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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滎陽汪溝遺址河南滎陽汪溝遺址
發現目前中國最早絲綢發現目前中國最早絲綢

中國絲綢博物館、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河南省滎陽市共同召開仰韶時代絲綢發現新聞發布
會。2017年和2019年，中國絲綢博物館科研團隊通過酶聯免疫檢測技術，在滎陽汪溝遺址的4個翁
棺中發現絲織品的殘存。這與20世紀80年代滎陽青臺遺址出土的織物屬於同類、同時期絲織物，距
今5500年左右，是目前發現的中國最早的絲綢。圖為滎陽汪溝遺址出土的碳化絲織品及放大後顯示
出的紋絡圖片。

越南工人露天制作魚露越南工人露天制作魚露
無數鳳尾魚匯成銀色無數鳳尾魚匯成銀色““海洋海洋””

裝甲車和直升機護送裝甲車和直升機護送
波蘭從倫敦運回百噸二戰時期黃金波蘭從倫敦運回百噸二戰時期黃金

據英國天空新聞網據英國天空新聞網33日報道日報道，，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波蘭的黃金波蘭的黃金
儲備被秘密運往三大洲儲備被秘密運往三大洲，，分別存放分別存放
在倫敦在倫敦、、紐約和渥太華紐約和渥太華。。如今如今，，通通
過壹項絕密的遣返任務中過壹項絕密的遣返任務中，，100100多多
噸黃金從倫敦運回了波蘭噸黃金從倫敦運回了波蘭，，並被放並被放
置在壹個高度安全的地方置在壹個高度安全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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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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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成“超級充電寶”科技引領“智慧未來”

科技推動制造業脫胎換骨、轉型升

級，也給未來生活帶來無限可能。12月

4日，“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網絡主題

活動采訪團走進山東青島的海信發展研

究中心和特來電新能源有限公司，在這

裏，不僅可以現場體驗智慧家居、智慧

社區、智慧城市帶來的舒適便利，還能

通過新能源汽車的發展，暢想壹下未來

的智慧交通。

電視裏可以聊天
計算機能輔助手術
在海信發展研究中心，記者們看

到，電視有了新玩法，除了收視，還

兼具了社交功能，用戶可以壹邊追劇

，壹邊跟朋友線上聊天，全新自研的

Hi Table大屏交互系統，讓社交不再局

限於手機和電腦，也可以融入到家庭

影音中。

基於5G+AI+IoT技術的融合積澱，

海信旗下互聯網獨角獸公司聚好看在

行業內率先推出全場景圖搜和AI語音

，壹臺電視打通衣、食、住、行、娛

等13大生活場景。今年8月，通過對大

屏社交全新交互升級，可實現6路視頻

通話等功能，為家庭提供全場景智慧生

活服務。

除了關註家庭娛樂，海信還將重

點放到智慧社區、智慧城市建設。在

中心的智慧社區版塊，播放著海信參

與精準醫療手術示範案例。借助海信

CAS(計算機輔助手術系統)，醫療人員

可依據 CT等二維圖像創建 3D模型圖

像，既能準確地還原組織的真實狀態

，還可以提供動、靜脈血管分布等分

離重建畫面，真正做到了手術的指征

研判、方案規劃、步驟模擬、術中導

航等方面的全程輔助。目前，海信自

主數據服務及部分跟蹤到的醫院數據

共計6300多例。

新技術讓新能源汽車變成“超級充
電寶”

