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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 64 歐元當堡主
歐元當堡主？
？
13 世紀法國古堡被眾籌
世紀法國古堡被眾籌“
“領養
領養”
”

法國許多古城堡因修繕費高昂，
法國許多古城堡因修繕費高昂
，且地處偏遠
且地處偏遠，
，導致城堡被廢棄
導致城堡被廢棄，
，瀕
危古跡數量近年不斷增加。2 年前
危古跡數量近年不斷增加。
年前，
，壹座最早可追溯到 13 世紀的法國古
堡，因壹個遺產保護組織的眾籌活動
因壹個遺產保護組織的眾籌活動，
，籌集 160 萬歐元資金
萬歐元資金，
，重煥新生
。圖為 Mothe-Chandeniers 城堡
城堡，
，坐落於萊斯特魯瓦穆蒂耶爾市
坐落於萊斯特魯瓦穆蒂耶爾市。
。

英國倫敦舉行的世界小姐選美大賽決賽，
英國倫敦舉行的世界小姐選美大賽決賽
， 來自牙買加的 23 歲佳麗
托尼·辛格摘下後冠
托尼·
辛格摘下後冠。
。據報道
據報道，
，辛格是美國佛羅裏達州立大學畢業生
辛格是美國佛羅裏達州立大學畢業生，
，
專業為心理學和女性研究，
專業為心理學和女性研究
，她的誌向是成為醫生
她的誌向是成為醫生。
。閑暇時間
閑暇時間，
，辛格喜歡
唱歌、
唱歌
、做飯和當義工
做飯和當義工。
。

印尼獲救猩猩將放歸野外
曾險些被人從機場走私出境

黑人女性再次問鼎國際選美冠軍

5 ！！
9 第 度度
201年

印度尼西亞獲救的猩猩 Bang Bon 從巴厘島抵達北蘇門答臘省的瓜
那那機場後，從籠子裏往外看
那那機場後，
從籠子裏往外看。
。據報道
據報道，
，2019 年 3 年，壹名俄羅斯男子
將 Bang Bon 攜帶到巴厘島機場試圖走私時被逮捕
攜帶到巴厘島機場試圖走私時被逮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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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機遇何以全球“圈粉”

近 30 個國家的近 2000 名海外人才參
會，國內 126 個政府代表團、116 家高校
、科研院所及企業機構到會，帶來合作
項 目 1761 個 ， 職 位 崗 位 需 求 14790 個
……18 日至 19 日廣州舉行的 2019 中國海
外人才交流大會暨第 21 屆中國留學人員
廣州科技交流會，吸引了眾多海外人才
的目光。
“千裏馬”萬裏奔赴“中國磁場”
看似笨重的機器人手臂組成的“機
器人樂隊”，彈奏出壹首靈動的《朋
友》；帶上動作捕捉的設備，自己瞬間
化身大屏幕上的虛擬偶像；自動對透過
窗的光和熱量進行優化的智能玻璃，不
但節能，也讓環境更舒心；8K+5G 超高
清直播帶來新的觀看體驗……在海交會

發展的中國到處充滿了機會，“中國人好
客友善，所以我想在這裏實現夢想。”
越來越多的海外機構來了，中國與
世界的創新合作愈發暢順。西班牙馬德
裏理工大學和上海同濟大學合作下，西
班牙馬德裏理工大學駐華孵化器在上海
落地，成為西班牙相關企業與中國創新
者合作的基地。目前已經有 20 多家企業
進駐，其中 4 成來自西班牙，馬德裏理
工大學駐華代表處負責人明西貞說，希
望結合中西最佳的技術視角和合作靈感
，在西班牙、西班牙相關國家與中國之
上，眾多海外人才展示的科技成果讓人 間建立創新的橋梁。
目不暇接。中國正在形成海外高層次人
才聚集的磁場。
大舞臺強助力 好生態引鳳來
越來越多的留學生回來了。教育部
中國經濟結構優化，產業升級，深
國際合作與交流司副司長李海介紹說， 化開放的各種舉措正吸引著越來越多的
2012 年到 2018 年，共有超過 283 萬名海 高端人才攜夢而來。
外中國留學人員選擇歸國，占改革開放
這裏有廣闊的舞臺。愛立示信息科
以來回國總人數的 77.6%。
技有限公司創始人談建說：“我回國的
在渥太華大學讀博的何杉帶著自己 時候區塊鏈這個名詞對國內來說還很陌
“互聯網+智能健康監測”的項目回國 生，技術空白和應用場景的廣闊讓我意
，尋找國內機構尋求合作。“國內的互 識到我可在區塊鏈技術上大展拳腳！”
聯網市場很大，產品轉化效率高。我學
這裏有圓夢的強助力。如今中國各
的智能健康傳感、機器學習這壹領域很 類高層次人才鼓勵辦法相繼實施，海外
適合在國內發展。想要闖壹番事業的話 人才創業園、創業峰會、創業大賽等平
，國內的機會是更多的。”何杉說。
臺蓬勃發展，各級各類留學歸國服務機
越來越多的海外英才來了。在中國 構健全。海外人才關心的落戶、居留、
生活 3 年的印度姑娘哈莎達，認為蓬勃 子女入學、社會保險、投融資、稅收等

