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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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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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950 Corbindale Rd, Ste 100, Houston, TX77024
網址：sophiezhang.kwrealty.com
電郵：szhang@kw.com
R01-ZHANG SOPHIE 張晴_C246_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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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
行
糖 城 分 行
達拉斯區域分行
李 察 遜 分 行
布 蘭 諾 分 行
奧 斯 汀 分 行

6901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508 Highway 6 South Sugar Land, TX 77478
500 N. Central Expwy Richardson TX 75080
1131 N. Jupiter Rd. Richardson, TX 75081
2304 Coit Rd. Suite 600, Plano, TX 75075
11220 N. Lamar Blvd, Suite A100, Austin, TX 78753

713-771-9700
713-272-5028
972-246-1277
972-301-5988
972-673-0188
512-834-8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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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空間站宇航員慶祝萬聖節 裝扮成貓王
裝扮成貓王、
、黑武士和瘋子科學家

國際空間站的ESA
國際空間站的
ESA德國宇航員
德國宇航員Alexander
Alexander Gerst在周三發推傳回國際空間站的萬聖節問
Gerst 在周三發推傳回國際空間站的萬聖節問
候，在圖片上三位國際空間站船員打扮成太空貓王
在圖片上三位國際空間站船員打扮成太空貓王、
、星戰黑武士達斯·維達
維達、
、瘋子科學家
瘋子科學家，
，配
文“在太空度過了驚悚壹日
在太空度過了驚悚壹日，
，國際空間站船員祝大家萬聖節快樂
國際空間站船員祝大家萬聖節快樂”。
”。俄國空間站的宇航員
俄國空間站的宇航員
Sergey Prokopyev打扮成了太空貓王
Prokopyev 打扮成了太空貓王，
，還配上了假發
還配上了假發、
、墨鏡和吉他
墨鏡和吉他；
；Alexander Gerst則橋
Gerst 則橋
裝成星戰黑武士達斯·維達
維達，
，揮舞著光劍
揮舞著光劍；
；美國
美國NASA
NASA的女宇航員
的女宇航員 Serena Aunon-ChanAunon-Chancellor 則打扮成瘋狂科學家
則打扮成瘋狂科學家“
“本色出演
本色出演”。
”。ISS
ISS船員每年都會從太空發來萬聖節的慶祝
船員每年都會從太空發來萬聖節的慶祝。
。

河床露出變豬豬覓食處
多瑙河水位降至年內最低

秘魯動物員白虎寶寶瘋玩撒歡
咬兄弟尾巴逗趣十足

近日，
近日
， 秘魯利馬
秘魯利馬，
， Huachipa 動物員的白虎媽媽 Clarita
帶著它的三個寶寶在員中玩耍。這三個可愛的小家夥只有 8
帶著它的三個寶寶在員中玩耍。
周大，
周大
，膩在媽媽身邊撒歡打鬧十分淘氣
膩在媽媽身邊撒歡打鬧十分淘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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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裏攜手 WFP 開發“世界饑餓地圖”
助力全球零饑餓目標

綜合報導 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
（WFP）與阿裏巴巴簽署戰略合作備忘錄，
並啟動了由雙方共同組建的聯合國世界糧食
計劃署數字合作小組。此後，阿裏巴巴將利
用尖端技術和阿裏平臺生態資源幫助WFP
實現數字化轉型，阿裏巴巴旗下阿裏雲將聯
合WFP開發全球饑餓監測系統（“世界饑
餓地圖”），共同為實現2030全球零饑餓

的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而努力。
“用技術的力量幫助全球減貧，幫
助解決世界饑餓問題，這是阿裏巴巴和
世界糧食計劃署的共同願景。”阿裏巴
巴集團合夥人、阿裏巴巴公益基金會理
事長孫利軍表示，“我們非常高興能夠
將大數據、雲計算領域的創新能力和經
驗運用到全球脫貧減貧中去，為實現全