未來，電動汽車或將給我們帶來更

多驚喜。

根據國家規劃，到2030年，我國電

動汽車規模將達到1億輛，屆時年充電

量高達4600億度左右。

“電動化、新能源化已經成為汽

車的發展趨勢，按照車聯網理念，電

動汽車最大的變化就是，讓其從原來

的交通屬性變為承載大數據的新智能

載體，也能夠成為移動的儲能設備”。

青島特銳德電氣股份有限公司品牌總經

理趙健說。

電動汽車的電池是天然的移動儲能

設備，可以帶著能源跨越時間和空間移

動，我們可以今天在A地充電，明天在

B地放電。同時，電動汽車作為壹種電

子產品，其中蘊含著豐富的數據，如用

戶行為信息、車輛信息等等，我們都可

以加以分析和利用。因此，電動汽車將

來不僅能拉人拉貨，還能“拉能源”和

“拉數據”。

現在，特銳德正打造壹個全國最大

的充電網、車聯網、互聯網“三網融

合”的生態雲平臺，壹個個獨立的充電

終端通過物理連接和智能調控形成充電

網，充電網則通過數據信息的提取傳輸

能力，打通車聯網與互聯網之間的壁壘

，形成新能源和新交通雙向深度融合的

新產業。未來，希望通過充電網、電動

汽車、分布式儲能，能夠反哺國家電網

。

充電40秒續航10公裏
無人智能充電開啟“新時代”
隨著人工智能、公交車輔助駕駛、

無人調度技術的成熟，城市公共交通

將成為最有條件率先實現無人駕駛的

行業。

今年9月，“超級智能充電弓”在

上海外灘正式啟用，這是由青島特來電

新能源有限公司研發、世界首創的智能

充電設備。

這壹與公交站牌融為壹體的充電設備

或許並沒有引起上海乘客的註意，但卻在

乘客上下車的間隙就對公交車進行了快速

充電，40秒的充電時間即可續航10公裏。

不僅如此，智能充電弓還具備自動識別、

自動匹配充電、智能雲端管理、異物檢測

智能擦除、多觸點搭接連接等無人化操作

功能，可以自動實現下壓和對接充電，整

個過程都脫離了人工操作。降弓和充電壹

鍵完成，在世界範圍率先實現了充電智能

化控制、無人化操作，將是未來無人駕駛

的完美解決方案。

海外生產占比創新高
日本經濟面臨生產效率提升挑戰

據日本國際協力銀行日前公布的壹項“日本制造

業企業海外業務發展動向調查”專題報告，2018年度

日資企業在海外生產量占日本企業生產總量的36.8%，

創1989年有調查記錄以來最高水平。同時，海外銷售

額占到日企銷售總額的38.7%，海外收益占比達到營業

總收益的36.4%，均保持在歷史高位。

該調查的對象是在海外擁有3家以上當地法人企

業的日本企業集團，共1000多家，比較全面地反映了

日本制造業海外轉移情況。調查顯示，2001年時日本

制造業海外生產比例不足25%，近年來制造業海外依

存度不斷上升。根據不同行業分類，纖維、服裝行業

海外生產占比達55%，汽車行業海外生產占比達44.8%

，電機電子行業達42.5%。從海外收益看，汽車行業海

外收益占46.2%，電機電子行業占33.5%。受到日元匯

率、海外能源原材料等價格因素影響，收益率雖然比

2017年略有下降，但仍保持在歷史高位。

另據日本經濟產業省最新壹期“海外事業活動

基本情況調查”，截至2018年7月份，以國內所有

法人為基數的制造業海外生產比例為25.4%，年增

1.6%，達到了歷史最高水平。其中，車輛等運輸機

械、信息通信機械海外生產比例分別達到47.2%和

29.3%。海外企業銷售總額達到288.1萬億日元，同

比增長11.8%，當年利潤收入9.9萬億日元，增長

9.5%。這項調查顯示，對華投資占到日本海外投資

法人總數的30.2%。從海外投資目的地意向看，今

後3年內印度、中國、東南亞仍是日本企業主要投

資方向。

縱觀日本制造業發展，海外生產占比不

斷增高。但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日本企業

的海外投資生產與近來制造業海外轉移有明

顯不同。上世紀80年代初，日本為解決外貿

順差，開始將汽車、機電等制造業向美國及

北美地區轉移。同時，為降低成本、提升國

際競爭力，開始大量向東南亞、中國等地投資，曾

引發日本社會對國內“產業空心化”的擔憂。據三

菱摩根士丹利證券公司對亞太20個國家和地區工

業產品原價比較，海外生產比在日本國內生產成本

降低20%至25%左右，2012年平均比日本低26%，

2017年平均低21.4%。因此，日本國內市場消費產

品也開始大量在海外生產返銷日本。據日本經濟產

業省統計，近年來每年返銷額達1000億美元左右。

2000年以後，日本海外投資又出現新變化，壹

是隨著中國等亞洲消費市場擴大，日本企業從單純

的加工生產、轉口貿易，發展為面向當地市場的生

產銷售；二是由於日本國內勞動力人口下降，日本

制造業不得不尋求擴大海外發展之路。

根據日本政府經濟財政咨詢會議資料顯示，2000

年時日本15歲至64歲的勞動力人口曾達到8638萬

人，2015年時勞動力人口下降10.5%，為7728萬人

。預計到2025年和2040年，勞動力人口將分別下

降至7170萬人和5978萬人。勞動力不足成為制約

日本經濟和制造業發展的主要阻力。

雖然今年日本政府允許引進外國勞動力和技術

人才，但對日本產業界仍是杯水車薪。今後，隨著

日本勞動力人口進壹步下降及市場萎縮，制造業很

可能進壹步向海外發展。同時，日本經濟界也擔心

今後世界經濟形勢變化對日本經濟的影響將更加明

顯。

不久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聲明中呼籲日本

實行財政結構改革，建議到2030年將消費稅提升至

15%，到2050年之前將消費稅提升至20%，呼籲日

本在認真解決人口下降問題的同時，進壹步提高生

產效率。近年來，日本雖然加大了對服務業等第三

產業的支持力度，但這壹領域的日本勞動生產率在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成員中處於中下水平，因而日