配套政策也正在日益完善。
日趨活躍的“科技經紀人”，為海
外人才提供資本、市場、政務服務等創
新服務和資源對接。在德國從事高分子
材料科研的趙懷霞對此深有體會。她和
團隊做的智能建築外墻裝飾材料開發項
目還沒有開發出實際的產品，但通過海
交會和創業大賽，主辦方就提供壹站式
服務，幫助他們搭建與企業溝通的平臺
，尋找落地合作機會，讓她對回國創業
抱有信心。
這裏有良好的創業生態。人才的集
聚、制造業的實力、產業鏈上下遊的完
善、市場的活躍，讓海外歸國人才創業
有了多元而放心的選擇。深圳清華大學
研究院復眼計算機視覺技術與智能裝備
研發中心主任韓宇星準備把公司放在三
個地方。“核心算法相關的放北京，軟
件人才聚集；系統部分放深圳，深圳多
硬件集成人才；大規模生產將放廣東其
他地方，產業鏈完備。”
創新資源聚合 催生更大機遇
海交會現場，壹個巨大的電子屏幕
正在讓海交會現場人員與矽谷科技人才
進行交流。根據部分海外人才因時間、
距離等客觀因素，無法到現場對接交流
的情況，大會專門設立了北美、澳門分
會場，利用信息化平臺，打破時空交流

屏障。
同時，大會開設“百城同臺”海外
英才招聘會、線上招聘會、網絡視頻招
聘、AI 智能面試、在華國際人才招聘會
等大型訂制化招聘會，吸引了華為、騰
訊、京東、富士康、西門子、奔馳、中
石化、中石油、中國聯通等 30 余家世界
500 強企業報名參加，共提供招聘崗位
近 2900 個，累計吸引海外人才近 2000 人
應聘。
大批海外人才踏上回國創新創業的
圓夢之旅。據不完全統計，歷屆大會共
吸引海內外高層次人才近 5 萬人，覆蓋
全球 140 多個國家和地區，向全國各地
輸送近 5 萬個項目。邁普醫學的袁玉宇
和徐弢通過大會邁出理想第壹步並獲得
資金，企業成為生物 3D 打印技術的領導
者；禾信儀器的周振通過大會落戶廣州
，用 10 年時間打造出全國領先的質譜儀
器企業並掌握自主研發核心技術……
星星之火的聚合正掀起燎原之勢。
白俄羅斯國立工業大學副校長多爾梅什
金· 奧列格和他的團隊帶著基於碳納米顆
粒和各種聚合物基質的納米復合材料的
生產技術，基於納米纖維殼聚糖的用於
傷口愈合、抗菌和止血的塗層等多個項
目來海交會尋找合作夥伴。“中國市場
產業化能力強，創新資源的齊聚給了我
們很多的市場機會。”他說。

央行重啟 14 天逆回購操作 中標利率下調 5 個基點
綜合報導 時隔近 3 個月後，14 天逆回購操作
重啟，中標利率下調至 2.65%。中國人民銀行 12 月
18 日公告顯示，以利率招標方式開展了 2000 億元
逆回購操作。其中，7 天逆回購中標量為 500 億元
，中標利率 2.5%；14 天逆回購中標量為 1500 億元
，中標利率 2.65%。因 18 日無逆回購到期，當日實
現凈投放 2000 億元。
此前，央行已連續 20 個工作日未開展逆回購
操作，創今年最長暫停紀錄。此次 7 天逆回購操作
的利率未作調整，但 14 天逆回購操作的中標利率
不再是 2.7%，而是下調至 2.65%。值得註意的是，

