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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6日清晨，北京大部分地區迎來降雪。12月15日傍晚開始，北京迎來第二場降雪。圖為頤和園雪景。

当地时间12月14日，一年一度“圣诞老人大游行”在纽约举行，众多圣诞老人装扮的民众聚集在起始点时代广场。

12月15日，大批香港市民自发在香港添马公园发起控诉暴力集会，希望通过此

次集会表达摒弃暴力、坚守法治的心声，强烈谴责示威者的暴力行为，并支持警

察严正执法。

地球軌道目前面臨滿是垃圾、碎片的問題，其中包括大量廢棄衛星的問題。歐洲

太空總署（ESA）對此宣布，取名為“ClearSpace-1”的自毀機器人將跨出史上第

壹步，清掃軌道內的垃圾與殘骸碎片。據了解，該機器人由瑞士ClearSpace研發

，機身擁有4只手臂，可在太空中吸附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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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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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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日，經過中美兩國經貿團隊的

共同努力，雙方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原

則的基礎上，已就第壹階段協議文本

達成壹致。

對於這個消息，上周的國際資本

市場都給出了積極的解讀。

譚主曾經請壹位做資本市場研究

的朋友，畫了壹張全球股市的“心電

圖”，中美之間每壹輪高級別磋商，

全球股市的“心跳“都會隨之而動。

這也充分說明，每壹次“握手言

和”，都是對“不確定性”的壹次消

解，也都帶給市場積極的預期。這個

世界，妳中有我，我中有妳，合作才

是防範“黑天鵝”、“灰犀牛”的最

好武器，而絕不是關稅和對抗。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交流部副

部長袁幽薇就表示，第壹階段協議的

達成不僅對於中美經貿關系，而且對

於世界經濟形勢都是壹個利好消息。

目前世界經濟下行壓力增大，全球投

資放緩。而第壹階段協議的達成將有

利於增加全球經濟發展的穩定性，提

振投資者的信心，為全球經濟註入新

動力。

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美東時間13

日中午發表聲明，表示對此進展感到

高興，希望這些進展能恢復雙方足夠

的信心。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會長克

雷格· 艾倫表示，雙方就第壹階段經貿

協議文本達成壹致“令人鼓舞”。

美國全國商會常務副會長兼國際

事務總裁薄邁倫也說，雙方采取行動

並取得進展“值得贊賞”，這對消費

者是振奮人心的消息，也給美國企業

帶來了更大的確定性。

“這是20年來首份雙邊貿易協議

——談得辛苦、得來艱難且早該達成

”，美國前財長、高盛集團前首席執

行官漢克•保爾森說，“這是份重要

的協議，因為它可以帶來壹些立竿見

影的經濟好處。”

事實上，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

美國對中國加征關稅，最終為此“買

單”的是美國的消費者和企業。

美國全國零售商聯合會會長馬修·

謝伊上周就表示，關稅及其帶來的不確

定性給中小型獨立零售商帶來的打擊更

為嚴重，因為他們在規模、資源、基礎

設施等各方面都處於不利境地。

他也呼籲美中雙方能夠通過談判

化解分歧、解決貿易爭端，因為積極

的解決方案對於美國經濟、美國消費

者和美國工人而言是“最好的結果”