球零饑餓的目標貢獻壹份力量。”
據介紹，WFP 將運用阿裏雲的大數
據、雲計算等技術進行數字化轉型，實現
全球範圍內救援數據的可視化，人道救援
的預測與預警等。阿裏雲將幫助WFP提供
數據收集和分析系統，便於有效展開救
援。這壹可視化的“世界饑餓地圖”將幫
助WFP改進現有的評估和監測系統，利用
數據驅動提升救援效率，縮短應急響應時
間，讓救援以更低的成本、更快的速度抵
達全球各地的饑餓人群。
阿裏雲工作人員介紹，“饑餓地圖”項
目的重點將在三方面，壹是人的統計的和
分析，用人臉識別技術結合WFP原有的數
據，對人進行精準識別，輔助WFP的救援
管理；二是通過衛星遙感技術了解難民遷
移情況和路徑分析，結合各地的數據可以
對糧食儲備等救援行動進行綜合管理；三

是將散落在各地的數據源整合，搭建統壹
數據倉庫，讓聯合國、政府、社會公益組
織能在數據協同技術之上，統壹救援。
脫貧是阿裏巴巴集團的戰略性業務。
2017 年 12 月，阿裏巴巴成立脫貧基金，
計劃 5 年投入 100 億元，通過電商脫貧、
生態脫貧、教育脫貧、女性脫貧、健康
脫貧等方向推進脫貧戰略。
“這次合作是世界糧食計劃署與中國企
業合作的壹個裏程碑，因為有著共同的價值
觀，這是我們今天能走到壹起的原因。”聯
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執行幹事比斯利說，阿
裏與我們的合作是“天作之合”，阿裏不僅
僅有公益的想法，更有公益的心。
據《2018年世界糧食安全和營養狀況》
顯示，目前，世界上仍然有近8.21億人面
臨饑餓問題。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是世
界上最大的人道主義機構，每年，WFP向

人民蔽“破 7”？業內：只是普通點位，無需過分炒作
近期，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在 6.9 附近徘徊，人
民幣是否會“破 7”的討論由此增多。經濟日報· 中
國經濟網記者采訪的多位專家認為，“7”其實只
是壹個普通的整數點位，“破 7”與否無需過分炒
作。當前，人民幣匯率的波動主要受壹些短期因素
影響，從長期看，我們有基礎、有能力、有信心保
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
人民幣仍然強勢
在市場力量的推動下，近期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有
所下滑，但在全球範圍來看，人民幣仍是強勢貨幣。
“7只是壹個普通點位，人民幣對美元無論是6.99
還是7.01都不重要。”建信金融資產投資有限公司研究
主管韓會師認為，但過度的輿論炒作需要警惕。
今年以來，美聯儲已連續加息 3 次，美元指數
上漲了約 5%。受外部國際金融市場變化影響，新
興經濟體貨幣普遍遭遇大幅貶值。中國人民銀行的
數據顯示，今年以來，新興經濟體平均的貨幣指數
下降了 11%，歐元下降了 4.9%，英鎊下降了 4.6%，
而人民幣從年初到現在下降了 5.9%，橫向比較，人
民幣表現仍然穩健。
從去年底到今年上半年，人民幣走勢都較為強
勁。據國際清算銀行計算，5 月份人民幣名義有效
匯率為 124.52，較上年末上漲 5.7%，人民幣實際有
效匯率為 127.26，較上年末上漲 4.68%。北京大學
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黃益平認為，近期人民幣匯

率下行，壹定程度上也是市場對前期偏強走勢的自
發調整。市場經濟條件下，匯率本來就具有自發調
節的功能，匯率升貶均是正常的市場波動。
近期人民幣匯率走勢主要受到壹些短期因素影
響。國際金融市場上，美元加息、美元指數走強，客
觀上推動人民幣匯率被動貶值。二季度以來，美國經
濟持續走強，推動美元指數企穩回升，4 月中下旬
起，美元指數加速上漲，連續突破多個重要關口，人
民幣被動貶值，也引發了市場擔憂情緒的上升。
此外，全球貿易環境變化、貿易摩擦增多等也
影響著匯率走勢，使得今年市場參與者的情緒偏向
悲觀和保守。當前，全球不確定和不穩定性因素有
所增加，尤其是貿易摩擦加劇、全球貨幣政策分化
等使國際資本流動和金融市場的避險情緒上升，6
月中旬以來全球股市與匯市普遍大幅下跌，我國金
融市場近年來與全球金融市場的聯動性明顯上升，
隨之出現的震蕩走勢也是正常表現。
基本面支撐充分
“無論是美元指數強弱走勢還是雙邊貿易紛爭
情勢變化，對於人民幣匯率的影響都屬於短期
沖 擊 。”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高級研究員管濤認
為，對人民幣匯率走勢進行單邊預期不可取。在中
長期內，人民幣匯率走勢最終仍取決於經濟基本面
及由此決定的外匯市場供求。
當前，我國基本面對於人民幣匯率仍有充分支撐。

