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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家名店商家名店

˙近59號公路中高層公寓，2臥2衛，2臥半2衛

˙近Westheime 3房2.5衛房，售$189K

Lance Chau
(713)271-9898

貸款: 買房、重貸、出租房貸款、抵押兌現、不查收入
Fast Easy Mortgage

Lchauemail@yahoo.com
RMLO NMLS 246133

6120 Westline Drive Houston, Texas 77036

Venture Equity 房屋買賣/貸款/投資/商業

永創佳業 1031物業延稅交換

2020年2月26日 星期三
Wednesday, February 26, 2020

自住房購房補助計畫自住房購房補助計畫(Homebuyer(Homebuyer
Assistance ProgramAssistance Program﹐﹐簡稱簡稱 HAP)HAP)
最高可補助最高可補助$$3030,,000000﹐﹐購屋者須符合以下的條件購屋者須符合以下的條件::

11.. 是首次自住房購房者是首次自住房購房者
22.. 家庭收入不超過規定的限制家庭收入不超過規定的限制
33.. 能夠獲得自住房購屋貸款能夠獲得自住房購屋貸款
44.. 參加參加 88 小時的購房者教育課程小時的購房者教育課程
55.. 有工作有工作﹑﹑每年有付稅每年有付稅﹐﹐是美國公民或綠卡持有是美國公民或綠卡持有
者者
66.. 願意提供所有的相關文件願意提供所有的相關文件
77.. 為休斯頓市居民為休斯頓市居民

洽 詢 電 話 中 文洽 詢 電 話 中 文 : (: (713713)) 725725--17031703 ﹐﹐
英 文英 文 : (: (832832))549549--02820282 Mr.Mr. KimK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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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聖彼得堡開了家俄聖彼得堡開了家““黑白咖啡館黑白咖啡館””
仿佛走進童年小人書仿佛走進童年小人書

英國大英博物館歸還伊拉克文物英國大英博物館歸還伊拉克文物



BB33綜合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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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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政策支持 攜手共克時艱
——推動外貿外資穩健發展綜述

外貿外資，中國與世界聯通的重要

紐帶，國民經濟運行的重要指標。目前

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勢頭得到初步遏制，

防控工作取得階段性成效。21日召開的

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強調，要統籌做好

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

支持外貿企業抓緊復工生產，優先

保障在全球供應鏈中有重要影響的龍頭

企業和關鍵環節恢復生產供應，實施好

外商投資法及配套法規……連日來，各

地各部門接連出臺務實舉措，助力外貿

外資穩健發展。

復工復產，急企業之所急
“我相信，能夠雪中送炭的朋友才

是真正的朋友。”最近，壹封署名韓國

產業通商資源部長官成允模的感謝信，

寄到了山東省委主要負責同誌的案頭。

戰“疫”當前，韓方為何發來感謝

信？商務部外資司司長宗長青21日在網

上政策吹風會上透露這樣壹條信息：2

月15日前，山東省推動32家韓資汽車配

件企業全部復工，穩定全球汽車供應鏈。

記者了解到，山東省近期出臺《關

於全力做好全省外貿外資企業復工有關

工作的緊急通知》，建立省、市、企業

“點對點”跟蹤推進工作機制，實施日

調度制度。企業員工怎麼返崗、返崗復

工如何防護、防疫物資如何保障……政

策不僅出得快，而且出得細、出得準。

山東是壹個縮影。圍繞支持外貿外

資穩健發展，各地區各部門正加緊推出

行之有效的舉措，急企業之所急。

——商務部、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

司21日聯合對外發布通知，提出要進壹

步擴大短期出口信用保險覆蓋面，提高

承保效率，創新承保模式，幫助企業加

強出口風險管理，減少企業損失。

——海關總署16日推出壹份“政策

包”，就進口、出口、企業註冊登記等

諸多方面出臺有針對性的利好舉措，並

要求全國海關進壹步提高通關效率、降

低外貿企業成本。

——在廣州，黃埔區和開發區啟動

“百名局長服務千家企業”行動，各職

能部門負責人直接聯系和走訪1000家企

業。相關部門幹起了“代購”“跑腿”