。

向解決問題的方向又邁進了壹步

在15日召開的中國經濟年會上，

商務部副部長、國際貿易談判副代表

俞建華表示，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

礎上，中美經貿磋商第壹階段的協議

文本達成了壹致，個人認為這個協議

的達成和順利的實施會提振市場的信

心，有利於中國，有利於美國，也有

利於整個世界。

的確如此。

就在中美雙方就第壹階段協議文

本達成壹致的消息發布後不久，中央

廣播電視總臺駐華盛頓記者劉驍騫的

手機上，就收到了美國農場主布萊恩·

杜坎的信息。

上個月，他剛剛采訪過這位來自

伊利諾伊州的農場主。布萊恩即是豆

農，也擁有壹家現代化的養豬場。當

時，布萊恩對貿易摩擦表達了極大的

擔憂。而最讓他擔心的是，加征關稅

的長期影響，讓和他壹樣的很多農場

主，失去了進入中國市場的機會。

剛剛得知中美經貿磋商的最新情

況，他第壹時間給劉驍騫發來信息，

表達他的感受。

這也是很多像布萊恩壹樣豆農的

心聲。

當天，芝加哥大豆期貨價格壹改

之前走勢，出現反彈。全天收漲0.93%

，報9.21美元/蒲式耳。

分析人士稱，中美貿易關系是主導

美國大豆期貨價格走勢的主要因素。

第壹階段協議文本達成，緩解了

豆農的“大豆焦慮”。

在過去很多年裏，美國出口的大

豆，大約 60%都賣到了中國。但是

2018年以來，受美方多輪加征關稅以

及中方反制措施的影響，美對華出口

大豆占比銳減至其出口總量的17.9%。

要知道，美國大豆產量每年約為1億

噸左右，其中有5600萬噸左右出口，

這其中的60%都是賣到中國，大約在

3200萬噸左右。

美國豆農們這個聖誕節應該會有

壹個好的心情。

事實上，中美兩國在農業領域有

非常強的互補性，需求互補、利益重

疊，用農業農村部部長韓長賦的話來

說，“中美是天然的農業合作夥伴，

具有廣闊的合作空間”。

中國外貿企業也壹致關註著協議

文本的消息。

譚主之前走訪過國內壹些外貿生

產企業。貿易摩擦讓這些企業都不同

程度地受到了影響。美國市場份額降

低、利潤空間被壓縮，是他們面臨的

主要問題。更讓他們頭疼的是，貿易

摩擦帶來的不確定性、美方關稅政策

的多變，都給他們與零售商的價格談

判帶來很多的困難。

中美經貿磋商的重要進展，讓企

業家們看到了希望。

魏文坤是山東膠州天源水產食品

有限公司的副總經理。他告訴譚主說

，“第壹階段協議文本達成壹致後，

已經有美國客戶開始聯系他們，咨詢

產品相關事宜了。”

他預計，從聖誕節後到明年的壹

月份，還會有更多的美國客戶來咨詢

。如果價格合適，將會迎來新年度的

美國訂單。

另壹家來自寧波的日用品外貿企

業的負責人王熊說，“中美談成第壹

階段協議，對企業來說肯定是壹個直

接的大好事。另壹個，讓企業也明白

只有提高真正的核心競爭力，不管怎

麽樣也不怕”。

也許，這才是個開始……

第壹階段協議文本達成壹致，又

向解決問題的方向邁進壹步。

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

所研究員高淩雲則認為，“中國有句

俗話‘萬事開頭難’，邁出第壹步是

最關鍵的。只要走出了第壹步，外界

有理由相信，後面我們可以與美國通

過談判的方式來很好地解決問題”。

對於中國來說，更高水平的對外

開放、更高質量的發展，始終是壹直

堅持的方向。

而在15日召開的中國經濟年會上

，中財辦副主任韓文秀也講到，中國

對外開放的大門會越開越大，而且繼

續往更大範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

的方向走，努力以開放促改革、促創

新、促發展。

40 年中美關系給予人們最大的

啟示是：中美合則兩利、鬥則俱傷

，合作是唯壹正確的選擇；相互尊

重、求同存異才是中美兩國的相處

之道。

40年改革開放給予中國人民最大

的啟示則是，發展是硬道理，無論什

麽時候，辦好自己的事情最重要。

所以，壹切都還只是開始。

中美第壹階段協議文本達
成壹致，市場怎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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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9日，俞曉春及休斯敦華裔女企業家們在騰龍教
育學院為競選福遍稅務官的張晶晶女士舉行收款會，張晶晶
獲得了各界人士空前大力的支持。

20192019年年1212月月1010日日，，全美亞裔地產協會休斯敦分會全美亞裔地產協會休斯敦分會AREAAAREAA舉行舉行
Blue SantaBlue Santa聖誕捐款午餐會聖誕捐款午餐會，，籌集節日玩具籌集節日玩具。。圖為創會會長林富圖為創會會長林富
桂與參加桂與參加FashionShowFashionShow地產佳麗王秀玲地產佳麗王秀玲、、Ada WangAda Wang等在聖誕樹等在聖誕樹
前合影前合影。。

左起左起：：20192019年年1212月月1515日日，，世界名人網資深副總裁世界名人網資深副總裁、、美中美食節美中美食節
主席黃琛主席黃琛，，美中友好促進會主席謝忠美中友好促進會主席謝忠，，美中國際電影節共同主美中國際電影節共同主
席張勤席張勤、、中國華僑公益基金會愛心工程部主任矯江莉接受斯坦中國華僑公益基金會愛心工程部主任矯江莉接受斯坦
福市長的表彰福市長的表彰。。

20192019年年1212月月1313日日，，中華文化服務中心執行長華啟梅中華文化服務中心執行長華啟梅、、理事長莊家理事長莊家
玲玲、、理事胡小蓮向由國民黨主委甘幼萍理事胡小蓮向由國民黨主委甘幼萍、、唐心琴陪同的韓國瑜夫唐心琴陪同的韓國瑜夫
人李佳芬女士介紹最新中華文化中心的最新服務設施人李佳芬女士介紹最新中華文化中心的最新服務設施。。