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潘功勝表示，中國經濟基本面穩
健，宏觀杠桿率基本穩定，財政金融風險總體可控，
今年國際收支也大體平衡，外匯儲備充足，這為人民
幣匯率保持基本穩定提供了支撐，“中國作為負責任
的大國，我們不會搞競爭性貶值，不會將人民幣匯率
作為工具來應對貿易爭端等外部的擾動”。
“人民幣匯率完全有條件保持基本穩定。”黃
益平說，在經濟運行良好、外匯供求平衡的情況下，
當前及未來壹段時期內，人民幣匯率完全有條件保
持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
外匯局公布的最新數據顯示，當前外匯供求和
跨境資本流動相對均衡，對人民幣匯率形成有力支
撐。從銀行結售匯數據看，外匯資金流動呈現雙向
波動，壹季度月均逆差 61 億美元，二季度月均順
差 107 億美元，三季度月均逆差 139 億美元；從銀
行代客涉外外匯收付款數據看，1 月份順差 257 億
美元，2 月份、3 月份月均逆差 49 億美元，二季度
月均順差 15 億美元，三季度月均逆差 126 億美元。
初步統計，10 月上中旬銀行結售匯和銀行代客涉外
外匯收付款均呈現小幅順差。
從市場需求看，市場主體持匯意願有所下降。2018
年前三季度，衡量結匯意願的結匯率，也就是客戶向銀
行賣出外匯與客戶涉外外匯收入之比為66%，較2017年
同期上升4個百分點，壹季度至三季度分別為62%、
70%和68%。前9個月，銀行境內各項外匯存款余額下
降599億美元，而上年同期為增加129億美元。

約80個國家的8000萬人口提供援助。
2015 年，聯合國成員國制定了 17 個
全球可持續發展目標，旨在到 2030 年前
讓世界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其中，
“零饑餓”目標承諾，消除饑餓、實現糧食
安全、改善營養並促進可持續農業，成為聯
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的首要工作。
此次饑餓地圖並不是聯合國世界糧食
計劃署與阿裏巴巴的第壹次合作。2017年8
月，WFP與阿裏巴巴合作，在安徽開展了獼
猴桃扶貧項目，幫助當地貧困小農戶與市場
精密連接，使當地貧困家庭的生活得到明顯
改善。此後，WFP多次參加在杭州舉行的全
球XIN公益大會、雲棲大會等，深入了解了
阿裏巴巴的技術優勢及公益模式。
“我希望饑餓地圖只是壹個開始。”
孫利軍說，我們希望和糧食署能因為饑餓
地圖的開始，未來有更多更好的合作。

應對工具“籃子”豐富
面對外匯市場的短期波動和“羊群效應”，我
國應對的工具和措施日益豐富。
韓會師說，離岸人民幣匯率更容易受投機因素影
響，非理性的市場波動壹方面直接影響市場情緒，
惡化市場預期；另壹方面在套利作用下也會對在岸
匯率造成影響，嚴重時可能導致風險傳染，對離岸
匯率保持關註並在必要時加以引導很有必要。
“盡管我國外匯儲備和國際收支基本安全並未
面臨明顯沖擊，但仍須高度警惕對人民幣貶值的惡
性輿論炒作，對可能發生的單邊做空投機保持
警惕 。”韓會師說，此時增加壹些調控市場的工
具，對穩定市場是有幫助的。而央票的發行是市場
化的，是以市場化手段應對市場化的匯率波動，同
時在離岸市場央票的發行與兌付均不涉及境內的外
匯市場，不會對國內外匯市場交易和外匯儲備造成
直接影響，不會幹擾正常的基於貿易和投資的正常
交易，直接和間接成本都比較低。
潘功勝說：“對於那些試圖做空人民幣的勢力，
幾年前我們交過手，彼此也非常熟悉，我們應該都
記憶猶新。”
近年來，在應對匯率和外匯市場波動過程中，
央行、外匯局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和政策工具，根據
形勢變化采取必要的、有針對性的措施。針對外匯
市場順周期的行為，已經並將繼續積極采取宏觀審
慎政策等措施來穩定外匯市場預期。潘功勝說：
“我們有基礎、有能力、有信心保持人民幣匯率在
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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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峽兩岸》