的活，為企業積極籌措疫情防控物資。

——在廈門，當地已出臺壹系列措

施幫助外資企業應對困難，比如上線求

職登記平臺，確保求職應聘、企業招聘

和人力資源工序對接等服務政策開展。

……

宗長青表示，上海、山東、湖南等

地重點外資企業復工率超過80%。預計2

月底，多數地方基本實現復工復產。

優化服務，推動項目落地
北京，全球知名投資管理公司橡樹

資本在朝陽區“領證”，完成工商註冊

。這是抗擊疫情期間在京落戶的第壹家

頂尖美資私募機構。

橡樹資本相關負責人表示，選擇在

北京設立子公司，是基於對中國經濟和

資本市場的長期樂觀態度，也因為當地

金融營商環境對外資機構具有很強的吸

引力。

記者了解到，疫情期間，北京市地

方金融監督管理局建立全市金融服務快

速響應網絡，對外資金融機構提供壹站

式註冊咨詢服務和管家式企業服務。

巨大的韌性和潛力，不斷優化的營

商環境，讓不少有遠見的國際投資人繼

續對中國經濟投下“信任票”。商務部

最新數據顯示，1月份，全國新設立外

商投資企業3485家，實際使用外資875.7

億元，同比增長4%，雖然增速較去年同

期有所回落，但平穩勢頭基本得以延續。

不容忽視的是，疫情對當前外貿運

行造成嚴峻挑戰。商務部外貿司司長李

興乾21日表示，從地方和行業反映情況

看，受前期物流不暢、開工延遲等影響

，疊加春節因素，預計今年1至2月進出

口增速大幅回落。

做好穩外貿工作，壹方面要全力支

持外貿企業抓緊復工生產，另壹方面要

盡力幫助企業減少因難以按時履約帶來

的損失。

記者了解到，為減少企業損失，中

國貿促會及時出具與疫情相關的不可抗

力事實性證明。截至21日，全國貿促系

統共計97家商事證明機構累計出具相關

不可抗力事實性證明3325件，涉及合同

金額約2700億元。

不只“救急”，更謀長遠發展
中國發展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重要

戰略機遇期。推動外貿外資穩健發展，

必須把握好這個重要戰略機遇期。

中央政治局會議強調，加大試劑、

藥品、疫苗研發支持力度，推動生物醫

藥、醫療設備、5G網絡、工業互聯網等

加快發展。壹些外資企業，已經“嗅”

到中國市場湧動的新機遇。

美國陶氏公司大中華區總裁林育麟

告訴新華社記者，疫情將在短期內帶動

個人護理和機構消毒等產品的市場需求

，並推動細分領域市場加速升級。“陶

氏對中國的投資計劃不會受到影響……

同時，我們的團隊和客戶都在緊密關註

這些市場變化。”

