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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會為您提供房屋買賣及相關的全方位, 一站式服務, 包括:
1. 地產評估 2. 按揭貸款  3. 房屋買賣 4.過戶登記 5. 安家服務。

代理費用最低！
服務態度最好！

作為您的房地產經紀和置業顧問,

Sophie Zhang

地址：950 Corbindale Rd, Ste 100, Houston, TX77024
網址：sophiezhang.kwrealty.com
電郵：szhang@kw.com

  電話: 832-   833- 0551 

總                    行    6901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713-771-9700
糖    城    分    行    508 Highway 6 South  Sugar Land, TX 77478                     713-272-5028
達拉斯區域分行    500 N. Central Expwy Richardson TX 75080                  972-246-1277
李  察  遜  分  行    1131 N. Jupiter Rd. Richardson,  TX 75081                    972-301-5988
布  蘭  諾  分  行    2304 Coit Rd. Suite 600, Plano, TX 75075                      972-673-0188
奧  斯  汀  分  行    11220 N. Lamar Blvd, Suite A100,  Austin, TX 78753   512-834-8866

．小型商業貸款(SBA Loans)
．商業建築/房地產貸款 (Construction / Real Estate Loans)
．商業地產貸款 (Commercial Financing)

SOUTHERN CHINESE WEEKLY

全美最權威的華文全媒體傳媒集團 today-america.com

1141

10.26.2018

 劉娜醫師  
「貝麗兒科」為孩子的健康保駕護航

 重視孩子的健康  陪他們一起成長 

 全球直播
L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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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2222屆澳大利亞邦迪海灘雕塑展屆澳大利亞邦迪海灘雕塑展
在悉尼開幕在悉尼開幕

20182018年巴黎國際當代藝術博覽會正式揭幕年巴黎國際當代藝術博覽會正式揭幕

20182018年巴黎國際當代藝術博覽會在巴黎大皇宮正式揭幕年巴黎國際當代藝術博覽會在巴黎大皇宮正式揭幕。。博覽會博覽會
為期為期44天天，，展示當代藝術大師的最新作品展示當代藝術大師的最新作品。。巴黎國際當代藝術博覽會誕巴黎國際當代藝術博覽會誕
生於生於19741974年年，，原名巴黎當代藝術國際沙龍原名巴黎當代藝術國際沙龍，，每年每年1010月在巴黎舉行月在巴黎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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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科隆德國科隆，，幹涸的萊茵河河床幹涸的萊茵河河床。。由於持續高溫和幹旱由於持續高溫和幹旱，，萊茵河水量萊茵河水量
已經達到歷史最低水平已經達到歷史最低水平，，嚴重影響了這條歐洲重要航道的日常運營嚴重影響了這條歐洲重要航道的日常運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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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專家專家指出
物價不具備大幅上漲基礎