精彩

美南廣播電視台

B5

看電視聽廣播

美南國際電視STV15.3為方便觀眾收看，
跟蹤海峽熱點，反映兩岸民意

節目介紹

「電視廣播合為一體」

不需任何付費，
節目介紹：
觀眾可24小時直接收看及收聽該頻道，
《海峽兩岸》是中央電視臺惟一的涉臺時事新聞評論欄目，
行車間也可方便收聽，輕鬆獲取美南電視節目
節目宗旨是“跟蹤海峽熱點，反映兩岸民意”。節目分為兩
以及各類國際、社區重大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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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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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節目主題：裂變中的臺灣政
1. 掃二維碼(QR code)：
局：民眾不滿兩岸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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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至周五晚上9:30，重播時間：次日早晨8:00。
直接在手機上觀看STV15.3。
▲ 節目截圖

播出時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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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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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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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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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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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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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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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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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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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池游泳世界盃北京落幕

■張雨霏獲得 100 米
蝶泳亞軍。
蝶泳亞軍
。 新華社

■中國 22 歲小將余賀新
歲小將余賀新（
（上）個
人獨攬四枚金牌。
人獨攬四枚金牌
。 中國體育圖片

2018 國際泳聯
國際泳聯（
（FINA
FINA）
） 短池游泳世界盃

男子 200 米背泳冠軍，並創造全國紀
錄。李冰潔獲女子 400 米自由泳冠
軍，季新傑獲男子 400 米自由泳冠
軍，李朱濠獲男子100米蝶泳冠軍。
第二日比賽，中國隊再添 4 金 2
銀 3 銅。徐嘉余、汪順、李朱濠分別
為中國隊貢獻 1 金，22 歲小將余賀新
率隊在男女 4×50 米自由泳接力中攬
下第四金。

小將余賀新獨攬四金

系列賽北京站在剛剛過去的周日落幕。
系列賽北京站在剛剛過去的周日落幕
。因為籌辦
2022 年北京冬奧會
年北京冬奧會，
， 這一賽事將在舉辦了 9 屆之後
暫別“
暫別
“ 水立方
水立方”。
”。而在為期三天的爭奪中
而在為期三天的爭奪中，
， 東道主中
國隊共收穫 10 枚金牌
枚金牌，
，中國隊領隊程浩賽後表示
中國隊領隊程浩賽後表示，
，從
這次比賽中看到中國隊仍存在出發、
這次比賽中看到中國隊仍存在出發
、轉身等短板
轉身等短板。
。

收官之日，中國隊奪取 2 枚金
牌，徐嘉余在男子 200 米自由泳比賽
中奪取銅牌。隨後，他和隊友在男女
4×50 米混合泳接力奪得金牌。女子
800 米自由泳，中國地方隊的楊彩萍
奪冠。張雨霏在女子 100 米蝶泳中收
穫銀牌。張雨霏賽後表示，為了備戰
杭州短池世錦賽，近來一直在通過參
賽來增加短池比賽經驗，提高轉身技
術。她坦言，轉身技術的提高將對長

周凱華李晉熙拆夥
尋新突破

池比賽有很大幫助：“我就想着通過
今年一年把轉身提高，看看到明年的
長池世錦賽上（200 米蝶泳）是不
是、能不能突破5秒（2分5秒）。”
另外，匈牙利“鐵娘子”霍蘇在
最後一日賽事拿下女子 200 米個人混
合泳金牌，本站獨得 4 金。亞運會後
休學重回國家隊的葉詩文收穫該項目
銅牌。俄羅斯名將莫洛佐夫稱雄男子
50米蝶泳，同樣帶走4金。
中國游泳隊領隊程浩在接受《中
國體育報》訪問時表示：“我們每個
項目的選手都竭盡全力去拚，不管是
接力還是單項，中國隊隊員會朝着既
定目標提高成績，衝擊紀錄。”同
時，他也從這次比賽中看到中國隊存
在的短板，“比如出發、轉身，包括
連續作戰的能力，我們仍存在差距。
有的國際知名運動員能報五六項甚至
十幾項，我們的運動員這一點還欠
缺。”程浩說，“今後會通過一些強
制性的手段去引導運動員補齊短
板。”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短道速滑世盃 中國隊三金收官