記從商務部了解到，下壹步，我國

將繼續壓減全國和自貿試驗區兩個負面

清單，進壹步擴大外資準入領域。修訂

國家級經開區考核評價辦法，增加外貿

外資考核指標權重。

在支持外貿企業復工復產的同時，

我國今年還將在加快外貿轉型升級、推

進貿易高質量發展方面出臺舉措。其中

包括持續優化國際市場布局、國內區域

布局、經營主體、商品結構和貿易方式

，加快推進國家外貿轉型升級基地、國

際營銷服務網絡和經貿促進平臺建設。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員張燕

生表示，在壹系列既管當下、又謀長遠的政

策舉措支持下，企業積極主動作為，中國外

貿外資完全能夠共克時艱、穩健發展。

國債期貨市場迎來商業銀行等重磅機構投資者
綜合報導 證監會宣布，證監會與財政部、人

民銀行、銀保監會近日聯合發布公告，允許符合條

件的試點商業銀行和具備投資管理能力的保險機構

，參與中國金融期貨交易所國債期貨交易。

第壹批試點機構包括：工商銀行、農業銀行、

中國銀行、建設銀行、交通銀行。未來，證監會等

四部委將發揮跨部委協調機制作用，加強監管合作

和信息共享，分批推進商業銀行和保險機構參與國

債期貨市場。

業內人士指出，國債期貨市場迎來商業銀行和

保險機構，無論對這個市場還是對這兩種類型的機

構投資者來說都有重要意義。商業銀行和保險機構

參與國債期貨交易，可滿足其風險管理需求，豐富

投資產品類型，提升債券資產管理水平。同時，也

有助於豐富市場投資者結構，促進國債期貨市場平

穩有序發展。

交通銀行金融市場業務中心總裁喬宏軍表示，

對於商業銀行等來說，壹方面，可以利用國債期貨

對債券進行風險管理，平抑利率波動帶來的市場估

值損益變化，豐富市場風險管理的工具，從而切實

提升自身風險管理能力。另壹方面，可以通過國債

期貨更好地進行資產負債主動管理。

“國債期貨具有高流動性的特征，商業銀行可

以通過國債期貨交易在不交易現貨的情況下迅速改

變組合久期，以更低的流動性成本精準實現資產負

債管理目標。”喬宏軍說。

對債券市場而言，商業銀行參與國債期貨市場

有利於推動交易業務創新，提升債券市場流動性，

完善債券市場價格發現機制。中國銀行總行全球市

場部總經理王衛東指出，對國債期貨市場而言，商

業銀行的入市無疑將豐富投資者群體，從而增加市

場深度、增強市場流動性，並進壹步完善價格發現

機制，提升市場定價的有效性。

他表示，此舉對國債現貨市場也具有積極意義

，通過期貨市場和現貨市場的有機聯動和融合發展

，既能增強不同類別國債的流動性，也能促進國債

收益率曲線進壹步完善，優化基準利率形成機制，

推進我國利率市場化改革進程。

對整個金融市場而言，商業銀行等參與國債期

貨市場是進壹步深化金融改革開放的重要壹環。在

諸多業內專家看來，利率市場化和人民幣國際化進

程不斷提速，金融市場開放程度日益加深，境外投

資者對中國債券市場的投資比重也持續增大，隨之

而來的必然是境外投資者利用利率衍生產品開展套

保的旺盛需求。

“通過參與國債期貨市場，商業銀行等可

以進壹步完善對接境外客戶群的服務體系，為

境外客戶提供安全高效的金融資產風險管理工

具。”喬宏軍說，這將促進商業銀行等以更全

面的客戶服務能力迎接境內外競爭對手的挑戰

，為實體經濟保駕護航，也是維護國家金融安

全的必然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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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南 新 聞 網 站 隆 重 推 出 5 大 板 塊 提 升 ,

 為 客 戶 ，  讀 者 提 供 了 更 好 的 瀏 覽 體 驗 。

侨 乡 广 东
主办 : 广东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

2020 年伊始，正当人们喜迎庚子新年、阖家

团圆之际，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以意想

不到的速度和程度向全国袭来、蔓延广东！疫魔

不宣而战！

“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

位！”“全力提升治愈率、降低死亡率”“竭尽

全力救治患者”……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重

要指示，广东火速动员、部署。

在医护人员精心治疗下，截至 2 月 2 日 12 时，

全省 632 例确诊病例中，无人死亡，12 人治愈出

院，不少患者病情好转。

我们常常满含热泪，只因白衣天使们大爱无疆。

集 结
他们在责任与亲情、爱情的较量中，毫不犹
豫地把爱的砝码加给了患者

战“疫”号角吹响，白衣天使火速集结。广

东省中医院护理部短短一个晚上就收到近 200 人

报名；广东省妇幼保健院动员通知发出不到 20

分钟，全院 43 名男护士就集体请战；广州市第

八人民医院超百名医护人员集体宣誓，自愿加入

先锋救援队，17 年前抗击“非典”的英雄又集结

在了一起……1 月 21 日，全省 30 家省级定点收

治医院全部取消医护人员休假，各地医护人员也

随即迅速到岗，数十万“大军”集结完毕。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一对夫妻，连夜通知

家人开车将两个孩子接回湛江老家，双双走上“前

线”。丈夫潘顺文除夕夜随广东医疗队驰援武汉，

妻子代群冲上广东防疫战场。

除夕年夜饭本是喜庆的团聚，可在广州市第

一人民医院护士郑利城家里，母亲却泪流不止，

因为郑利城初一就要走上战“疫”前线。这个“90

后”小伙强忍泪水，向母亲解释：“全院都在前行，

我不能当逃兵。”