油價“四連漲”、食品價格漲幅連

續 4個月擴大、CPI 漲幅創近 7個月新

高……近期，與居民生活密切相關的物

價有所上漲，引起了社會上的壹些疑

慮：物價漲幅為何持續擴大？通脹來了

嗎？CPI會漲破3%嗎？專家指出，當前

CPI漲幅擴大的因素主要是壹些季節性

的短期因素，這些因素在未來幾個月很

難給價格上漲帶來壓力，物價並不具備

大幅上漲的基礎，全年CPI漲幅控制在

3%以內問題不大。

菜肉價格季節性上漲
農業農村部10月19日發布的數據顯

示，三季度，“菜籃子”產品、豬肉價

格均持續上漲，9月份，農業農村部監

測的28種蔬菜全國平均批發價每公斤

4.32元，環比漲8.8%；全國豬肉批發均

價每公斤19.99元，環比漲4.8%，比7月

份漲15.2%。

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副院

長趙錫軍對本報記者分析，今年三季

度蔬菜價格整體呈現季節性上漲的走

勢，7月份環比、同比分別上漲1.7%和

3.8%，8 月份二者漲幅擴大到 9.0%和

4.3%， 9 月份進壹步擴大到 9.8%和

14.6%。從原因來看，主要還是受今年

大範圍高溫和臺風、強降水天氣等不

利天氣因素影響。

農業農村部市場與經濟信息司司長

唐珂指出，三季度全國豬肉均價也呈季

節性上漲趨勢，但國慶、中秋兩節過後

小幅下跌。據監測，8月份全國豬肉批

發均價為每公斤19.08元，環比漲10%，

同比低 5.4%；9月份每公斤 19.99 元，

環比漲 4.8%，漲幅明顯收窄，同比低

2.4%。10月1至7日，每公斤20.04元，

環比跌0.5%，已經連續兩周小幅下跌，

同比低2.7%。

菜肉等食品價格的上漲成為9月份

CPI 上漲的重要推手。國家統計局城

市司高級統計師繩國慶介紹，食品價

格上漲2.4%，影響CPI上漲約0.46個百

分點。

核心CPI處近兩年低位
摩根士丹利近日發布的報告指出，9

月中國CPI同比漲幅擴大主要受食品價

格上漲的帶動，當月食品價格同比上漲

3.6%，漲幅較8月擴大1.9個百分點。剔

除食品和能源以外的核心 CPI 上漲

1.7%，處於近兩年的低位，8月份這壹

漲幅為2%。

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9月份非食

品價格同比上漲 2.2%，漲幅較上月回

落0.3個百分點。其中，除了居住類、

燃油類、交通和通信價格漲幅擴大以

外，其他主要非食品價格同比漲幅均

收窄。9月醫療保健、教育文化和娛樂、

衣著以及其他用品和服務分別上漲2.7%、

2.2%、1.2%、0.7%，漲幅分別比上月回

落1.6、0.4、0.1和0.5個百分點。

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指出，

今年5月之後CPI漲幅持續上升，主要是

食品價格和原油價格拉動，然而核心

CPI漲幅並未明顯上升，9月反而明顯下

降。因此，目前物價運行整體穩定，不

存在通脹壓力。

從前三季度整體來看，國家統計局

新聞發言人毛盛勇10月19日也表示，居

民消費價格前三季度上漲2.1%，漲幅比

上半年略微擴大了0.1個百分點。但是如

果扣除食品和能源之後，核心CPI前三

季度上漲了2.0%，和上半年持平，價格

比較平穩。

全年在3%內問題不大
趙錫軍認為，當前CPI漲幅擴大的

因素主要是壹些季節性的短期因素，這

些因素在未來幾個月很難給價格上漲帶

來壓力，物價並不具備大幅上漲的基礎

。未來，除非出現壹些新的情況，物價

會保持壹個相對平穩的狀態，全年CPI

漲幅控制在3%以內問題不大。

國家發改委市場和價格研究所研究

員郭麗巖表示，“我們對過去8年做的

系統性分析發現，9 月份肉菜價格略

高，10月通常會有壹定幅度下降，呈現

壹種季節性周期性規律。關於油價，當

前不確定性因素主要是國際原油價格，

但就國內來說，通過穩定供給、保障價

格，成品油油價上漲對老百姓衣食住行

的影響基本上可控。我國以前在應對國

際油價持續高漲帶來的輸入性壓力增大

的過程中，積累了不少有效做法，比如

保障民生類燃料用油、對基礎設施行業

保供穩價等，這些都能在未來應對油價

變化當中發揮作用。”