20192019年年1212月月1010日晚日晚，，世界商會與世界商會與3838家休斯敦地區商會舉行聖誕商家休斯敦地區商會舉行聖誕商
務聯誼活動務聯誼活動，，圖為中華總商會會長孫鐵漢圖為中華總商會會長孫鐵漢、、陽光地產陽光地產James LuoJames Luo、、
Helen ShihHelen Shih、、Chritine YangChritine Yang與海瑞斯郡檢察官與海瑞斯郡檢察官Kim OggKim Ogg上台合影上台合影。。

20192019年年1212月月1515日日，，剛剛宣布參選剛剛宣布參選TX-TX-2222國會議員的皮爾斯布什在國會議員的皮爾斯布什在
美中國際電影節頒獎晚宴上接受世界名人網世界金融理財主任的美中國際電影節頒獎晚宴上接受世界名人網世界金融理財主任的
訪問並合影訪問並合影。。

20192019 年年 1212 月月 1313 日日，，世界名人網國際記者世界名人網國際記者、、獲獎歌手獲獎歌手、、香港名模香港名模
Coco XiaoCoco Xiao和特邀記者和特邀記者、、休斯敦著名年輕電影人休斯敦著名年輕電影人Vivian WangVivian Wang來到來到
VictoryCupVictoryCup熱氣球馬球節打卡網紅熱點熱氣球馬球節打卡網紅熱點。。

20192019年年1212月月1414日日，，恆豐銀行喜慶聖誕晚會前恆豐銀行喜慶聖誕晚會前，，吳文吳文
龍董事長夫婦攜全家一起在巨大的聖誕樹前合影龍董事長夫婦攜全家一起在巨大的聖誕樹前合影，，
服務更上層樓服務更上層樓、、業務更上層樓業務更上層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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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17日（星期二）神州大地2 ■責任編輯：凌晨曦

無論是在戲說歷史的古裝影視劇裡，還是嚴
肅正統的史書文獻上，漢朝第一位長公主、館陶
長公主劉嫖都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不僅力
助侄子漢武帝劉徹登基成為千古一帝，同時自己
居住過的“長門宮”，也因為司馬相如的一篇
《長門賦》而千古留名，甚至成為冷宮的代名
詞。香港文匯報記者16日從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獲
悉，陝西考古工作者日前在漢長門宮遺址（西安
新寺遺址）周邊，新近發掘出兩條漢代古道，其
上緊湊密佈的古代車轍，以及保持一致的走向，
都顯示出可能與漢“長門宮”有着密切關聯。

據介紹，為配合基本建設，2019年，陝西
省考古研究院在西安國際港務區三義莊和謝二
村進行了考古發掘，該發掘區處於西安新寺遺
址範圍內，而新寺遺址被認為是西漢時的“長
門宮”。

根據史書記載，“長門宮”曾是漢館陶
長公主劉嫖的私家園林。作為漢朝的第一位
長公主，劉嫖擁有極其顯赫的地位，她不僅
是漢文帝與竇太后唯一的親生女兒，漢景帝
唯一的一母同胞姐姐，同時也是漢武帝的姑
母。漢景帝登基時，劉嫖被封為館陶長公
主，漢武帝時，尊稱大長公主、竇太主，如
同諸侯王。60多歲時，劉嫖將“長門宮”獻
給漢武帝，作為皇帝赴霸陵祭祀文帝時休息
的行宮。後來劉嫖的女兒陳皇后陳阿嬌被
廢，遷居“長門宮”，“長門宮”隨即成為
冷宮。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助理研究員陳愛東表
示，此次發現的兩處古道遺蹟走向相同、形制
相近，似為同一條道路。特別需要注意的是，
謝二村古道被東漢墓葬打破，這為道路遺蹟年
代的斷定提供了重要依據，因此其時代應該不
會晚於東漢。兩處古道剛好處於新寺遺址，也
就是西漢“長門宮”遺址的南北兩端，因此道
路遺蹟極有可能與“長門宮”密切相關。此
外，本次發掘還於謝二村發現了一段牆基，牆
基夯層堅硬，厚度均勻，工藝精細，或許就是
“長門宮”南牆基礎。陳愛東認為，本次發掘
對於了解“長門宮”遺址的外圍部分提供了新
的資料，同時也帶來了新的思考，有助於下一
步考古工作的進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陽波 西安報道