所谓白衣天使，只是生活中的普通人，因为

这份职业和救死扶伤的信条，母亲吻别熟睡的宝

宝、儿女爽约新春的团聚、恋人推迟久盼的婚礼，

他们在责任与亲情、爱情的较量中，毫不犹豫地

把爱的砝码加给了患者。

尽管广东医护人员都知道，“抗非”战役中，

数百名医护人员因感染病毒倒下，但这一次，他

们依旧选择“逆行”，义无反顾。

奋 战
压痕和伤疤成了医护人员的“标配”，泡在
汗水里工作成了他们工作的常态

不久前，钟南山院士在奔赴武汉高铁上闭目

小憩的照片在网上“刷屏”。疫情发生后，这位

84 岁高龄的广东专家再次临危受命，出任国家卫

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那次小憩是他连续 4 日

96 小时奔走北京、广州、武汉的一瞬间。经过全

面摸查，他通过央视告知人们：新型冠状病毒出

现了人传人的现象，且有医务人员感染，必须尽

早采取措施。这在某种程度上扭转了人们对这场

疫情的认知。

“我们要尽力降低病死率。”作为广东省防

控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钟南山在广东指挥

着对重症、危重症患者的救治。1 月 29 日，他领

衔了广东首次对重症病人的远程会诊，10 位顶级

重症医学专家、呼吸科专家和传染病专家齐为 5

位患者商讨治疗方案，足足持续 6 小时 18 分钟。

看着眼睛熬红了的钟南山，妻子既生气又心疼。

人们可能不难想象，医护人员在一线救治患

者的情景，但还是容易在一些画面前湿了眼眶。

几天前，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隔离病房内出

现了凶险的一幕：一位确诊病人胸闷、喘不上气，

表情痛苦。见此状，医护人员快速判断病情，并

立即为患者进行气管插管抢救。

“气管插管是一个高风险的操作。”广州市

第八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童裕维说，一方面，患

者容易出现气道痉挛，气道突然收缩，气进不去，

患者就有生命危险；另一方面，在插管过程中，

患者会喷出大量分泌物，痰、飞沫四处飞溅，负

责操作的医护人员面临很大的感染风险。

战“疫”中，压痕和伤疤成了医护人员的“标

配”。他们的脸额被防护镜、口罩勒得红肿，鼻

梁也磨出了水泡。

战“疫”中，泡在汗水里工作成了他们的常

态。套上几层密不透气的防护服，忙碌地工作一

天，医护人员们的头发总是湿漉漉的，防护服内

的手术衣被汗水浸湿，很多都能拧出水来。广东

省人民医院急诊科护士叶惠珊就是这样，被层层

防护服包裹的她，连喝一口水都不易，几天下来，

身上湿得厉害，嘴上却干得起了白皮。

病毒充满未知，从治病到医心，广东医护人

员始终与患者心手相牵。

54 岁的刘女士进入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救治

前写下遗书，入院后，天天以泪洗面。对此，医

生不仅要治病，还要对她进行“心理按摩”，终

让她的情绪逐渐好转，病情也有了起色。

冲 锋
疾控人员是与病毒距离最近、接触最频繁的
一批人

1 月 30 日，广东同时启动对我省确诊病例的

所有密切接触者、重点疫情地区来粤人员、全省

发热门诊重点人群的大排查。这不是简单的问询、

调查，而是要对三类人群全部进行鼻咽拭子检测。

“检验每份标本需要 4—5 个小时，这是海

量的工作。”不少防疫人员感叹。一声令下，各

地疾控中心以及多家第三方检测机构投入战斗，

奔赴高速路口、机场、车站、酒店、城市社区、

田间地头……务求让患者一个不漏得到及时隔离

与救治。

深夜，广东省疾控中心的实验室里，中心微

检所所长武婕和同事还在忙碌着。全省各地送来

的呼吸道病例样本等待着核酸检验。在这个生物

安全三级实验室里，他们被重点培养的新型冠状

病毒等高致病性病毒和细菌包围着。为了安全，

8 个小时前，他们起码花费半小时，穿上层层隔

离服，戴好面屏、手套、口罩，武装成“太空人”，

相互检查完佩戴后，才敢进入实验室。

广东首例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样本在省

疾控中心确诊，几天后，经过昼夜奋战，广东首

株新型冠状病毒毒株又在这里被分离出来，为分

析新型冠状病毒的流行规律和致病机制提供了病

原学支撑。

疾控人员是这场战役中，与病毒距离最近、

接触最频繁的一批人。他们默默无闻，但对人民

健康的守护从未停歇。

同样默默无闻的，还有另一批病房外的医者。

彻底击败疫魔，有赖于科技攻关，为此，广东迅

速设立由省科技厅厅长王瑞军为组长、钟南山院

士为专家指导组组长的疫情防控科技攻关组。如

今，瞄准病毒溯源、对症药物、疫苗研制、重症

救治等难题，第一批科技攻关应急项目正在加紧进行。

驰 援
牵挂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广东医生千里驰
援，毫不犹豫

除夕本是团圆夜，128 名广东医护人员却告

别亲人，带着匆匆整理的行囊，登上从广州飞往

武汉的唯一一班客机，踏上了支援湖北疫情救治

的征程。

3 天后，来自广东中医系统的 60 名医护人员，

奔往同一目的地；仅1天后，广东再次向湖北增援，

147 人的医疗队出征；又过 2 日，由 5 人组成的

省疾控中心首批应急检验队奔赴湖北……

湖北是最前线；广东亦是“战场”。确诊病

例数量较多，广东战“疫”压力巨大。牵挂人民

群众的生命健康，广东医生纷纷请战，千里驰援，

毫不犹豫。

邹艳平是广东省首批支援湖北疫情防控医疗

队队员。她和队友们在武汉遇到的是一场“硬

仗”——接收武汉市汉口医院患者病情较重的一

个病区，截至 1 月 28 日，收治的 70 余名患者中，

危重症者超过 50 人。

在武汉，每一位医护人员都全力以赴。为了

更好地进行诊治，他们中不少人都穿上了成人纸

尿裤。“挽救生命，时不我待。”南方医科大学

南方医院呼吸科副主任医师胡国栋说。

广东医生的付出，湖北病人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在对口支援的武汉市汉口医院，65 岁的武汉

阿姨点赞广东护士，“她们从昨天到现在都没休

息过，也没怎么吃饭”。

“广东护士打针不疼，我就是心疼你们，都

是父母的宝贝，怎舍得让你们大老远过来。”一

位患者说的话，让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护士

李青的心里暖暖的。

“在生命的单程列车上，正是有了你们的付

出，才让我们在迷雾中看到阳光，并让旅途的终

点得到延伸。”一位患者在纸条上写下这句话，

让广东医护人员的信念更加坚定。（赵杨 黄锦辉 

朱晓枫 钟哲）

冬日里，汗水湿透衣背
——广东医护人员在战“疫”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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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解憂雜貨店」團隊製作