毛盛勇指出，從非食品因素來

看，中國整體供給能力比較充裕，工

業消費品供過於求的局面短期不會改

變，服務消費的價格也呈現溫和上漲

態勢，非食品的價格從未來幾個月來

看還是有平穩運行的基礎。再加上當

前貨幣政策是穩健中性的，綜合來

看，CPI有條件保持溫和上漲趨勢，價

格不會出現明顯上漲。

史上最長“雙11”啟動
綜合報導 京東與天貓同日舉行“雙11”啟動大

會，開啟“史上最長雙11”，此前，北京蘇寧也已聯

合陜西蘇寧宣布啟動“雙11”。雙11進入第10年，電

商對於創造新的銷售紀錄仍然很有信心。阿裏巴巴集

團CEO張勇預計，今年的雙11壹天就會有超過10億的

包裹產生。在未來的五到十年，這也將是常態。

新的增長在哪裏？雙11的玩家們都將眼光投向了

更多的線下場景。自去年京東首次開啟無界零售戰略

以來，今年京東11.11將攜手60萬家門店，全面融合線

上線下資源。這些門店既包括遍布全國的京東之家、

京東便利店、京東X無人超市、7fresh等創新業態，也

包括京東與紅豆、曲美等眾多品牌合作的創新門店。

天貓方面則表示，來自全球的18萬個品牌商

家與遍布線下各城市的20萬家天貓智慧門店，近

50萬超級導購，12座城市100個重點商圈都將參與

天貓雙11，多業態聯合提升服務，幾乎涵蓋了人們

日常消費的所有品牌。全國近600家新零售改造賣

場和商超將全線加入天貓雙11，包括近100家盒馬

鮮生門店，以及470余家通過淘鮮達改造的連鎖商

超，覆蓋165個城市，超5000萬用戶。

大規模的促銷活動也必不可少。雙11不再只是

壹天的促銷活動。今年從10月20日起，天貓和京東

雙雙進入雙11時間，各種預熱活動開始輪番登場。

今年的“京東全球好物節”更是從10月20日持續到

11月15日，27天的超長期大促創造了歷史之最。

天貓方面表示，大量商家都為消費者提供雙11

的特別折扣或優惠券。天貓平臺也將發放超過百億

的購物津貼與紅包。今年的天貓雙11還首次推出

了“雙11合夥人”計劃——消費者

只要使用阿裏旗下的APP，都能積累

能量，兌換天貓雙 11 紅包。

雙11期間，京東也推出了豐富的優

惠活動，除了價格直降，還有秒殺、神

券、滿減、拼購、白條，以及針對特

定人群的專享優惠等多種促銷形式。

京東除了聯合品牌推出直減活動外，

還將在大促預熱期創新推出“頭號京貼”玩法，限時

發放5000萬無門檻“京貼”，消費者領取後可在下單

時直接抵扣。

但是，低價早已不是雙11唯壹的賣點。天貓

總裁靖捷表示，如果說大家都賣壹樣的產品，肯定

是折扣越多賣得越多，但是僅靠折扣賣出去的商業

可持續嗎？壹味低價意味著缺乏面向消費者需求的

創新產品。雙11發生最大的改變是變成壹個越來

越由新產品、新品牌、新品類來引領中國消費者的

風向標。怎麽樣能夠讓消費者不僅僅省錢，還要省

時間、省心力、省體力，這是今年的雙11所要實

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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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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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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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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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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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蹤海峽熱點，反映兩岸民意

▲ 節目截圖

節目介紹：
《海峽兩岸》是中央電視臺惟一的涉臺時事新聞評論欄目，
節目宗旨是“跟蹤海峽熱點，反映兩岸民意”。節目分為兩
個版塊：第一個是“熱點掃描”，主要報道當日和近期臺灣
島內的熱點新聞；第二個是“熱點透視”，當日或近期涉臺
熱點深度報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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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播出時間：
首播時間：周一至周五晚上9:30，重播時間：次日早晨8:00。

▲ 節目截圖

《海峽兩岸》精彩
節目介紹

星期二 2018年10月23日 Tuesday, October 23,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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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02-IPTV-直播電視B6_4

高清 IPTV 直播電視影視
特價$99/一年 任選其一

1）800多台中英文直播頻道，中港台+英文頻道400臺，
24 小時時事新聞，綜藝，體育，兒童，電影等（原價$120/一年）

2）最新中文連續劇， 電影，綜藝，兒童，老人等節目，
25000小時的節目內容每天更新， VIP節目，

支持回放和點播（原價$120/一年）
兩者都選，可享有套餐優惠價 $120/一年（有時間限制）

713-505-3919
iptvhou@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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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福地板以其在休斯頓地板行業十多年的專業經驗，