■西安新寺遺址三義莊古道路面車轍密集緊
湊。 香港文匯報陝西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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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班有一對雙胞胎不出奇，但一個班上有4對雙胞胎

應該就很少見了……近日，網上傳出四川一高校出現18對雙

胞胎，且有4對都在一個班上，一樣的空乘制服、一樣的髮

型，以致經常出現“烏龍”，班主任點名時常常張冠李戴，到期

末也沒分清誰是哥哥姐姐，誰是弟弟妹妹。 ■《成都商報》

18對孖生仔女入學

14日，記者從成都天府新區航空旅遊職業學院了解到，學校裡確有18對雙胞胎，這在
全國許多高校中都很少見。因學院是一所專門培
養航空旅遊人才的普通高職學院，平時對着裝有
統一的空乘制服要求，這對雙胞胎來說更是增加
了辨識難度。

4對同班 點名現“烏龍”
學院院長劉存緒介紹，今年秋招，共有18對

雙胞胎入學，都是“00後”，分別來自四川內
江、宜賓、廣漢、瀘州等地，他們都是以差不多
的成績考入大學，因長相高度相似，一入校就成
為大家關注的熱點。

在這18對雙胞胎裡，有男生8對，女生9對，
龍鳳胎1對，其中4對都在一個班上。因統一的着
裝、髮型，對他們的班主任來說，區分清楚成了一
件“難事”。

“不僅我會認錯，任課老師也會點錯名，分不
清誰是姐姐，誰是妹妹，甚至在點名時也經常張冠
李戴。”班主任唐晨爽老師對記者說道，為了便於
區分，他們在安排學生座位時，有意將他們分開
了。如此一來，老師上課時也少了一些麻煩。

也因為有了這4對“特殊”的同學，唐晨爽
老師的班級多了不少歡樂，個個身上都有不少有
趣的故事。

宿管疑惑：會瞬移？
來自四川內江的孿生姐妹楊雨荷和楊雨慈，

兩姐妹不僅同班還同寢室，宿舍裡住了6個人，
宿管阿姨第一次查寢時反反覆覆都只看到5個
人。“我就說嘛，怎麼眨眼間這個女孩就從門口
跑到陽台去了，原來是兩個人啊。”為了便於同
學不喊錯，妹妹楊雨慈還專門剪了劉海。

弟弟人臉解鎖哥哥手機
“我是哥哥帥小飛，他是弟弟帥小雙。”從

進校開始，自我介紹成為雙胞胎兄弟帥小飛和帥
小雙每天說得最多的話。

哥哥楊家偉吐槽說：“長得太像了，弟弟楊
家興經常會拿我手機人臉識別解鎖上網買東西，
我都一笑置之。”

目前，學校正在培訓這18對雙胞胎學生，頭
頂書本、口含竹筷練習微笑和空乘禮儀，他們將
在期末參加學院組織的跨年晚會方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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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雙胞胎，還有
一對請假。
網上圖片

▲楊家偉和楊
家興兩兄弟。

網上圖片

◀學校正在培訓這
18對雙胞胎學生空
乘禮儀。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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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心相融,@未來
杭州亞運會主題口號發佈

■■GEFGEF正式成立正式成立。。 騰競圖片騰競圖片

■■香港香港UU1919後來居上反勝韓國奪標後來居上反勝韓國奪標。。
香港欖總圖片香港欖總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浩然）香
港隊在中國台北舉行的“亞洲19歲以
下男子十五人欖球錦標賽”中，以
29：19氣走韓國兼實現七連霸。

對於只有5名曾參加上屆賽事的成
員在陣，以及由前香港七人隊和十五人
隊名將韋馬克初掌帥印的港青而言，今
仗乃是不成功便成仁。幸而港青克服了
壓力和韓國強大前鋒線的威脅，取得額
外積分的勝仗並以10分攀上積分榜之
首，將冠軍獎盃帶回家。韓國和中國台
北各有9分，第4位的新加坡有3分。

勝出的港隊亦獲得下年9月在西班
牙舉行的“世界青年欖球盃”參賽資
格。港青在今屆“亞洲19歲以下男子
十五人欖球錦標賽”備受考驗，相信西
班牙征途上的難度會過之而無不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黎永淦）“中國香港跳繩
體育聯會”（繩聯）16日召開記者會，就“香港跳
繩運動員將被迫缺席2020世界跳繩錦標賽”一事，
公開呼籲“中國香港跳繩總會”（繩總）接納合
併，以免影響香港跳繩運動發展。