本經濟面臨如何提高生產效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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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掠影
世界名人網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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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19 年年 1212 月月 77 日日，，由中國人活動中心由中國人活動中心//華助中心主辦的華助中心主辦的 20202020 年大休斯敦地區年大休斯敦地區
《《擁抱春天擁抱春天》》春節聯歡晚會舉行啟動儀式春節聯歡晚會舉行啟動儀式，，中國駐休斯敦總領事館劉紅梅副總中國駐休斯敦總領事館劉紅梅副總
領事出席領事出席，，並與劉妍副主席並與劉妍副主席、、陳韻梅陳韻梅、、吳安萍副執行長吳安萍副執行長、、王曉芬執委王曉芬執委、、贊助商贊助商
稀飯旅行總代表李玟嫻稀飯旅行總代表李玟嫻、、休斯敦五邑同鄉會戴慧怡會長休斯敦五邑同鄉會戴慧怡會長、、香港獲獎紅歌星香港獲獎紅歌星CocoCoco
及美中電影節副主席吳建俊合影及美中電影節副主席吳建俊合影。。

20192019年年1212月月66日日，，著名抗災英雄廖船長和青年書法家卞仕蕙著名抗災英雄廖船長和青年書法家卞仕蕙WinnieWinnie喜結連理喜結連理，，
媒人劉濤和證婚人黃以法長老和來自大休斯敦地區的親友和媒體朋友們均前往媒人劉濤和證婚人黃以法長老和來自大休斯敦地區的親友和媒體朋友們均前往
富有德州牧場風情的浪漫教堂參加婚禮並接受祝福富有德州牧場風情的浪漫教堂參加婚禮並接受祝福，，同圓夢想同圓夢想。。

2019年12月6日，HBU每年一度的Guild聖誕午餐會上，著
名歌唱家、聲樂教授宋海燕Summer Song受邀開場演唱天籟
之聲，HBU創始人、百歲的Steward Title董事長莫里斯先
生熱淚盈眶，知音之情溢於言表。圖為謝幕後宋海燕特意
前往表達謝意。

休斯敦市長決選於休斯敦市長決選於1212月月22日開始早期投票日開始早期投票。。進入決選的黑進入決選的黑
馬馬Tony BuzbeeTony Buzbee於於20192019年年1212月月99日中午日中午，，在在PICOPICO德州餐廳德州餐廳
舉行歡迎前州長舉行歡迎前州長、、川普內閣能源川普內閣能源
部長瑞克培瑞部長瑞克培瑞Rick PerryRick Perry回德州回德州
老家老家。。圖為兩位領袖與僑領圖為兩位領袖與僑領、、原原
德州江蘇總會會長德州江蘇總會會長、、世界名人網世界名人網
總裁陳韻梅合影總裁陳韻梅合影。。

休斯敦市長決選於休斯敦市長決選於1212月月22日開始早期投票日開始早期投票。。進入決進入決
選的黑馬選的黑馬 Tony BuzbeeTony Buzbee 於於 20192019 年年 1212 月月 99 日中午日中午，，在在
PICOPICO德州餐廳舉行歡迎前州長德州餐廳舉行歡迎前州長、、川普內閣能源部長川普內閣能源部長
瑞克培瑞瑞克培瑞Rick PerryRick Perry回德州老家回德州老家。。圖為兩位領袖接見圖為兩位領袖接見
特意從香港趕到第二故鄉德州的名模特意從香港趕到第二故鄉德州的名模、、獲獎歌星獲獎歌星、、
世界名人網國際記者世界名人網國際記者CocoCoco蕭蕭。。

20192019年年1212月月77日日，，德州和統會在皇冠酒店成功舉行換屆選德州和統會在皇冠酒店成功舉行換屆選
舉舉，，選舉江震遠為新一屆會長選舉江震遠為新一屆會長，，陳韻梅為財務長陳韻梅為財務長，，梁成運梁成運
先生為德州和統會監事會主席先生為德州和統會監事會主席。。圖為梁主席特別為即將於圖為梁主席特別為即將於
20202020年一月舉行的德州和統會聯手休斯敦和統會年一月舉行的德州和統會聯手休斯敦和統會、、美中友美中友
好促進會主辦的兩岸三地大聯歡品牌活動捐款好促進會主辦的兩岸三地大聯歡品牌活動捐款。。

20192019年年1212月月44日和日和77日日，，恆豐銀行加州第三家分行阿凱迪亞市分行和內華達恆豐銀行加州第三家分行阿凱迪亞市分行和內華達
州第四家分行州第四家分行Henderson BranchHenderson Branch 分別隆重開業分別隆重開業。。圖為吳文龍董事長和全體圖為吳文龍董事長和全體
董事及嘉賓一起為董事及嘉賓一起為Henderson BranchHenderson Branch分行剪彩分行剪彩。。