自 2018 年 4 月份以來，央行 14 天逆回購操作的利率
壹直維持在 2.7%的水平。公告稱，人民銀行將密切
關註市場流動性狀況，靈活開展公開市場操作，維
護年末流動性平穩。
交通銀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陳冀表示，
央行操作的期限特征已表明央行“呵護”市場流動
性穩健跨年的態度。近期公開市場主要的到期壓
力，中期借貸便利（MLF）已在本周壹（12 月 16
日）全額對沖並凈投放 140 億元。周三重啟逆回
購凈投放 2000 億元流動性的同時降低跨年資金利
率，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市場流動性年末出現結

構性緊張。
Wind 數據顯示，本周（12 月 14 日至 12 月 20
日 ）央行公開市場無正逆回購和央票到期。周壹
（16 日）央行開展 3000 億元中期借貸便利（MLF）
操作，利率為 3.25%，與此前持平，當天另有 2860
億元 MLF 到期。
中信證券首席固收分析師明明認為，總量上看
，當日開展 2000 億元流動性凈投放，逐步安排跨年
流動性投放。隨著元旦臨近，年底跨節資金需求旺
盛，資金利率有所上行，央行在暫停逆回購操作 20
天後重啟逆回購操作滿足年底資金需求，保證銀行

體系年底流動性總量合理充裕。從期限結構上看
，跨年資金需求旺盛，14 天流動性投放更多。近
期 21 天和 1 個月的跨年資金利率大幅上行，跨元
旦資金需求較為旺盛，央行時隔近 3 個月重啟 14
天逆回購操作補充流動性。後續面臨春節，央行
可能還會重啟 28 天逆回購操作以補充春節期間的
跨節需求。
“未來兩周央行預調微調市場短期波動的操作
可能還會有。年末央行靈活適度的調節，也旨在為
2020 年初配合專項債發行及其他宏觀政策共同發力
打下基礎。”陳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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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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IAXIN LU, M.D

Board Certified by ABIM

（牛皮癬，慢性濕疹，
老年性皮膚瘙癢和白癜風）。

7850 Parkwood Circle Dr, B6 Houston.TX 77036
D03-FA_YiZhouMD周藝_16C_2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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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峽兩岸》

精彩

美南廣播電視台
看電視聽廣播
跟蹤海峽熱點，反映兩岸民意

節目介紹

節目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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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峽兩岸”是中央電視臺惟一的涉臺時事新聞評論欄目，節目
觀眾可24小時直接收看及收聽該頻道，
宗旨是“跟蹤海峽熱點，反映兩岸民意”節目分為兩個版塊：第
行車間也可方便收聽，輕鬆獲取美南電視節目
一個是“熱點掃描”，主要報導當日和近期臺灣島內的熱點新聞;
以及各類國際、社區重大資訊。
第二個是“熱點透視”，當日或近期涉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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蹤報導。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海峽兩岸》連戰：民進黨若繼續 兩岸將正面交鋒

1. 掃二維碼(QR code)：

播出時間：

觀眾只要掃描報上的二維碼，
就可連結到美南國際電視，
首播時間：週一至週五晚上9點30分，重播時間：次日早晨8:00。
直接在手機上觀看STV15.3。

▲ 節目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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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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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節目截圖

《文華時間》

2. Google搜尋：觀眾只要在Google網站搜尋
「Southern TV- STV15.3 Hou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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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南大咖談》報紙預告：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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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新聞面對面》

3. 下載Apps收看：

美南國際電視最新訪談欄目

可在蘋果商店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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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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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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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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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thern Television 15.3
美中時間

00:00-00:30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WED.

THU.

FRI.

SAT.

SUN.

23

24

25

26

27

28

29-Dec

中國文藝 (重播)

02:00-0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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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走美國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養生堂 (重播)

00:30-01:00

行之中國
中華民族 (重播)

01:30-02:00

可在蘋果商店搜尋

12/16/2019 -12/22/2019

TUE.

01:00-01:30

3. 下載Apps收看：

2019年12月份 電視頻道節目表

MON.