據了解，跳繩運動本來存在着兩個獨立運作的
國際總會，也各自設立了亞洲聯盟，於是香港也成
立了“繩聯”及“繩總”，一直以來各自派出選手
參加國際認可的賽事。不過，兩個國際總會去年合
併成“國際跳繩體育聯盟”（國際繩盟）後，便要
求香港“繩聯”及“繩總”也須合併，並為港協暨
奧委會認可的單一組織，才會獲“國際繩盟”接納參

加國際比賽。由於明年7月於加拿大舉行的“世界跳
繩錦標賽”即將接受報名，香港運動員若不想在國際
體壇上消失，兩會便要加快合併進度。然而，“繩
聯”多次與“繩總”接觸，但對方拒接納董事局各佔
半數成員的建議，並堅持要佔7成席位，以致雙方遲
遲未能達成協議。早前便有運動員、教練及家長發起
網上聯署，要求各人以“和平、理性、平等方式解決
問題”。

“繩聯”主席梁健璋16日聯同選手、教練及家
長出席記者會，梁健璋稱，若今年底未能完成合併，
運動員便會失去參加世錦賽機會，呼籲應該以運動員
福祉為依歸。

本年度“一帶一路七彩雲南”國際足球邀請賽
日前在昆明拓東體育場落幕。塞爾維亞貝爾格萊德
紅星二隊以1個得失球差的微弱優勢，力壓戰績相
同的俄羅斯莫斯科斯巴達二隊奪得了本屆比賽的冠
軍。在最後一輪較量中，貝爾格萊德紅星二隊2：0
戰勝莫斯科斯巴達二隊，中國U20國家隊1：1戰平
史浩克04二隊。取得三戰兩勝成績的貝爾格萊德紅
星二隊以1個得失球差的微弱優勢，力壓戰績相同
的莫斯科斯巴達二隊奪得了本屆比賽的冠軍。中國
U20國家隊以一勝一平一負的成績獲得季軍，史浩
克04二隊一平兩負位列第四名。 ■中新社

“一帶一路七彩雲南”足球賽落幕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 王莉王莉））在杭州亞運會倒計時一千天活動現場在杭州亞運會倒計時一千天活動現場，，杭州亞運會主杭州亞運會主

題口號題口號““heart to heart,@futureheart to heart,@future（（心心相融心心相融，，@@未來未來）”）”正式對外發佈正式對外發佈。。亞奧理事亞奧理事

會主席艾哈邁德‧法赫德‧薩巴赫親王在主題口號允准信中表示會主席艾哈邁德‧法赫德‧薩巴赫親王在主題口號允准信中表示：“：“它非常具有未來它非常具有未來

感感。。我相信我相信，，所有人都會喜歡這個口號所有人都會喜歡這個口號，，它定義了杭州亞運會的精神它定義了杭州亞運會的精神。”。”

“我們把這句口號念作‘心心相融，愛
達未來’，它的最大亮點是互聯網

符號‘@’。”杭州亞組委副秘書長、杭州
市副市長陳衛強表示，“它既代表了萬物
互聯，也契合了杭州互聯網之城的特
徵。”

他說：“主題口號意在表達各國人民
在亞運會大舞台上用心交融，互相包容，
體現亞奧理事會大家庭團結向上、緊密相
擁的理想，同時傳遞自信樂觀、不畏挑
戰、共迎美好的期許，與‘永遠向前’以
及‘更快、更高、更強’的奧林匹克精神
契合一致，也寄託着面向未來，共建亞洲

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良好願望。”
據悉，目前杭州亞運會有53個場館正

在建設中，40%的場館已經基本完工，另有
3個新場館剛確立建設。

郭晶晶任公益圓夢大使
不久之後，杭州亞組委還將舉行吉祥

物的發佈活動，目前修改工作已經基本結
束，預計將於春節前發佈。此外，亞運會
主題音樂、開閉幕式文案等創作、修改工
作也在積極推進中。“我們還將在亞洲各
國和地區舉行趣味跑，在海外推廣亞運
會。”陳衛強說。在當天舉行的倒計時一

千天活動現場，杭州亞運會公益圓夢大使
郭晶晶、劉建宏和劉成一同亮相，共同啟
動“尋找2022個亞運夢想”大型公益行
動，為“追夢人”圓夢。

打造“夢想星空”
據介紹，在未來的1000天裡，杭州亞

組委將攜手各方組成的“聯合助夢方”，
共圓2022個亞運夢想，打造屬於杭州亞運
會的“夢想星空”。這項公益行動由“尋
夢”、“助夢”和“圓夢”三個階段組
成，將延續至2022年9月杭州亞運會開幕
之際。