20192019年年1212月月44日日，，休斯敦不分區第一席市議員休斯敦不分區第一席市議員
Mike KnoxMike Knox 在市政府向執法人員頒發褒獎狀在市政府向執法人員頒發褒獎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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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將於以較大比例選票進入即將於1212月月1414日進行的決日進行的決
選選，，對解決休斯敦社區治安有著獨特的解決方對解決休斯敦社區治安有著獨特的解決方
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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滬迪園“優獸大都會”開工
開幕不足三年 成擴建速度最快迪士尼度假區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
道，北京冬奧組委9日向記者透
露，賽會志願者全球招募5日正
式啟動後，截至 12 月 9 日 18
時，短短4天多時間，報名人數
已達46.3萬。

北京冬奧組委人力資源部部
長閆成表示，北京冬奧會賽會志
願者計劃招募2.7萬人、冬殘奧
會1.2萬人，賽會志願者啟動招
募後，報名非常踴躍。冬奧組委
會嚴格按照招募條件和招募程序
進行選拔，給予志願者申請人平
等的參與機會。同時，沒有被錄
用為賽會志願者的申請人還可以
參加城市志願者項目。

北京冬奧會和冬殘奧會賽會志
願者報名工作將一直持續到2021
年6月底。閆成說：“賽會志願者
報名不分先後，只要賽會志願者申
請人在規定的時間內提交報名申
請，都可以獲得同等的錄用機會，
也不會影響崗位分配。”

據了解，在賽會志願者申請
人報名後，北京冬奧組委及其授
權或委託的組織機構，將開展一
系列工作，包括資格審核、測試
選拔、崗位預分配、發出錄用通
知、上崗服務。

賽會志願者錄用工作將於
2021年9月30日前全部完成，
在這之前，冬奧組委會陸續發放
錄用通知。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2020年台
灣地區領導人選舉依程序於9日進行候選人號
次抽籤。親民黨候選人抽中1號，中國國民黨
候選人抽中2號，民進黨候選人抽中3號。

候選人號次是在投票時該組候選人在選
票上的數字代碼，由候選人或其代表在選務
主管機構的主持與監督下抽取。2020年台
灣地區領導人選舉將於明年1月11日投票，
此次號次抽籤距投票還有33天。

9日上午，親民黨候選人“宋余配”
（宋楚瑜、余湘）由親民黨秘書長李鴻均代
表抽籤，抽中1號。隨後，國民黨候選人
“國政配”（韓國瑜、張善政）由韓國瑜抽
籤，抽中2號。民進黨“英德配”（蔡英
文、賴清德）則由賴清德抽籤，抽中3號。

台選舉號次出爐 韓國瑜抽中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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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迪士尼樂園的“瘋狂動物城”主題園區是上
海迪士尼度假區的第二大主要擴建項目，將毗

鄰“夢幻世界”主題園區，開幕後將帶來全新的景
點、娛樂演出、商品和餐飲選擇，建成後將成為上
海迪士尼第八個主題園區。

同名動畫電影轟動
作為深受全球各年齡層遊客喜愛的故事，

《瘋狂動物城》動畫電影在2016年一經上映，即
在內地引起了轟動效應。隨着電影在內地市場取
得巨大成功，遊客對於《瘋狂動物城》這部攬下
包括奧斯卡最佳動畫電影獎等諸多大獎的故事的
喜愛，將在上海迪士尼樂園“瘋狂動物城”全新
園區開幕後創造遊覽高峰。開幕後，除了朱迪和
尼克兩位主角，一眾廣受歡迎的角色包括閃電、
夏奇羊、豹警官、牛局長和犀利哥等都將在全新

園區悉數現身。
上海迪士尼度假區總裁及總經理薛逸駿（Joe

Schott）表示：“對於上海迪士尼度假區和‘瘋狂動
物城’的愛好者們來說，這是一個令人激動的時刻。
自今年年初宣佈打造‘瘋狂動物城’主題園區以來，
無論是內地還是世界各地的遊客都對未來新園區有着
熱切的嚮往和期待。”

“不可否認，上海迪士尼如此快速的改擴建步

伐，確實超出了業界預期，證明迪士尼對於內地市
場需求的信心十分充足。”有業內專家表示。實際
上，就連上海迪士尼也在今年初發佈擴建消息的同
時，為自己冠下了一個“迄今為止擴建速度最快的
迪士尼度假區”的頭銜。公開資料顯示，上海迪士
尼於2016年6月開園後，在同年10月便宣佈擴建
“玩具總動員”園區，不到兩年第一個新園區便正
式開幕。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及北京商

報報道，上海迪士尼樂園開幕不足三年，

一直在持續擴容，是擴建速度最快的迪士

尼度假區。上海迪士尼度假區9日宣佈其

主題樂園中最新的擴建項目“瘋狂動物

城”（Zootopia，港譯“優獸大都會”）

完成場地準備工作，正式啟動主要施工。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農業農村部
9日消息，隨着國家和地方一系列恢復生豬生產政策
措施落實，近期生豬生產出現轉折性積極變化，生豬
存欄和能繁母豬存欄雙雙探底回升，其中11月份生豬
存欄環比增長2%，自去年11月份以來首次回升。