中華民族 (重播)

華夏新紀錄 (重播)

中華一絕 (重播)

Chinese Class

04:00-04:30

司馬白話 (重播)

電視劇《金婚》 第42~46集 (重播)

幸福帳單 (重播)

05:00-05:30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電視劇《中國往事》 第26~30集 (重播)
武林風 (重播)

檔案 (重播)

遊走美國 (重播)

華人世界 (重播)

司馬白話 (重播)

06:30-07:00
07:00-07:30

央視國際新聞

移民美國 (重播)
電影藏密 (重播)

中國大舞臺

05:30-06:00
06:00-06:30

華夏新紀錄 (重播)

開門大吉 (重播)

美南大咖談

中華一絕 (重播)

03:30-04:00

04:30-05:00

綠水青山看中國 (重播)

中國文化

大魔術師 (重播)

02:30-03:00
03:00-03:30

中國大舞臺 (重播)

電影藏密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07:30-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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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典電影

海峽兩岸 (重播)

08:00-08:30
08:30-09:00

今日關注

09:00-09:30

今日亞洲

09:30-10:00

美南大咖談

檔案

綠水青山看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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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11:30

華夏新紀錄 (重播)

中華民族 (重播)

功夫

大鵬秀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11:30-12:00
12:00-12:30

這裡是北京 (重播)

12:30-13:00

大鵬秀 (重播)

13:00-13:30

中華醫藥 (重播)

13:30-14:00

這裡是北京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中國輿論場

中國緣 (重播)

中國情 (重播)

生活 (重播)

14:00-14:30

休士頓論壇 (重播)

科技與生活 (重播)

電影藏密
幸福帳單

遊走美國

電視劇《金婚》 第42~46集

記住鄉愁 (重播)

14:30-15:00
15:00-15:30

鞠萍姐姐講故事

洋言洋語

記住鄉愁

15:30-16:00

今日關注 (重播)

移民美國

歲月留聲

開門大吉

大魔術師

16:00-16:30

美南大咖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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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0-18:00

幸福來敲門 上集

幸福來敲門 下集
華人世界

央視國際新聞

18:00-18:30
18:30-19:00

美南新聞聯播 (直播)

今日關注 (重播)

中國大舞臺 (重播)

先鋒人物

中國緣 (重播)

生活

中華一絕

19:00-19:30
19:30-20:00

中國緣

20:00-20:30

生活 (重播)

中國情

20:30-21:00

科技與生活

休士頓論壇

中華醫藥

外國人在中國
武林風

中國文藝

電視劇《中國往事》 第26~30集

21:00-21:30

海峽兩岸

21:30-22:00
22:00-22:30

健康之路

22:30-23:00

五味草堂

23:00-23:30
23:30-00:00
電視台保留變更節目權利，以實際播出為準。

中華民族
中國文藝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司馬白話
養生堂

華夏新紀錄
檔案 (重播)

中國輿論場 (重播)
先鋒人物 (重播)
功夫 (重播)

幸福來敲門 上 (重播) 幸福來敲門 下 (重播)
Updated as:

12/19/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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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進夏威夷大島綠色沙灘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導】12 月 17 日，去
參觀夏威夷大島的綠色沙灘。綠色沙灘也稱為
帕帕科雷亞 （Papakōlea）沙灘，帕帕科立沙灘
也被稱為“寶石”鋪設的綠色海灘，它位於夏
威夷島最南端和美國領土最南端。它是世界上
僅有的四個綠色沙灘之一，但這個綠色海灘是
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橄欖綠海灘，是因為綠色沙
子中含有橄欖石，橄欖石分佈在海灘附近，由
於海水的侵蝕和多年的摩擦，這些橄欖石已經
磨成細沙，形成了一個綠色的海灘，引起了全
世界的關注。
驅車趕到綠色沙灘入口，
驅車趕到綠色沙灘入口
，沒有收費站
沒有收費站，
，沒
有工作人員，
有工作人員
，沒有固定的停車場
沒有固定的停車場，
，沙粒地面和
草地停車空間全部佔滿，
草地停車空間全部佔滿
，只能返回停在馬路兩
邊。
入口至綠色沙灘大約 3 英里
英里，
， 可以徒步前
往或者乘座四輪驅動的破舊卡前往。
往或者乘座四輪驅動的破舊卡前往
。看到卡車
破舊不堪，
破舊不堪
，沒有座位
沒有座位，
，只能站立
只能站立，
，後箱還全部
站滿，
站滿
，感覺不太安全
感覺不太安全。
。我們計劃花費一個半小
時在崎嶇不平的火山岩上徒步行到達綠色沙灘
。徒步前往的好處是順便看一看海岸線
徒步前往的好處是順便看一看海岸線。
。
入口處有一條小路，
入口處有一條小路
， 大約 300 米 ， 還算平
坦，通向離海岸大約一英里的火山石岸邊
通向離海岸大約一英里的火山石岸邊。
。整
個行程沒有公路，
個行程沒有公路
，只能沿著驅動車行駛的痕跡
前行。
前行
。驅動車行駛沒規律
驅動車行駛沒規律，
，路面凹凸不平
路面凹凸不平，
，有