的「最初的晚餐」，是以家常料

理講述家人間情感連結的電影，

戲中核心角色演員永瀨正敏接演

前一年甫經喪母之痛，他說，演

出時不禁想起母親家常菜。

日本電影「最初的晚餐」由

2017年的賣座電影「解憂雜貨店

」團隊製作，邀集日本演員永瀨

正敏、窪塚洋介、齊藤由貴、染

谷將太以及戶田惠梨香主演。

「最初的晚餐」由新銳導演常

盤司郎編劇、執導，講述一家人因

父親喪禮再度相聚，守靈夜時，因

為睦親所做的料理想起一家人的回

憶，而離開家裡15年的大哥，也在

守靈夜結束前，帶著父親遺言回到

家裡，在那個夜晚，即將揭開埋藏

多年的家族秘密。

曾經演出「KANO」的永瀨

正敏，這次詮釋「最初的晚餐」

中的父親一角，不僅必須揣摩出

角色經過20年歲月的歷練，還要

詮釋父親一直暗藏在心中的家族

秘密，十分具有挑戰性。

不過，永瀨正敏接演「最初

的晚餐」前一年，母親不幸離世

，讓他這次對角色詮釋有更深的

感觸，他感慨，「母親離世後，

演出家庭題材的電影時心境也有

所不同，微不足道的小事及回憶

都變得相當珍貴」。

常盤司郎也對永瀨正敏的演

出給出高度評價，他指出，「感

覺得出來永瀨先生完全信任我的

腳本，完美地詮釋出歷經20年歲

月的父親」。

另外，也因「最初的晚餐」中

呈現各種家庭料理，永瀨正敏坦承

，演出時不禁想起母親的家常菜，

「很想再吃一次母親做的料理，她

過世後讓我更深刻體會到，媽媽做

的料理就是我們家的味道」。

「最初的晚餐」將於3月27

日在台上映。

永瀨正敏接演新片感慨深永瀨正敏接演新片感慨深
自承懷念亡母家常菜自承懷念亡母家常菜

藝人吳珊儒(Sandy)近期推出

新書，分享關於自己和身邊友

人的真實故事，書中透露她曾

經為幫忙好閨密，不惜動用在

演藝圈的資源，沒想到最後卻

真心換絕情，與對方漸行漸遠

、形同陌路。

據聯合報獨家報導，吳珊

儒在新書《我的存在本來就值

得青睞》中分享與朋友的相處

經驗，坦言曾經有位閨密在創

業期間經常找她訴苦，而她仔

細聆聽並提供自己的意見給對

方，但後來兩人卻漸行漸遠，

直到後來才從其他人口中得知

，這位閨密不滿她總是喜歡主

導兩人的關係，她雖然覺得一

頭霧水，但也只能接受。

經過幾個月後，閨密又突然

主動向吳珊儒示好，並透露自己

沒有預算宣傳商品，希望她能牽

線找其他藝人幫忙曝光自家產品

。她當時為了閨密，開口詢問圈

內許多藝人幫忙，並先將藝人們

的聯絡方式及地址整理好後再給

對方，請對方先寄產品給大家試

用，但經過2個月後，卻沒有人

收到商品。

吳珊儒說，起初聯絡閨密時

，對方只是敷衍帶過，後來乾脆

搞消失，導致她只能向藝人們一

一道歉。事後，兩人的共同好友

打給她才知道真相，原來這位閨

密到處向周圍友人訴苦說，自己

創業辛苦，但卻被要求寄免費商

品給藝人使用，讓吳珊儒相當錯

愕，有苦說不出。

回顧這段經歷，她表示，

「後來我發現我跟她的相處，

很多時候她沒跟我表達原來她

是不舒服的，而我自顧自用我

的方式去照顧她，但其實給她

很大的壓力。」但反過來也感

謝對方用這樣的方式將她打醒

，如今也選擇和對方保持距離

，退回點頭之交。

遭閨密背後
抱怨 「愛主導」
吳珊儒嘆：謝謝她把我打醒

造型可愛、性格討喜、

高速飛奔，無論是否電玩迷

都可被收服！還有做好做滿

的金凱瑞個人秀。適合闔家

觀賞的開心電影。

作為 SEGA最具代表性

人物的音速小子，20幾年來

從日本到美國，從電玩到漫

畫，可說是跨世代的明星虛

構角色；但也因為這樣，改

編真人電影版讓粉絲格外害

怕受傷害。之前《名偵探皮

卡丘》挾正當紅氣勢，又有

「死侍」萊恩雷諾斯，但電

影版並沒有太多樂趣和感動

，《音速小子》會否只是另

一個IP提款機呢？

超乎預期！這真是讓人

很享受的娛樂電影。電影講

述音速小子索尼克落難地球

，意外引來邪惡天才蛋頭博

士及其高科技團隊的追殺，

他向樸實小鎮警察湯姆求救

，也成為了好麻吉。

情節有點太簡單，可把

重心換為一連串高速特技和

耍萌，或也是不壞的策略。

喜歡漫威宇宙「快銀」降速

時間流場面的觀眾，不能錯

過《音速小子》中甚至有兩

個這樣的段落，加上數不清

的「音速運轉就可以和自己

玩」的創意，角色設定成為

了電影好看的決定性優勢。

「金窩銀窩不如狗窩」