中國農業農村部畜牧獸醫局局長楊振海表示，
隨着政策效果開始顯現，加上市場行情帶動，養豬
場戶補欄信心進一步增強。據農業農村部對內地
400個縣定點監測，11月份生豬存欄環比增長2%；
能繁母豬存欄環比增長4%，連續2個月回升，內地

生豬生產整體趨穩向好。
他介紹說，從不同區域看，11月份有18個省份生

豬存欄環比增長，比上月多6個；22個省份能繁母豬
存欄環比增長，比上月多5個。其中，東北、西北、
黃淮海、華東、華南等地區生豬生產恢復較快。

同時，規模豬場生產恢復勢頭強勁，豬飼料產
銷量持續增長，後備母豬銷量回升。11月份內地年
出欄5,000頭以上規模豬場的生豬和能繁母豬存欄
環比增幅分別為1.9%和6.1%，連續3個月環比增
長。11月份豬飼料產量環比增長6.9%，連續3個月

環比增長。據對重點種豬企業跟蹤監測，11月份二
元後備母豬（長白豬與大白豬雜交所產生的豬）銷
量環比增長25.9%，表明養殖場戶補欄增養信心進
一步增強。

“隨着生豬生產加快恢復，出欄生豬會逐步增
加，漲價預期回調，11月份活豬和豬肉價格明顯回
落。”楊振海說，11月第4周內地集貿市場活豬價格
每公斤32.26元（人民幣，下同），豬肉價格每公斤
51.22元，連續4周回落，比價格高峰分別回落16.7%
和12.6%。

中國生豬存欄回升 肉價持續回落

▲“瘋狂動物
城”主角朱迪
（ 左 ） 和 尼
克。 網上圖片

▶“瘋狂動物
城”主題園區
概念圖。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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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港超球隊獲七港超球隊獲AFCAFC牌照牌照 朝鮮未過關朝鮮未過關

傑志傑志亞協杯避強亞協杯避強

■■丁俊暉在比賽中冷靜應對丁俊暉在比賽中冷靜應對。。 美聯社美聯社

中國頭號桌球球手丁俊暉倫敦時間8日在約
克以10：6擊敗麥佳亞，第三次捧起英國錦標賽冠
軍獎盃，而這次舉盃距他上一次奪得這一賽事冠
軍已有10年。

連勝6場晉級最後的決賽，丁俊暉延續好手
感，開場後連下4城以4：0領先，其中第3和第4
局都實現單桿破百。麥佳亞此後追回3局，但丁俊
暉拿下第8局，以5：3領先進入中場休息。重新
開場後，丁俊暉又是迅速找到進攻節奏連贏兩
局，再度將優勢擴大到4局。儘管隨後的比賽中麥
佳亞也三度上演單桿破百好戲，但丁俊暉已勢不
可當，最終10：6獲勝。其中，他在第15局打出
單桿131分的高分。

這是32歲的丁俊暉職業生涯第14個排名賽
冠軍，也是他兩年多來第一個排名賽桂冠。本賽
季以來，丁俊暉多次上演“一輪遊”。然而在約
克他終於找回好狀態，一路先後淘汰了名將卡特
和衛冕冠軍奧蘇利雲。

作為桌球界三大賽（世錦賽、大師賽、英錦
賽）之一，英錦賽是丁俊暉2005年和2009年兩度
加冕的地方。

他賽後坦言，等了這麼長時間自己才終於又
一次奪冠，而且還是很重要的一個冠軍。當對手
追至6：8時，丁俊暉自言保持了足夠的冷靜，然

後等待抓住自己的機會。“我對自己有信心，這
一周來我的頭腦都很清醒，而且心情愉快。我還
想贏得世錦賽冠軍，但這也是個很重要的冠
軍。”

他說：“過去兩年人們大概會懷疑我還能否
奪冠，現在我相信我可以取得更多勝利，而這是
一個好的開始。”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夏微 上海
報道） 8 日晚間，2019“永業盃”
WDSF大獎賽總決賽暨第八屆中國體育
舞蹈精英賽在上海盧灣體育館完美收
官。

繼7日的拉丁舞角逐後，8日晚
間，十餘對世界頂尖舞者進行了標準舞
的激烈角逐。最終，來自立陶宛的13
號選手Evaldas Sodeika / Ieva Zukaus-
kaite摘得WDSF大獎賽總決賽標準舞
的冠軍，意大利 16號選手 Francesco
Galuppo / Debora Pacini獲得亞軍，俄
羅斯14號選手Evgeny Moshenin / Da-
na Spitsyna奪得季軍。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記者 黎永淦黎永淦））亞洲亞洲