香港跳繩隊或緣盡世錦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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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尋找20222022個亞運夢想個亞運夢想””
公益行動啟動公益行動啟動。。

■■港隊跳繩成員希望出戰世錦賽港隊跳繩成員希望出戰世錦賽。。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夏微上海報道）16日舉
行的國際電子競技聯合會全球發佈會宣佈，國際電
子競技聯合會（Global Esports Federation，以下簡
稱為GEF）正式成立，而騰訊則成為GEF全球首
席創始合作夥伴，而騰訊旗下的獨立業務品牌騰訊
電競將承接與GEF合作中的戰略合作推進事項。

GEF是在國際奧委會電競兩項“政策”出台
後，在全球範圍內成立的國際電子競技單項組織，
新加坡奧林匹克委員會秘書長、英聯邦運動會聯合
會亞運副主席、前新加坡職業足球聯賽CEO、前
2010新加坡青年奧運會執委會委員Chris Chan當選
首任主席，亞奧理事會終身名譽副主席魏紀中擔任
協會副主席，加拿大奧林匹克委員會委員、五屆奧
運選手、奧運會銀牌獲得者、IOC女性獎盃獲得者
Charmaine Crooks擔任協會副主席，騰訊集團副總
裁程武擔任GEF副主席。

Chris Chan表示GEF成立後，將致力於推動
電子競技與體育的多領域交流與融合，促進電子競
技在國際體育官方組織更大程度的認同；未來，以
GEF為平台，連接全球的電子競技夥伴，共同助力
於更加規範、嚴謹、健康的國際準則制定。

騰訊集團副總裁、GEF副主席程武在致辭中高
度認可GEF成立對於全球電競產業發展的重要意義，
並表示，在未來，騰訊電競將圍繞知識產權支持、電
競賽事運行、人才教育培養、規則規範制定及商業模
式探索的生態搭建，與GEF展開深度合作。同時，騰
訊電競還將在選手保障、性別平等、文化交流的持續
投入與積極探索，通過GEF，與更多不同國家和地區

的夥伴展開合作，讓更多的人體驗到電競的無窮樂
趣，從而促進電競的全球化發展。

值得注意的是，GEF的成立，對於電競在全球
的發展和普及，都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國際的體育單
項協會不僅是連接電競與傳統體育之間的重要橋樑，
也是電競作為一項體育運動，邁向奧運會的必須環
節，跨出的關鍵一步。

國 際 電 競 聯 合 會 成 立

騰訊成全球首席創始合作夥伴

■■杭州亞組委現場發佈杭州願景和杭州杭州亞組委現場發佈杭州願景和杭州
20222022亞運會主題口號亞運會主題口號。。 中新社中新社

■■被稱為被稱為““小蓮花小蓮花””的亞運場的亞運場
館之一的網球中心已落成館之一的網球中心已落成。。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莉香港文匯報記者王莉攝攝



BB66休市新聞

Tel: 281-498-4310 (Chinese)   281-983-8152 (English)  We’ll Help you get the stand out
1122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E-Mail: jennifer@scdaily.com

星期三       2019年12月18日       Wednesday, December 18, 2019

【 美 南 新
聞記者泉深報
導】美國中部
時間 2019 年 12
月 16 日，馬刺
隊做客休斯敦
，上半場發揮
出色，第一節
獲得 35 分，第
二節獲得 37 分
，最高時領先
休斯敦 25 分，
半場結束時仍
以 72:53 領先休
斯敦 19 分，但
下半場找不到
感覺，頻繁失
誤，第三節只
得到 17 分，第
四節只得到 18
分 ， 最 終 以
107:109 敗給休
斯敦。休斯敦
創造了球隊落
後 25 反敗為勝
的球隊歷史記
錄。

休 斯 敦 曾
在 1977 年 1 月
22 日對波特蘭
的比賽中落後
波特蘭 23 分，
最後以110-107
戰胜對手，首
開落後 23 分反
敗為勝的球隊
紀錄。

休 斯 敦 拉
塞爾·威斯布魯克獲得31分，詹姆斯·
哈登獲得 28 分，卡佩拉得到 15 分和
15個籃板，本·麥克勒莫爾得到17分
，塔克得到9分。

比賽進入比賽最後的關鍵時刻，
休斯敦的塔克底角三分球命中，比賽
還剩下 2 分 30 秒，魯迪·蓋伊的上籃
得分，讓馬刺隊在不到一分鐘的時間
內就把比分趕上，哈登在另一端投籃
錯過了三分。

