主法及多位出家師父共同玉佛寺梁皇寶懺大法會由佛教會方丈上宏下意師父主法及多位出家師父共同
帶領帶領。（。（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玉佛寺信眾百餘位信眾參加連四日的梁皇寶懺大法會圖為玉佛寺信眾百餘位信眾參加連四日的梁皇寶懺大法會。（。（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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