主營各類(CARB II)環保認證的Hardwood ,Laminate 
,(WPC ,SPC防水耐磨)地板、地磚及地毯的零售和批
發服務，並能為客人量身訂做個性化的檯面和浴室裝

修，提供從專業設計到精品施工的一條龍服務。萬尺

倉庫現貨，歡迎批發零售。

又福地板
最佳品質 
最優質服務 

追求極致完美 綠色環保健康

Tel: 281-501.8330 / 832-978.6440 
9630 Clarewood Dr.,#B-3 ,Houston TX 77036  

www.yulfgroup.com Mon-Sat:9:00Am-6:00Pm   
Sun:電話預約

 WJ 2019 /  ZZT05252  

星期二 2018年10月23日 Tuesday, October 23, 2018
美南版5 體 育 新 聞 ■責任編輯：李鴻培 2018年10月23日（星期二）

“今天我想跟大家說一件事情。我
福原愛，要成為退役乒乓球選手了。”
21日晚間，日本乒乓球名將福原愛通過
其個人微博正式宣佈結束自己20年的
職業生涯，至此將其個人職業生涯戰績
定格在206勝、147負。

3歲開始打球，10歲成為職業選
手，13歲被選入日本國家隊，14歲就
代表日本參加世界錦標賽，16歲以日
本最年輕運動員身份參加雅典奧運，
直到2016年里約奧運會，福原愛一直
作為日本隊的主力選手征戰在世界賽
場。“我一直認為把日本乒乓球變得
更好是我的責任與使命。”福原愛感
慨道。

2016年9月，福原愛與中國台北乒
乓運動員江宏傑宣佈結婚，並於去年10
月誕下愛女，開啟了一段新的生活旅
程。

福原愛在微博發佈的退役感言已有
4萬餘次轉發、3萬餘條評論和40萬餘
次的點讚，中國網友們紛紛留言對其表
示祝福和支持。國際乒聯官方微博也留
言表示“祝福福原愛在接下來的人生旅
途中永遠幸福。”

“對我來說乒乓球是恩人，我希望
自己人生的下一個階段不要忘記感恩。
我要孝順乒乓球界，也要對所有支持我
的球迷們說一聲謝謝。”福原愛如是說
道。 ■中新社

當天上午進行的準決賽，樊振東和波爾贏下各
自協會“內戰”後會師決賽。決賽中，比波

爾年輕16歲的樊振東盡顯體能優勢，以11：9、
11：5和11：6連下三局。被逼入絕境的波爾於第
四局狀態明顯回升，以11：9扳回一局後又在第五
局一度5：1領先。然而甚後樊振東連得7分，最終
以11：8贏下第五局，時隔兩年再奪世界盃冠軍。

面對各種壓力越來越自信
賽後21歲的樊振東表示，以波爾的經驗和糾纏

能力，自己輸掉一局很正常。“如果賽前告訴我4：
1這個比分，我非常能夠接受。當我局分3：0領先
時，他會去作最後的努力，因此第四局末段和第五
局初段自己出現一些問題也很正常。”

談及本屆世界盃征程，樊振東表示，不管遇到
場外因素還是對手帶來的壓力，自己都能在場上慢
慢去處理，越來越自信，也能更好地解決場上遇到
的困難。

2016年，樊振東在世界盃決賽中擊敗隊友許
昕，奪得個人生涯首個世界三大賽（世乒賽、世界
盃、奧運會）單打冠軍。當時還身處世界乒壇挑戰
者行列的樊振東，如今已獨霸世界第一位置長達七
個月。

林高遠調整心態 贏季軍戰
“現在位置上和兩年前肯定還是有區別。”樊

振東坦承，“但自己做得不錯的就是並沒有因為位
置或者世界排名上有區別而把心態擺高，還是放下
心態一分一分去拚。”