足協足協（（AFCAFC））上月公佈職業球會發牌結上月公佈職業球會發牌結

果果，，1010支香港超級聯賽球會中支香港超級聯賽球會中，，共有共有77

隊獲發隊獲發““亞洲足協球會牌照亞洲足協球會牌照””或或““亞洲足亞洲足

協盃球會牌照協盃球會牌照”，”，只有標準流浪只有標準流浪、、愉園及愉園及

理文未完全達到要求理文未完全達到要求。。此外此外，，亞洲足協亞洲足協99

日公佈日公佈20202020年亞協盃分組結果年亞協盃分組結果，，由於朝由於朝

鮮球會未獲牌照鮮球會未獲牌照，，香港球會在小組賽得以香港球會在小組賽得以

避開強敵避開強敵，，出線機會大增出線機會大增。。

足總在2019年收到10支港
超聯球會遞交球會牌照申

請，由於亞洲足協提高了對球
會青訓的要求，規定申請球會
必須設有青年梯隊和青訓系
統，所以本季的牌照申請有別
於往年，香港球會牌照並未包
括於任何可申請的亞洲足協牌
照類別之中，球會必須另外申
請“亞洲足協球會牌照”或
“亞洲足協盃球會牌照”。

根據足總公佈，和富大
埔、傑志及冠忠南區均獲發
“亞洲足協球會牌照”，前兩
隊將會代表香港出戰2020年亞
洲賽。本身為候補身份的冠忠
南區雖也獲批出申請，惟因傑
志及和富大埔已獲資格，除非兩會突然放棄，冠忠南區才有望出
戰明年的亞洲賽。由於機會渺茫，冠忠南區已沒奢望，會方證實
已放走高美斯及溫俊，將上陣機會讓予其他球員，並減輕下半季
支出。

亞協盃9日公佈分組形勢，和富大埔被編入東亞區的I組，
對手為中國台北大同、澳門鄒北記及附加賽出線球隊。傑志則會
在附加賽次圈與中國台北台電對蒙古烏蘭巴托的勝方對陣，若順
利晉級則會落入I組。

至於獲批“亞洲足協盃球會牌照”的球會則包括東方龍獅、
香港飛馬、佳聯元朗及富力R&F，當中富力R&F還未具備代表
香港出戰資格；而理文、標準流浪及愉園雖致力於球會牌照的申
請工作，但足總指各會“在某些部分未能達到
要求”，因此暫未獲發球會牌照。

丁俊暉時隔十年 再捧英錦賽獎盃 立
陶
宛
選
手
奪
標
準
舞
冠
軍

■■冠忠南區已放走高美斯冠忠南區已放走高美斯（（紅紅
衫衫）），，將上陣機會讓予其他球將上陣機會讓予其他球
員員。。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WDSF大獎賽總決賽8日晚在上海完
美收官。 香港文匯報記者夏微 攝

■丁俊暉戰勝蘇格蘭選手麥佳亞，奪得英錦賽冠
軍。 新華社

■■和富大埔雖今非昔比和富大埔雖今非昔比，，但仍獲但仍獲““亞洲足亞洲足
協球會牌照協球會牌照”。”。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傑志將在附加賽次圈面對台電與烏蘭巴托的勝方傑志將在附加賽次圈面對台電與烏蘭巴托的勝方。。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俄羅斯被WADA禁賽4年 無緣東奧及2022世盃
當地時間9日，世界反興奮劑機構（WA-

DA）在瑞士洛桑召開特別會議，宣佈禁止俄羅
斯在今後四年內參與重大國際體育賽事，包括
2020年東京奧運會（東奧）以及2022年卡塔爾
世界盃。

那些沒有使用興奮劑歷史的俄羅斯運動員
將參照平昌冬奧會的做法，在未來四年只能以
中立身份參與國際重大賽事。在這四年期間的
國際大賽中，不能升俄羅斯國旗、奏俄羅斯國
歌，俄羅斯政府官員也不能出席此類賽事活
動。在四年處罰期內，俄羅斯同樣無法主辦甚
至申辦重大國際賽事。俄羅斯反興奮劑機構總
幹事尤里．加努斯向衛星通訊社證實了這一消

息。消息稱，WADA作出這一禁賽決定，主要基
於2019年初送交WADA的莫斯科反興奮劑實驗
室數據可能被操縱。WADA於11月25日稱，由
於在檢查中發現“莫斯科反興奮劑實驗室的數據
‘既不全面，也不完全可信’”，因此提議取消
俄羅斯申辦大型國際賽事的資格，為期四年。

對於WADA的提議，俄羅斯總理梅德韋傑
夫5日曾表示，WADA對俄羅斯體育事業提出的
要求是“一部沒完沒了的反俄劇集”。俄羅斯外
長拉夫羅夫11月26日則曾指出，這是某些西方
國家在國際事務上“試圖孤立俄羅斯的又一次嘗
試”。