的是泥巴車道，有下雨時卡車陷入的痕跡
的是泥巴車道，
有下雨時卡車陷入的痕跡，
，路
面上也灑滿綠沙，
面上也灑滿綠沙
，估計是卡車從綠色沙灘帶過
來的；
來的
；有的路面佈滿火山石
有的路面佈滿火山石，
，石頭大小不等
石頭大小不等，
，
突出路面，
突出路面
，高低起伏
高低起伏，
，有翻車的危險
有翻車的危險；
；有的石
頭還顯得尖銳，
頭還顯得尖銳
，隨時有爆胎的危害
隨時有爆胎的危害。
。岸邊也放
著廢舊的破車，
著廢舊的破車
，估計是中途發生故障
估計是中途發生故障，
，難於維
修，拖回來的成本遠高於破卡車的價值
拖回來的成本遠高於破卡車的價值。
。
沿著海岸線徒步逆風前行，
沿著海岸線徒步逆風前行
，風塵沙粒迎面
撲來，
撲來
，進入眼睛
進入眼睛，
，影響視線
影響視線，
，後悔沒有帶上擋
風眼鏡。
風眼鏡
。徒步前行
徒步前行，
，有不少驚喜發現
有不少驚喜發現，
，看到火
山爆發時滾滾岩漿從火山口噴湧而出，
山爆發時滾滾岩漿從火山口噴湧而出
，流入大
海的痕跡，
海的痕跡
，在巨大海浪的衝擊下
在巨大海浪的衝擊下，
，形成壯觀的
奇景。
奇景
。
當到達目的地的時候，
當到達目的地的時候
，需要爬上陡峭的懸
崖，才有機會看到它真實的面龐
才有機會看到它真實的面龐。
。從遠處看
從遠處看，
，
整個綠色沙灘彷彿一塊細膩的碧玉陳列於海天
之間，
之間
，這讓每一個看到它的人都驚嘆不已
這讓每一個看到它的人都驚嘆不已。
。走
在這綠色的海灘上，
在這綠色的海灘上
，感覺像踩在橄欖綠的寶石
上。捧起綠沙細看
捧起綠沙細看，
，沙粒璀璨晶瑩
沙粒璀璨晶瑩，
，閃閃發光
，猶如綠寶石一般
猶如綠寶石一般，
，依依不捨
依依不捨，
，愛不釋手
愛不釋手。
。但
是當地的傳說說這些橄欖石是火山女神的眼淚
。據說
據說，
，有人擅自帶回家
有人擅自帶回家，
，會受到女神的報復
，只能
只能“
“望寶興嘆
望寶興嘆”。
”。這個古老的傳說和人們
這個古老的傳說和人們
對自然神的敬畏從根本上保護了這個珍貴的綠
色海灘。
色海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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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聯杯
英聯杯]]曼聯 3-0 科爾切斯特

8火
104-10熱
打破吉尼斯世界紀錄！
打破吉尼斯世界紀錄！
德國 94 歲老太堅持練體操精神矍鑠

德國薩克森德國薩克森
-安哈爾特州
安哈爾特州，
，94 歲高齡的約翰娜
歲高齡的約翰娜·
·誇斯
誇斯(Johanna
(Johanna Quaas)被
Quaas)被
吉尼斯世界紀錄(Guinness Book of Records)列為世界上最年長的現役體操
吉尼斯世界紀錄(Guinness
Records)列為世界上最年長的現役體操
運動員。
運動員
。她身高 1.50 米，是三個孩子的母親
是三個孩子的母親，
，她每周去體育俱樂部練習體操
至少兩次，
至少兩次
，不管什麼天氣她都騎自行車去很遠的地方鍛煉
不管什麼天氣她都騎自行車去很遠的地方鍛煉。
。

Tel: 281-498-4310 (Chinese) 281-983-8152 (English) We’ll Help you get the stand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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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麗珊報導