當日的第三名爭奪戰，及時調整狀態的林高遠
沒給奧恰洛夫太多機會，以11：7、11：9、9：
11、11：4、11：3取勝。

“輸掉準決賽後心理有些波動，受到一些影
響，但還是要去完成爭奪第三名的任務，因此自己
在心理上盡快調整。”林高遠認為，本次出征自己
發揮出了全部狀態。“首先任務上沒有輸掉外戰，

這給了自己一些肯定。‘內戰’中自己在有機會贏
下的兩局處理球出現了一些問題，還需要去總結和
提高。”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淦）上季理文神射手史提芬
彭利拿，於上周六作客富力R&F一役，被主隊守衛羅拔圖
的“穿心腿”踢中胸口，返港後證實兩條肋骨出現裂痕，預
料最少要休息一個月，將錯過對東方龍獅的高級組銀牌8強
戰，以及下月初對夢想FC的聯賽。

理文自季初起已飽受傷兵困擾，前韓國國腳白智勳季前集
訓受傷，至今仍未回復十足狀態；之後西班牙籍隊長干沙利
斯、巴西前鋒戴倫度也先後受創未復原。上周六作客富力難得
可以完整人腳應戰，球隊也踢出近期佳作，無奈最終還是以1：
2俯首稱臣，更不幸的是損兵折將。後備上陣的史提芬彭利拿完
場前禁區邊接應高空球時，冷不提防羅拔圖舉腳踢中胸口，史
提芬即時倒地不起，球證也隨即以紅牌將羅拔圖逐離場。羅拔
圖被逐後還向在場傳媒呼冤：“這球只不過是五五波！”

由於當時理文只落後一球，還有機會扳平，史提芬強忍痛
楚返回戰線。當這記罰球開出，未能威脅主隊大門後，球證也
鳴笛完場。在白界線前的史提芬立即倒地，要由隊醫治理。當
晚隨球隊返港後，史提芬經詳細檢查，證實右胸其中兩條肋骨
有裂痕，最少須休息一個月。事後不少球迷及支持者透過社交
網站慰問史提芬，他多謝各界關心，又表示不會責怪羅拔圖：
“足球就是這樣，他也不想發生的。”

力克德國老將波爾

樊振東
重奪男乒世界盃乒世界盃

中國選手樊振東當地時間21日在巴黎舉行的2018年乒

乓球男子世界盃決賽中以4：1擊敗德國老將波爾，繼2016

年後再度摘得該項賽事冠軍。第三名爭奪戰同樣為中德對

決，另一國乒球手林高遠以4：1戰勝奧恰洛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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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慧詩日前李慧詩日前
在個人爭先賽在個人爭先賽
奪金奪金。。
單車聯會圖片單車聯會圖片

■■ 史 提 芬史 提 芬
（（ 下下 ）） 慘 遭慘 遭
““穿心腿穿心腿”，”，
致兩條肋骨出致兩條肋骨出
現裂痕現裂痕。。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黎永淦記者黎永淦 攝攝

■林高遠在季軍戰挫奧恰洛夫。 新華社

■■““瓷娃娃瓷娃娃””福原愛福原愛““官宣官宣””退役退役。。
新華社新華社

■■樊振東時隔兩年再次捧起世樊振東時隔兩年再次捧起世
界盃冠軍獎盃界盃冠軍獎盃。。 新華社新華社

■■波爾在第四局成功波爾在第四局成功
扳回一城扳回一城。。 新華社新華社

李慧詩世盃凱林賽摘銅摘銅 滿意表現

場地世界盃單車賽當地時間21日在法國
聖康坦結束首站賽事，李慧詩繼日前勇奪個
人職業生涯第二枚爭先賽金牌後，當日再在
凱林賽增添一銅。

當日的凱林賽，李慧詩依舊保持良好狀
態，小組賽首名出線，次圈對陣立陶宛、澳
洲、俄羅斯等國強手，李慧詩於最後200米發
力，以“半條車胎”之微，力壓立陶宛及俄羅
斯車手首名晉級決賽。