的糾結稍老套，但人情味也

因此成為電影的情感核心。

孤伶伶在地球晃蕩的音速小

子「真的好想交朋友」的寂

寞和人來瘋，溫暖、莞爾、

也打動大人小孩心中柔軟的

一塊。

懷念的金凱瑞橡皮臉

重出江湖，是屬於大朋友

的激動，雖然正反派的對

峙調性不和諧，也太刻意

給金凱瑞做球，但《音速

小子》追求的畢竟就是把

觀眾喜歡的事物全湊在一

起的邏輯。而魔法金環、

索尼克的招牌紅球鞋、超

能力寶石，還有片尾的電

玩畫面，亦籠絡了電玩粉

絲，毫無遺憾。

《
音
速
小
子
》
和
太
空
刺
蝟
一
同
全
速
前
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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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2 月 19 日晚上
，大休斯頓地區企業家 LAYNE& JONATHAN
FRELS， DARIN HALL， MARIE LOUISE &
DAVID KINDER ， KAREN & RAMON
MANNING，MACY & HON. MAYES ，MID-
DLETON STEPHANIE ，STEVEN MITZNER
， ANAT & JAY ZEIDMAN ，TRICIA & LEE
ZEIBEN，ALLEN LEE 醫學博士等在休斯頓市
中心萬豪酒店（Marriott Marquis Houston) 舉行
招待酒會，支持州長格雷格·阿博特領導德克薩
斯州，贊揚他從2015年1月上任川長至今，為
德克薩斯州做出了傑出貢獻，將原來的經濟增
長全美排名第二變成了全美排名第一。休斯頓
金融界、企業界、商業界近兩百人出席。

德州是美國本土最大的州，在美國經濟中
佔重要地位，近年被譽為美經濟複蘇的“領頭
羊”。德州經濟總量僅次於加州，在美國排名
第二，經濟總量相當於整個加拿大經濟總量。
在能源、石化、農業、電子、航天、生物醫藥
等產業均較發達。 《財富》500強企業中有57
家在德州落戶。在過去的60年裏，德州是整個
美國人口增長最快的州之一，從1950年至今，
人口從780萬人增長到2900萬人。 1995年，德
州的人口超過了紐約州，僅次於加州的3950萬
人，成為美國人口第2大州。

德克薩斯州州長阿博特表示，德州是全球

第十大經濟體，是美國經濟增長最快的州，德
克薩斯州經濟增長再次排名全美第一，經濟總
量已經超過俄羅斯。英國脫歐後貿易部長和他
通了電話，他看到了德克薩斯州“巨大的機會
”。德州與英國每年的貿易額達140億美元。德
州憑借對項目的新投入大筆資金贏得了最高榮
譽，這些項目在全州各不同的增長部門中創造
了數千個新的就業機會。德克薩斯州連續第四
年成為Business Facilities Magazine 年度最佳州。

他談到德克薩斯州的全美高中畢業率排名
全國第四，德州將繼續努力，爭取創造全國排
名第一的位置。德州的高等教育非常發達，有
著名的大學如萊斯大學、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
、德州農工大學、休斯頓大學等。他熱烈祝賀
德州大學在新冠病毒疫苗研究方面取得重大突
破。祝賀休斯頓大學的新醫學院剛剛成立，這
一裏程碑式的成就對休斯頓大學，休斯頓和德
克薩斯州都是有益的，使休斯頓大學的聲望會
繼續提升。他說要招募和保留最優秀的教師來
教育下一代德州人，並保證學校財務改革計劃
將使教師的薪水達到六位數。

他提到德克薩斯州以創紀錄的速度增加了
醫生數量，醫生與病人的比例達到十年來的最
高水平。他尤其提到休斯頓的德州醫學中心是
世界最大的醫學中心，擁有MD安德森癌症中
心這種世界頂級癌症研究和治療機構。州政府

每年的醫療投資達60
多億美元，這意味著
德州人可以獲得更好
的醫療保健。他還簽
署了一項法律，允許
鄉村醫院使用遠程醫
療服務讓大醫院的醫
生待命。

他談到德州也有
很多無家可歸的人群
，現在該州為無家可
歸的人士提供露營地
點，德州拒絕無家可
歸的人露營。他們為
現場的無家可歸者制
定了規則，無家可歸
者不能危及到居民和
遊客的安全。他也提
到一位無家可歸的女
士，生活極其艱難，經過他的輔助和指導，發
奮學習，廣交人脈，現在在一家公司任重要職
位，年薪已經高過州長。