另據媒體報道，俄羅斯反興奮劑機構此前

也曾被暫停工作近三年，理由是2015年一份應
WADA要求作出的報告顯示，俄羅斯存在政府
支持的大規模使用興奮劑現象。 ■中新社

■俄羅斯明年無緣出戰奧運會。 美聯社

■WADA 9日在記者會上，公佈了禁止俄羅斯出賽的決定。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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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導】
12月9日晚上，國王隊作客休斯
頓豐田中心，在比賽進行到第四
節最後一秒時比分 116:118 落後
兩分，主教練要了暫停。暫停後
，科里•約瑟夫（Cory Joseph）
將球直接交給替補上場的比耶利
卡（Bjelica），他觸球後三分線
外直接投籃，球旋轉入網，使國
王隊一秒鐘以 119: 118 獲勝，將
整個替補席球員送上球場慶祝。

休斯頓火箭的拉塞爾•威斯
布魯克在連續三場拿下三雙后本
場表現突出，拿到賽季最高的34
分。詹姆斯•哈登為休斯頓火箭
貢獻了27分和10次助攻。

在比賽進入第四節時場上比分一直持平，威斯布魯克在比賽還剩22.7秒時將球交給本•麥克勒莫爾，麥克勒
莫爾投中三分，將比分改寫成116:113 。之後，希爾德錯過了三分球，但是博格丹•博格達諾維奇搶到了籃板，
將球再交給希爾德，後者再也沒有錯過這次扳平比分的機會，三分球將比分追平至116:116平。比賽還剩8.4秒，
威斯布魯克控球壓制時間並上籃得分，休斯頓火箭118:116領先，比賽只給國王隊留下最後一秒，必須觸球投籃
才能贏得時間，沒想到國王隊最後一秒由替補上場的比耶利卡觸球直接投籃命中三分以119:118獲勝。

奇蹟！國王隊替補上場的比耶利卡最後一秒命中三分擊敗休斯頓火箭隊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導】海外知名藝術家蔣銳再次獲邀參
加2019年邁阿密巴塞爾藝術博覽會系列活動。眾所周知，邁阿
密巴塞爾藝博會是全球最大、最具影響力的藝術博覽會，有著藝
術界的"奧林匹克"之稱。

邁阿密每年會有二百多家全球最知名的畫廊參加，全球知名

藝術家近千人，
藝術評論家、收
藏家、買家、好
萊塢影星比比皆
是。它每年雲集
了來自全球的三
十多萬與藝術相
關的人士。主辦

方每年都會在全球範圍尋找上百名藝術家展出他們的作品，今年
增加更多，更具世界領導性藝術作品。

蔣銳今年巴塞爾藝博會Red Dot 展出了四幅作品。第一幅是
他的紅與黑系列之一“雙子” ；第二幅是“蒙娜麗莎與她的孩

子；第三幅是“你是誰”，最後是“小夜曲”作品。據悉，他的
作品在現場引起了非同凡響，大獲成功。

2019年初，美國總統川普姐姐伊麗莎白收藏他的作品，我們
真誠希望藝術家蔣銳取得更好的成績！

藝術家蔣銳僑居海外近二十年，創作了大量精彩作品，從人
物、風景到新媒體。他的創作極具以下特點：新的藝術概念，飽
和而大膽的色彩，新的視覺角度，並不拘於寫實、非寫實。他的
作品都是關切人類生死、戰爭、愛恨或者社會問題、環境保護問
題。其作品被世界多家知名美術館、畫廊及名人政要收藏。

藝術家蔣銳曾獲邀參加過聖塔菲藝博會，2006利物浦雙年展
，2014紐約畫展，並獲邀參加2015、2016和2017年度巴塞爾藝
術博覽會。

海外知名藝術家蔣銳再次獲邀參加2019年邁阿密巴塞爾藝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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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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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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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美城 中國·肇慶——德國·海德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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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       Wednesday, December 11,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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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 / 秦鴻鈞報導）美國政府每十年會透過人
口普查統計在美國居住的每一個人。AAPI 2020 人口普
查將於明年（2020年 ）三月開始。一項亞裔組織的AA-
PI 2020 年人口普查休士頓社區倡議計劃的啟動儀式，於
12月9日（本周一）晚間六點半起，在文化中心舉行。
州議員吳元之（Gene Wu )親臨現場, 並在開場時致詞，
介紹人口普查的重要性。

這項每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是一份簡短的調查問
卷，詢問有關您家庭和家庭成員的基本資訊。您所有的
個人回覆將都將被保密。人口普查是確保您被計入統計
，這樣您才能得到公平的資源和代表份額。

因此，接受人口普查可以幫助您和您的家人。因為
人口普查中的資料用於分配超過8000億美元的政府預算
，公平分配給如學校、圖書館、食品券和醫療保健等重
要服務領域。另外，很重要的一點，人口普查的資料也
用於分配政治代表席，你所在地區的人數越多，擁有的
代表席位就越多。