決賽中面對擁眾世界頂尖高手，李慧詩開
賽即搶得第3位，並一直穩守中游位置。最後

1圈時，眾車手齊齊發力爭位。至最後一個彎
位時，比利時與俄羅斯選手發生碰撞“炒
車”，幸李慧詩及時避開，以第3名的姿態衝
線，贏得銅牌。

賽後，李慧詩在facebook總結道：“競
速賽：第一次與馬詠茹在世界盃比賽，不過
不失。

爭先：本身想來這裡做一個好時間，不
過未做到，唯有下次再試。凱林：第二站和
決賽時間有一點急，腦袋未轉得過來，第三
也不錯吧…（安慰自己中）總體來說，這一

站成績尚算滿意。：）我們將會去加拿大參
加星期五第二站的世界盃，還未去過加拿大
的我，有點期待！”

2018/19 世界盃場地單車賽共有6站賽
事，包括：法國聖康坦（10月19至20日）、
加拿大米爾頓（10月26至28日）、德國柏林
（11月30至12月2日）、英國倫敦（12月14
至16日）、新西蘭劍橋（2019年1月18至20
日）以及香港（2019年1月25至27日）。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陳曉莉

■■李慧詩在李慧詩在facebookfacebook展示世界盃獎牌展示世界盃獎牌。。

理文前鋒遭穿心腿
兩肋骨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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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中期選舉提前投票日登場美國中期選舉提前投票日登場 哈瑞斯縣破記錄哈瑞斯縣破記錄

（本報訊 ）本週一是美國中期選舉提前投票日，休斯頓市
民以及整個哈瑞斯郡的民眾表現出空前的高漲情緒。

數千名民眾在昨日凌晨已經到休斯頓主要的投票點等待投票
，位於River Oaks附近的West Gray的大都市服務中心，2000名
投票人已經排起長隊，這個場面和每年黑色星期五的大購物排隊
的場面極其類似。

一位支持民主黨候選人Beto O’Rourke的選民表示，這是
我們一生當中最重要的投票活動之一。許多民眾頭天晚上就搭起
了帳篷，為的是能在提前投票日當天快速完成投票，而且不少選

民坦承，過去沒有參加過中期選舉，但此次是候選人的競選主張
改變了他們的想法。

也有選民表示，參加此次選舉，不僅是考慮到美國當前的政
治生態和經濟環境，同時也是為了自己的下一代，關注的是美國
的未來。
民主黨候選人, O’Rourke也來到選民當中，在清晨的路燈下向
支持者發表演講，他的選舉團隊計劃當天在休斯頓地區進行巡迴
走訪。

同時，本週一，美國總統川普也專程來訪休斯頓，為德州共

和黨議員Ted Cruz站台，在市中心的豐田中心，1.8萬個座位已
經座無虛席，註冊該活動的人數已經超過8萬人。

川普在推特中稱，這是德州一個非同凡響的夜晚。
週日，Ted Cruz和德州州長Greg Abbott一同為共和黨造勢

，兩個人都警告說，O’Rourke試圖讓民主黨在德州勝出，成為
下一個加州，以改變共和黨一統德州的現狀。

德州州長Greg Abbott表示，儘管民主黨候選人此次來勢洶
洶，但他對Cruz獲勝仍充滿信心。

（本報訊 ）10 月
25 日，位於休斯頓百利大
道的國際貿易中心（Inter-
national Trade Center,
11110 Bellaire Blvd., Suite
213）將迎來達拉斯前警局
局長 Lupe Valdez 和多位民
主黨候選人的競選造勢活
動。

Lupe Valdez 此 次 是 競
選德州州長一職，她專程
乘坐一輛選舉巴士，歷時
10 天時間，走訪 38 個德州
城市，行程 4700 英里，一
共計劃舉辦 47 場選舉造勢
活動。

Lupe Valdez 走 訪 德 州
大小城市，發表演講，闡

述政見，她極力主張擴大
醫療補助計劃，增加公立
學校投入，促進經濟發展
。
2004 年，她在達拉斯郡成
功入選，成為該郡第一位
民主黨人。並且在 2005 至
2017 年又連任四屆達拉斯
郡警局局長，她是一名移