他指出公共安全必須是政府的頭等大事，
將在德克薩斯州恢複法治。這就是為什麽他呼
籲在德克薩斯州建立更多的反幫派中心，嚴曆
打擊危險的幫派團夥。他正在推進真正的保釋

金改革，以將危險的罪犯拒之門外。他說無論
在任何情況下，他都致力於確保司法公正，並
會及時通知德州居民最新情況。他也要求德克
薩斯州的陪審團履行公民職責。

他最後提到德克薩斯熱愛我們的退伍軍人
，我們為他們將德克薩斯州稱為家而感到自豪
。德克薩斯州的六個城市入圍了2020年退伍軍
人生活最廉價的十大城市之列。

休斯頓企業界人士舉辦招待酒會 支持州長阿博特領導德克薩斯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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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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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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車間也可方便收聽，輕鬆獲取美南電視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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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下載Apps收看：
         可在蘋果商店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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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用手機讀報
         更方便，也可以在Apps裡
         收看STV15.3 電視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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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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奇之地 中國·巴中——新西蘭·坎特伯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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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2020 -2/16/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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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1 12 13 14 1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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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故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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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故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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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度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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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進萬物 中國緣 (重播)

19:30-20:00 中國緣 生活 台北故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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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020

美南大咖談 

電視劇《大境門》 第26~30集

電視劇《大境門》 第26~30集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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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鞠萍姐姐講故事

健康之路

檔案

中國輿論場 (重播)

大魔術師

幸福帳單

華人世界 

出彩中國人

先鋒人物 (重播)

武林風

檔案 (重播)

開門大吉

央視國際新聞

中國文化

體育報導 (重播) 走遍中國 (重播) 易經

檔案 (重播) 華人世界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易經 (重播)

海峽兩岸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武林風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經典電影

電視劇《傳奇之王》 第18~22集 (重播)

幸福帳單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海峽兩岸

體育報導 中華醫藥

中國文藝

今日關注 (重播)

今日亞洲

今日關注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易經 (重播)

Southern Television 15.3             2020年2月份 電視頻道節目表

中國文藝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生活化妝師

出彩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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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情 城市一對一

中華情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直播)

美南大咖談

電視劇《傳奇之王》 第18~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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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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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華美中
醫學院，於上周六、日（2 月 22，23
日）兩整天，在Wyndham Hotel舉行
「中醫師續照再進修」課程。共有近

三百位中醫師參加。課程從上周六上
午八時開始，至下午五時十五分，分
別由梁醫師和黃博士主講 「醫療保健
中的人工智能」，劉瑞海教授主講
「“全食品”應用管理和治療」，陳

靖教授主講 「陳氏針灸和中藥減肥研
究」，孫權博士主講 「髖膝骨關節炎
」 及 Master Tam Khai Thai 主 講 ：
「針灸，指壓和推拿技術」。

劉瑞海教授主講： 「“全食品”
應用管理和治療」。“全食品”理論
現已逐漸發展成為國際的時尚飲食風
潮，課程闡述了目前用於預防慢性病
和健康衰老的全球食物飲食的研究，
應用管理和治療。

劉瑞海博士是近代中國首席科學
家、康乃爾大學終身教授、資深美國
食品科技學會（IFT )院士。劉博士擁
有康乃爾大學毒理學博士學位，並擁
有醫學博士學位和理學碩士學位。劉
博士的研究計劃專注於飲食和癌症，
功能性食品/ 保食品對慢性疾病風險
的影響，以及天然產品中的生物活性
化合物和抗癌和抗病毒活性的草藥。
劉博士於2017年在食品科學、食品系
統網路領域的傑出貢獻獲得了成就獎

。2016年在全穀類食品的健康益處方
面做出了傑出貢獻的通用磨坊健康與
營養研究創新獎。2015年和2016年被
湯姆森·路透社評為高被引科學家以
及 2015 年湯姆森·路透社世界上最具
影響力的科學思想。

陳靖教授主講： 「陳氏針灸和中
醫減肥研究」，他全程以視頻授課：
在2015年至2016年間，肥胖症的患病
率為 39.8%，影響了約 9330 萬美國成
年人。與肥胖有關的疾病包括：心臟
病，中風，二型糖尿病和某些類型的
癌症，它們是可預防的過早死亡的一
些主要原因。課程中他介紹肥胖症的
病因和發病機理，和陳博士獨特的針
灸，艾灸和中藥減肥方法。

陳靖教授任教山東中醫藥大學，
1988年應邀赴美國、墨西哥等國講學
至今，歷任講師，教授。骨科主任醫
師自1992年至1997年受聘於美國帕薩
迪那藝術學院客座教授。同時亦任教
於波莫那學院，及加州五系中醫藥大
學等七所中醫學校，任教授、博士後
導師。2002年受聘中國中醫研究院科
技合作中心客座研究員，其學術特點
是藝術與科技相結合。在美創立美國
醫 療 中 心 ， 現 任 AMERICAN AAA
MEDICAL GROUP DIRECTOR。
90 年成立和亞太中藥公司，現改為美
國植物藥研發中心，歷時30 年研發了