馬刺布萊恩·福布斯的三分球在
籃筐上滾動，然後反彈沒進，哈登兩
次罰球將領先優勢擴大到109:106，比
賽還剩16.2秒。

福布斯在比賽還剩10秒時又錯過
了3分，但馬刺在同克林特·卡佩拉爭
搶籃板的同時將球踢出界外。火箭隨
後故意犯規，馬次獲得兩次罰球，而
德里克·懷特罰第一個球進了後還剩
2.7秒，故意把第二個球打偏，想自己

把球搶到手直接投籃得2分
將比分扳平，但是威斯布
魯克搶到了籃板等時間過
去，以確保獲勝。

休斯敦在上半場比賽中落後於對
手，主要原因在於哈登投籃效率極差
，上半場在17投4中僅得到9分。中
場休息後他熱身，以 29 投 10 中結束
比賽。

馬刺隊在上半場得分創下賽季新

高後下半場只得到35分。拉馬庫斯·
奧爾德里奇獲得 19 分和 13 個籃板領
先聖安東尼奧，福布斯（Forbes）得
到18分。

這是自12月3日馬刺在兩次加時
賽中以 135:133 獲勝以來球隊之間的
第一次會面。在那次比賽中，哈登被

認為是錯誤扣籃，導致休斯敦抗議，
本來休斯敦有30秒的抗議期限，但休
斯敦錯過了30秒，沒有重播比賽錄像
結果，輸掉了那場比賽。聯盟表示，
哈登扣籃沒有問題，是休斯敦錯過了
抗議時間，但不允許休斯敦挑戰該裁
決來破壞比賽的結果。

休斯敦戰馬刺落後25分 反敗為勝創球隊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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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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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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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之都 中國·北京——印度·新德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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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6/2019 -12/22/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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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17 18 19 20 21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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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民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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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民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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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民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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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2/2019

美南大咖談 

Chinese Class

22:30-23:00 養生堂五味草堂

體育報導 (直播) 城市一加一

體育報導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直播)

電視劇《金婚》 第36~41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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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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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5集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幸福帳單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海峽兩岸

中國文化

城市一加一 (重播) 休士頓論壇 (重播) 電影藏密

電視劇《金婚》 第36~41集 (重播)

檔案 (重播) 華人世界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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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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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5集

鞠萍姐姐講故事

健康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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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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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斯諾克英錦賽丁俊暉用冠軍宣告了自己的回歸，捧起獎杯後的這張笑臉，我們真的是久違了！

2019年世界花樣滑冰大獎賽總決賽繼續在意大利都靈進行，第二比賽日，盡管隋文靜/韓

聰在自由滑出現壹些失誤，但還是依靠短節目的優勢，以211.69分首次奪冠，自由滑排名

第壹的彭程/金楊以204.27分獲得亞軍。

2019賽季F1阿布紮比分站結束正賽的爭奪，在這場賽季的收官之戰，漢密爾頓桿位發車

並沒有受到任何的威脅輕松拿下了又壹個分站冠軍，他亦因此成為了本賽季唯壹壹位在

全部分站都獲得積分的車手，紅牛的維斯塔潘拿下了亞軍，同時鎖定了賽季的第三名，

勒克萊爾本站奪季軍。

不久之前，伊布入股瑞典球队哈马比，这一举动惹怒了他的老东家马尔默的球迷，伊布在马尔默的雕像日前被愤怒

球迷点火焚烧。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負責拍攝
電影 「單程機票」的 「梁晨電影工作室
」於周日（12月15日）晚，在Stanford
Center 舉行的 「2019年美中國際電影節
」上，導演梁晨榮獲 「最佳導演獎」，
沈鷹老師與崔榮老師及李永傑三人榮獲
「最佳攝影獎」，同一電影能榮獲今年

電影節的兩項大獎，當晚出席 「美中國
際電影節」的所有劇組人員都異常興奮
，深感與有榮焉。

2019 美中國際電影節暨文化旅遊藝
術節，美中國際美食節，美中之星歌唱
大賽頒獎盛典和晚宴。於 12 月 15 日
（ 星 期 日 ） 晚 在 Stanford Convention
Center 盛大舉行。出席者包括以下四項
活動的主席和參與人員。包括：