美南銀行全體員工合影

美南銀行聖誕活動於 12 月 14 日
在 OMNI 旅館盛大舉行

董事長李城穗 (左一
左一)) 、總裁 Mohammed Younus (右一
(右一))
15 年資深員工貢獻獎 員工周孜恬合影

資深董事長李昭度 (後二右三
後二右三)) 、董事長李城穗 (右一
右一))
與貴賓們合影

(左起
左起)) 董事 ED Malmgren、
Malmgren、董事長李城惠
董事長李城惠、
、Katherine Wu
(2019 Miss Chinatown)聯手主持晚宴中員工現金抽獎節目
Chinatown)聯手主持晚宴中員工現金抽獎節目

董事長李城穗在晚宴致感謝員工一年來的貢獻

總裁 Mohammed Younus (左六
(左六、
、七) 夫婦與達拉斯員工們合影

五位幸運員工現金得獎

休城工商

大型綜藝節目《 琴動心聲 》第一
大型綜藝節目《
第一，
，二期已錄製完成
即將在美國美南電視台與大家見面
（本報訊）2019 年 12 月 14 日大型綜藝節目《琴動心聲》
第一季的第一、二期現已順利錄製完成，即將在美國美南電
視台和大家見面了。
《琴動心聲》是由著名音樂家，鋼琴教育家吳曉萍女士
、張瑩女士發起並策劃的一檔具有高質量的大型綜藝節目，
由鮑玲擔任總導演。該節目將通過綜藝的手段顛覆觀眾對鋼
琴音樂的固有印象，讓大家重新認識更多高雅且極具正能量
的音樂作品。
據了解，在錄製的過程中，學員們與導師們的配合非常
默契，特別是 4 位高水準的資深導師，他們對 30 位不同年齡
段的參演學員們進行分組打磨、並陪伴成長，呈現了今天這
台精彩的綜藝節目。 30 位選手共分為紅、黃、藍、綠、橙、
紫六個隊，每隊由一位隊長帶領隊員與其他隊 PK。期間，休
斯頓大學鋼琴系教授 Timothy Hester 導師，親自為學員們演奏
世界名曲，讓學員們當場說出世界名曲出自哪個年代、所表
達的意思及對音樂的理解等，隊長帶領著自己的隊員們都爭
先恐後的搶答。
學員們對鋼琴演奏作品的演繹形式有獨奏、四手聯彈、
八手聯彈、樂理、視唱練耳多種形式，這期間 4 位導師們根
據每位學員的展示分別做出了科學詳細的點評，張瑩教授負
責考核講解視唱練耳知識，吳曉萍教授負責考核講解樂理知
識。選手們通過《琴動心聲》的錄製，都受益匪淺，學到很
多知識，不僅提高了他們的音樂素養及演奏水平，也增加了
他們各方面知識，包括樂理知識、視唱練耳知識、音樂鑑賞
知識等等。
在組隊過程中，學員們都非常的踴躍，隊長們也非常盡

選出的六位隊長，
選出的六位隊長
，每隊一個顏色

責的帶領自己的隊員和其
他隊 PK，家長們也給予了
很多的支持與配合，目前
節目正在進行後期製作之
中，即將呈現給各位觀眾
，屆時觀眾們將通過舞台
公演和真人秀兩部分，既
可欣賞到頂尖水準的鋼琴
演奏，還可以看到導師和
演奏成員之間的激情碰撞
，見證演奏成員們的成長
蛻變。
總之，大型綜藝節目
《琴動心聲》將通過專業
的堅持和創新的智慧，為
大家帶來更多的驚喜，努
力打造成為全球各族裔關
注和參與的國際音樂盛事
。選手們參與如此高規格
的綜藝活動，會帶給她們
《琴動心聲
琴動心聲》
》四位導師
受益終身的人生經歷。目
前，已開始招募第二季的
學員，《琴動心聲》綜藝
招募方法：報名學生需準備錄製一首獨奏作品，發至郵
節目組熱情的邀請年齡 6 歲至 18 歲的學生們積極報名參與此 箱 kevinliu20040616@gmail.com 諮詢聯繫方式:8329923132(請
節目的錄製。音樂無國界，以琴會友，用音樂與來自世界各 以寫短信形式諮詢)
地的人士做朋友。

張瑩導師在測試學員試聽練耳

張瑩導師在測試學員試聽練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