青春美抗衰老減肥、中華九寶、更
年安、降脂靈等十幾種植物藥產品
，並成立了世界針灸減肥聯盟中心
。此外，經四十年的教學、臨床總
結出有顯著特點和療效的陳氏針法
、陳氏螺旋纏絲正骨手法，撥針技
術用於治療椎間盤病變及脊柱病有
突破性的明顯效果。陳靖教授也是
一位世界多國知名訪問學者、國際
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十九歲即著
書立說，二十幾歲時著作全球發行
，其主編繪的《 針灸穴位解剖圖譜
》 1973年在校期間發起“ 經穴解剖
結構科題組”歷時艱難困苦，終於
將這科研成果主編繪成一本著作“
針灸穴位解剖圖譜 ” 耗時六年之久
，對300的穴位的系統完整解剖研究
、是針灸發展史上首次完整的對穴
位、經絡與人體解剖結構的解剖學
研究。

另一場是 Master Tam Khai Thai
主講 「針灸，指壓和推拿技術 」
Master Thai 任職於德州休斯頓華美中
醫學院（ACAOM )的臨床教授，也是
美國針灸和東方醫學協會（AAAOM )
的活躍成員。同時是德克薩斯針灸協
會（TAA )的專業成員和代理董事會
成員。他曾在該組織擔任財務主管兩
個任期。Master Thai 從家庭世代醫學
相傳的傳統中學習了針灸的藝術和治

療方法。針灸、推拿已成為他的“ 第
二皮膚 ”，他希望僅通過這些中醫臨
床實踐傳承獨到的手法。

孫權博士主講： 「髖膝骨關節炎
」。骨關節炎是一種退化性關節疾病
，影響了 2700 萬至 3000 萬美國人。
這是一種慢性病，可能導致疼痛和僵
硬。骨關節炎可能使運動變得困難，
但是控制骨關節炎的最佳方法之一就

是運動。該課程介紹髖關節和膝關節
炎的歷史，病理，病因，診斷和治療
。

孫權博士本科畢業於德州大學奧
斯汀分校生物學孚。他獲德州大學西
南醫學院醫學學位後，在賓州貝勒醫
學院獲得了獎學金，並完成醫科住院
醫師培訓。孫博士專精於研究成人關
節重建和普通骨科。

華美中醫學院於2月22、23日兩天
舉行 「中醫師續照再進修」 課程

休士頓各大
社團負責人上周

六（2月22日 ）齊聚中國城 「東海海鮮
酒家」，表達支持共和黨候選人 Jon
Menefee（右四 ） 出馬競選第九區國會
議員。他們是 「中國人活動中心」執行
長范玉新（右二）， 「河南同鄉會」名
譽會長楊德清（左二），現任會長楊保
華（左五 ）， 「美南山東同鄉會」會長
修宗明（左三 ） 「廣東總會」會長商粵
生（左四 ） 「江蘇同鄉會」會長陳亮
（左一） 「上海聯誼會」陳皙晴及 「東
北同鄉會」代表劉濤（右一）等人。
Jon 原服務美國海軍陸戰隊，太太 Lip-

ing Menefee (右三）是河南洛陽人，已
結婚15年。太太現服役於美國軍隊，常
住義大利美軍基。他主張促進九區經濟
發展，嚴抓治安，打擊犯罪。他競選的
國會議員位置現任議員是Al Green.

Jon 出生於自 1830 年代以來深根於
德克薩斯州的一個家庭，在美國夢的包
圍下長大。 從11歲時擔任報童工作到建
立自己的公司，Jon的努力和毅力故事使
他真正意識到了自由企業在美國社會中
的作用。

Jon 於 1981 年加入美國海軍陸戰隊
，當時美國仍因越南戰爭而感到痛苦，
他在新兵訓練營表現出色，並繼續作為

第 11 海軍陸戰隊第 1 營 8 英寸榴彈砲砲
兵第4營的8英寸野戰砲兵。 他在加利
福尼亞的 29 Palms 度過了近 3 年的時間
。

2001 年 ， Jon 在 殼 牌 石 油 公 司
（Shell Oil）從事信用卡網絡工程師全職
工作時開始了自己的業務。 8年後，他
離開殼牌，在他的公司The High-Speed
Solution 中全職工作。 2011 年，喬恩
（Jon）的妻子利平•梅尼菲（Liping
Menefee）入伍，在完成犯罪學學士學位
後成為刑事調查員。 她仍在服役，並在
意大利Vicenza服務。

休市各大社團領袖休市各大社團領袖 支支持Jon Menefee 競選第九區國會議員
圖文：秦鴻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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