民美國的農場工人的女兒
，在成為警局局長之前，
她在美國國民部隊服役，
擔任美國海關邊防局的高
級工作人員。

2018 年 5 月 22 日，她
在德州民主黨州長候選人
的競選中勝出。

前達拉斯警局局長競選德州州長 將蒞臨休斯頓國際貿易中心造勢

（ 本報訊 ）綜合報導，就在全美瘋搶創下世界紀錄的
兆彩彩票的同時，當地時間20日晚間開獎的勁球獎(Powerball)再
次無人中獎，獎金因而累積至6.2億美元。

23日開獎的勁球獎的頭獎獎金將累計至6.2億美元，如果中
獎者選擇一次性拿走獎金，將能抱走3.543億美元，這是勁球獎
歷史上第三高的頭獎獎金，同時也是美國彩票歷史上第6高的頭
獎獎金。

雖然無人中頭獎， 不過佛州和田納西州有兩張彩票中了200
萬美元的大獎，此外，亞利桑那州、康州、印第安納州、密歇根
州、密蘇里州、新澤西州和華盛頓州分別開出了100萬美元的大
獎。

與此同時，兆彩(Mega Millions)在多次沒有人中獎的情況下
，累積獎金已經飆升到16億美元，打破今年1月的15.86億美元
的勁球獎(Powerball)紀錄，成為美國史上最高的彩票累積獎金。

如果當地時間23日開獎時，頭獎由一名幸運兒獨贏，而他
又選擇一次性領獎的話，他將可獲得大約9億美元的現金。

懷著從辭去工作到慈善捐款在內的各種夢想的人們最近幾天
一直在零售店排隊購買兆彩彩票，希望抽中大獎。雖然中彩可能
性微乎其微，但這並沒有妨礙人們的熱情。

彩票獎金創紀錄 實現夢想在今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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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頓中國城核心地區休斯頓中國城核心地區，，緊鄰緊鄰88號高速公路號高速公路
PlazaPlaza 8888 二期火爆招商中二期火爆招商中

(本報記者秦鴻鈞）商機無限的中
國城，由於可使用面積的有限，每出
來一塊空地，總是招來無數人潮的趨
之若騖，Plaza 88第二期剛推出，就
受到大眾的矚目。

由 「德州地產」 的專業商業地產
經紀王迪推出的Plaza 88 二期新規劃
的佔地47200 SF 的商場，為休士頓
中國城最大開發項目，位於休斯頓中
國城核心地區，位百利大道以南的
Stroud Drive 旁，並緊鄰8號高速公
路，是專為服務華人社區的商場。

此次推出的商場分A1,A2,鄰近旁
邊的Prase 1,
A1佔地4595呎，A2 佔地5510呎, 及
鄰近Stroud Drive 的B棟商場，佔地
37095 SF,根據地產經王迪先生介紹
，目前B棟商場內已有佔地7000呎的

洗腎中心，及佔地7000呎的亞洲人
活動中心，二樓有一佔地9163 的賓
果遊樂中心，現二樓尚有3700呎的
空位，租金僅15+NNN.
在 A1,及 A2 東面的 Phase 1,（佔地
43715呎，目前已租用的是百利打耙
場，（將於今年聖誕節之前開業）及
佔地1700呎的KTV, 及佔地3200山之
的Lounge（遊樂聽）。

該地區的車流量，8號公路上，
每天車流量，達166090 輛車,8號高
速路下面為每天22910 輛車，東邊的
Corporate 路每天車流量達12320 輛
，而北面的百利大道更高達每天有
55282 輛車，當地的人口數： 一
mike 之內有居民有41647 人，白天
活動人口達31627人，當地平均每戶
收入為$40753元。

王迪表示：Plaza 88的二期開發
案，希望引進餐館（亞洲餐館）及娛
樂業，希提升整體休士頓中國城環境
、質量、安全等因素。以及銀行、金
融企業、醫療、藥房，及培訓學校，
皆與我們生活習習相關。尤其他們已
租出去的佔地一萬呎的室內打耙場
（有25條線），將於今年12月開張