另外，他們提到：人口普查問券您個人的的所有答
覆將保密。人口普查局不得與其他政府機構、移民官員
或公眾分享您的個人資訊。健全的法律將保護您的所有
回答，其他任何政府單位都不能取得 ! 人口普查的回覆
僅用於統計的目的。

他們也表示：回覆人口普查既快速又簡單。您可選
擇直接在線上回覆。人口普查局將在2020年3月中旬給
您寄出說明。您只要在網上前往官方的人口普查網站，
輸入您的家庭代碼，然後回答問題。

另外，您也可透過電話回覆。致電人口普查局，透
過電話.回答人口普查的問題,並可提出人口普查的有關問

題。您如果沒有透過
線上或電話作出回覆
，從2020年5月開始
，人口普查員工可能
會親自到您家中詢問
相關資訊。在2020年
6 月之前，您都可以
透過線上或電話作出
回覆。

這種線上調查問
卷和電話協助有中文
，西班牙語、越南語
、韓語、俄語、阿拉
伯語、塔加拉族語、
波蘭語、法語、海地
克里奧爾語、葡萄牙
語和日語版本。

他們表示：目前
人口普查局正在製作
59種非英語語言詞彙
表 語 言 釋 別 卡 和 語 言 指 南 ， 這 些 資 料 將 存 放 於
www.2020census.gov。
另外您也可上www.countusin2020.org/ resources 網站查詢
有關人口普查的更多資訊。

本周一晚間出席文化中心舉行的2020啓動儀式的各
亞裔代表和媒體以印度人為最多，還有阿拉伯，越裔，
韓裔及華裔。華人出席啓動儀式的包括 「人口普查」的
陳綺玲、方宏泰、華啟梅、施慧倫、徐華等人。

AAPI 2020年人口普查本周一晚正式啟動
休士頓社區倡議計劃，州議員吳元之親臨現場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德州和統會於上
周六（12月7日 ）開會，選出2020新任會長江
震遠，財務長：陳韵梅，監事長：梁成運及監
事：鄧潤京。江震遠在當選會長後表示：中國
的統一是大勢所趨！ 中國的統一勢在必行！ 中
國的統一要成功！中國的統一一定能成功 ！

江震遠當選德州和統會江震遠當選德州和統會20202020會長會長

（本報訊）美南大專校聯會承襲傳統，將於年終歲末的除
夕夜舉行舞會。校聯會安排了別出心裁的節目，僑界知名的黄
文正老師將展現精湛舞藝，又邀請義大利專業舞蹈家特別演出
，另外還安排了拉丁舞，今年加添一個新的表演節目，就是團
體的探戈舞。除了這些精彩的表演節目，還有趣味性團體舞，

所有來賓都可參與，加上精緻可口的美食。請大家告訴大家，
邀請親朋好友來共襄盛舉！當晚可以欣賞美妙熱情的舞蹈，享
受美食，一起同樂聯誼，迎新送舊！舞會訂於12月31日星期
二晚上八時半在 DanceSport Club Houston 舉辦，11758 South-

west Fwy, Houston。12月25日之前購票付款有特別優惠，一張
票$25，12月25日之後票價一張$40，欲購從速。請聯絡：僑教
中心蔡先生 713-789-4995，劉美玲 832-866-8932，徐小玲
713-385-3854，鄧嘉 832-526-7373

大專校聯會除夕夜舞會
圖為出席圖為出席AAPIAAPI20202020年人口普查啟動儀式的亞裔各族裔代表及新聞界年人口普查啟動儀式的亞裔各族裔代表及新聞界。（。（記者記者
秦鴻鈞攝秦鴻鈞攝 ））

圖為圖為 「「德州和統會德州和統會」」 成員上周六合影於大會上成員上周六合影於大會上。。圖為監事長圖為監事長
梁成運梁成運（（右五右五 ），），新任會長江震遠新任會長江震遠（（左五左五），），財務長陳韵梅財務長陳韵梅
（（左三左三 ），），監事鄧潤京監事鄧潤京（（右四右四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圖為出席圖為出席AAPIAAPI 20202020年人口普查啟動儀式的亞裔代表在大會上合影年人口普查啟動儀式的亞裔代表在大會上合影。。圖圖
為華裔陳綺玲為華裔陳綺玲（（左三左三 ）、）、華啟梅華啟梅（（右二右二 ）、）、方宏泰方宏泰（（右一右一 ）。（）。（記記
者秦鴻鈞攝者秦鴻鈞攝 ））

圖為州議員吳元之在圖為州議員吳元之在 AAPIAAPI 20202020 年人年人
口普查啟動儀式上講話口普查啟動儀式上講話。（。（記者秦鴻記者秦鴻
鈞攝鈞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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