黃琛：美中國際美食節主席。
江岳：美中之星歌唱大賽主席。
張燕曉：美中國際文旅影視和經貿投資高峰論壇主席

。
謝忠：2019 美中國際文化旅遊藝術節暨國際電影節主

席。

當天晚間出席的貴賓還包括：已故總統 George HW
Bush 的孫子Pierce Bush ,他將競選德州第22選區的國會議
員，Stanford 市的市長 Leonard Scarcella, 美中國際電影節共
同主席張勤，中國華僑公益基金會愛心工程部主任矯江莉
，及中國駐休士頓總領館的文化參贊鄭文等多位知名人物
，顯示中，美雙方對該項活動的重視。

「美中國際電影節」 周日晚在Stamford Center 盛大舉行
電影 「單程機票」 榮獲最佳導演獎及最佳攝影獎二項大獎

（本報訊）年終歲末感念佛恩，德州佛教謹訂於12月25日
至12月31日，假美洲菩提中心舉辦《歲末感恩佛七》。將恭請
本會會長上宏下意法師主七。全程禁語，攝心念佛，安住身口意

，長養戒定慧。
念佛法門是佛法修行中，非常殊勝的一種對治雜念的方

法。生活中的雜事常常會讓我們的心，攀緣悸動，不能安
住而致心生煩惱。而念佛就是用一種淨念降伏萬般雜念，

以期都攝六根，淨念相續的法門，最後希望能把念佛的這一念頭
也放下，達到淨念無念的境界。

如果您想體會一下念佛的安然，或是想沉澱一下整年來的妄
想分別，德州佛教會虔誠邀請您，藉著年終假期，或全程或隨喜
，同來繫念彌陀，念佛憶佛。意者請於24日下午4時至7時在菩
提中心香雲堂接待處報到。

報名表和佛七須知請參考http://www.jadebuddha.org。 對這
次活動如有任何問題，請洽詢玉佛寺辦公室 281-498-1616。

歲末感恩佛七通啟

（本報訊）美國聯邦醫療保險和
醫療補助服務中心（CMS）今天發布
的最新消息，2020年健康保險交易市
場開放期延長至12月18日東部時間下
午3點（中部時間下午2點）。

美國聯邦醫療保險和醫療補助服
務中心的主要目標是為申請健康保險

交易市場個人保險的民眾提供緊密和
順暢的服務，確保那些希望通過健保
市場購買保險計劃的民眾都可以成功
的購買保險計劃。為了幫助那些在市
場開放期最後幾個小時購買保險，但
是遇到問題的民眾，CMS將申請2020
年保險的截止日期延長至12月18日東

部時間下午三點（中部時間下午二點
）。

光鹽社可以協助大家申請健康保
險 ， 電 話;7139884724， 地 址 9800
Town Park Dr.#255, Houston,
TX77036.

健康保險交易市場開放期延長至12月18日中部時間下午2點

圖為今年美中國際電影節所有得獎人與頒獎人合影圖為今年美中國際電影節所有得獎人與頒獎人合影。。

圖為圖為20192019年年 「「美中國際電影節美中國際電影節」」 主席謝忠主席謝忠（（左三左三 ），），頒發今年頒發今年 「「最佳導演最佳導演
獎獎」」 給梁晨給梁晨（（右二右二 ），）， 「「最佳攝影獎最佳攝影獎」」 給沈鷹老師給沈鷹老師((左一左一）、）、崔榮老師崔榮老師（（左左
二二））及李永傑及李永傑（（右一右一））等三人等三人 。。

（（圖左起圖左起））世界名人網資深副總裁世界名人網資深副總裁、、美中美食節主席黃琛美中美食節主席黃琛，，美中友好促美中友好促
進會主席謝忠進會主席謝忠，，美中國際電影節共同主席張勤美中國際電影節共同主席張勤、、中國華僑公益基金會愛中國華僑公益基金會愛
心工程部主任矯江莉接受斯坦福心工程部主任矯江莉接受斯坦福(Stafford)(Stafford)市市長倫納德市市長倫納德··斯卡塞拉斯卡塞拉(Leonard(Leonard
Scarcella)Scarcella)（（右二右二））的表彰的表彰。。

（本報訊）德州佛教會玉佛寺， 訂於12月21 日 上午10 a.m. 前往 西橡復健中心 (West Oak Nursing & Rehab Cen-
ter (3625 Green Chase Dr., Houston 77082) 為中心的 老人及病患 舉行 年度聖誕活動. 玉佛寺的 義工們, 包括: 合唱團，少
青組 及小提琴班的學生 以及其他 社團，例如：幸福舞蹈團及個人舞者將為-老人提供表演節目並贈送禮物給中心的老
人疾病患。 義工們也會提供點心給長者們! ” 如有任何疑問，請電832 876 8399 呂振益Eric Lu

德州佛教會玉佛寺2019年年度聖誕節慰問老人院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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