，也頒持槍證，並有授課、防身，以
提升整體華人自我防範意識。

Plaza 88 二期開發案現火爆招商
中，租金從$22.00 - $30.00+NNN,
該 物 業 的 地 址 在 ： 7329 W Sam
Houston TX 77036 , 請立即聯繫專業
商業地產經紀王迪（David Wang) ,電
話：832-806-8886

David WangDavid Wang 王迪王迪

希臘&東歐巴爾幹半島5國9天海陸空之旅

【泉深 / 圖文】陳納德將軍飛虎隊飛行學院一周年慶典活動
於 10 月 19 日下午在學院飛行展覽大廳隆重舉行，中國駐休斯頓
總領館李強民總領事、 Conroe 市市長 Toby Powell 、德州議員
吳元之（ Gene Wu ）、陳納德將軍的外孫女、陳納德將軍航空
軍事博物館總裁兼首席執行官嘉蘭慧（ Nell Calloway ）、美國
退伍軍人陳紹章（ William S. Chen ）少將、前美國航空航天局
宇航員 Leroy Chiao 、 飛虎隊老兵 傑伊·維雅德、 王鑫生國際
藝術中心藝術家王鑫生、 飛虎隊老兵家屬、休斯頓政、商、僑
各界代表及媒體人士等百餘人出席了當天的慶典活動。

慶典活動由陳納德將軍飛虎隊飛行學院飛行運行總監莫·羅
爾夫 (Mo Rolfs) 主持，飛行學院王先華（ Aaron Wang ）院長致
開幕詞。他說陳納德將軍飛虎隊飛行學院是唯一一個由陳納德將
軍基金會授權的、並秉承陳納德將軍飛虎隊飛行標準的飛行學院
。陳納德將軍基金會在各界航空業者的大力支持和幫助下，由陳
納德將軍的外孫女嘉蘭慧女士於 2015 年創辦。她與國內外的中
國人都保持著非常親密的友好關係，每年多次訪問中國大陸，是
中國政府邀請的貴賓。陳納德將軍飛虎隊飛行學院是陳納德將軍
遺留給中國人民的巔峰之作，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地面和空中
英雄們的再生證明。陳納德將軍飛行隊飛行學院具備所有學生飛
行員願意從零飛行時間到具有競爭力的商業飛行執照所需要的一
切培訓條件， 成立一周年，已經 為學生準備好一切步驟進入商
務飛機的副駕駛寶座，取得了可喜的成績。

Conroe 市市長 Toby Powell 、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李強民總

領事、德州議員吳元之、美國退伍軍人
陳紹章少將、前美國航空航天局宇航員
Leroy Chiao 、陳納德將軍航空軍事博物
館總裁嘉蘭慧分別登台致賀辭，對陳納
德將軍飛虎隊飛行學院建院一年來所取
得的成就和培養出具有商業飛行執照的
飛行員表示感謝和祝賀！

國際著名藝術家王鑫生老師專門為
陳納德將軍飛虎隊飛行學院一周年慶典
活動創作了 陳納德將軍巨幅油畫。 他說
陳納德將軍 在中國最危難的時刻，說服
了美國羅斯福總統，以私人機構的名義
組建美國志願航空隊援助中國，從遙遠
的太平洋彼岸投入到中緬印戰區，在對
日軍航空兵作戰和保衛滇緬公路的戰鬥
中屢建奇功。陳納德在中國對日作戰中
立下了血汗功勞，值得我們敬佩和愛戴
，因此創作了這幅陳納德將軍威武雄壯
的肖像畫，代表中國人民對他在抗日戰
爭中所做出的貢獻表示衷心的感謝。

慶典活動期間，陳納德將軍飛虎隊
飛行學院向陳納德將軍基金會捐款 $2000, 促進陳納德將軍基金
會不斷發展壯大。 並向表現優異的飛行指導員、管理人員和職

員頒發了獎金，以資鼓勵。

陳納德將軍飛虎隊飛行學院週年慶典陳納德將軍飛虎隊飛行學院週年慶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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