於澳門公開賽不敵隊友鄧俊文/謝影雪獲得混雙亞軍的
港羽隊組合李晉熙/周凱華宣佈拆夥。這對世錦賽季軍將另
組新拍檔尋求新突破。
周凱華 5 日於社交網站公佈這一消息，並感謝合作多年
的拍檔。她寫道：“大家好！！我和光頭仔（李晉熙）終於
來到了最後階段了，下星期‘香港公開賽’將會是我們最後
一次拍檔比賽，之後我們便會夥拍新的拍檔出賽。不得不向
一直在這 6 年支持我們這組合的所有人說‘非常感激和多
謝！我都收到和一直在努力着。’
多謝陳康教練一開始便帶領我們為香港創出一個又一個
成績(也是我們日常的攝影師 kennygiba)，還有總教練和鍾 sir
的指點和教導。最後當然要特別感謝我這 6 年的拍檔光頭
仔，你成熟了，到你帶領新拍檔再創更多好成績，支持你！
我也相信未來大家都會更好！繼續加油！ ”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2018—2019 賽季短道速滑世界盃卡爾加里站比賽北
京時間 5 日落幕，武大靖在 500 米第二次比賽中再度稱
王，中國隊在冬奧會新增項目男女混合接力賽中配合默契
奪冠，中國隊最終以 3 金 1 銀 1 銅的戰績結束世界盃首站
比賽。
短道速滑世界盃卡爾加里站比賽是本賽季短道速滑首
場國際大賽。本站比賽進行兩次男、女 500 米的比拚，在
首次比賽上，平昌冬奧會冠軍武大靖以 39 秒 836 奪冠，為
中國隊帶來新賽季首枚金牌；第二次決賽中，武大靖繼續
領滑，力壓哈薩克斯坦選手阿扎加利耶夫和匈牙利選手劉
少林，以39秒915為中國隊奪得這站比賽第二金。
男女混合 2,000 米接力賽是冬奧會新增項目，本賽季
正式成為世界盃比賽項目，中國、韓國、荷蘭和美國隊
進入決賽。中國隊派出范可新、李靳宇、武大靖和任
子威出戰。決賽中，中國隊牢牢佔據領先地位，
憑藉默契的配合最終以 2 分 38 秒 245 率先衝
線。荷蘭隊和韓國隊位列第二和第三。
在第二次女子 500 米決賽上，世錦賽
冠軍范可新以 43 秒 214 的成績收穫銀牌，
荷蘭選手范魯伊嘉全程保持領先優勢，
以 43 秒 070 奪冠。另外，男子 1,000 米比
賽中任子威以1分24秒883獲得銅牌。
至此，短道速滑世界盃卡爾加里
站比賽全部收官，中國隊共獲得 3 金
■武大靖
武大靖（
（左）在 500 米
1 銀 1 銅，其中武大靖獨自獲得兩枚
決賽一馬當先。
決賽一馬當先
。 美聯社
金牌。
■中新社

■武大靖獨得兩枚
金牌。
金牌
。
美聯社

■ 李晉熙
李晉熙（
（ 左 ）/周凱華在澳門
羽賽獲得混雙亞軍。
羽賽獲得混雙亞軍
。
新華社

短訊
石智勇舉重世錦賽三破世績

王薔首進TOP 20 中國第四人

2018 年舉重世錦賽北京時間 5 日
在土庫曼斯坦阿什哈巴德進行，男子
67 公斤級，中國選手諶利軍和黃閩豪
都展現競爭力。抓舉黃閩豪以 152 公
斤獲得冠軍，諶利軍以 150 公斤獲得
亞軍。隨後諶利軍在挺舉上發力，以
182 公斤獲得冠軍還以 332 公斤的總
成績破世界紀錄並奪冠。
男子 73 公斤級比賽中，石智勇優
勢明顯，他分別以 164 公斤、196 公
斤和 360 公斤打破抓舉、挺舉和總成
績三項世界紀錄奪冠。
■中新網

在 4 日結束的珠海 WTA 超級精
英賽女單決賽中，中國金花王薔沒能
再創歷史，以 3：6、4：6 輸給澳洲姑
娘巴蒂，無緣年內第 3 冠。不過，憑
借珠海賽亞軍的成績，王薔的世界排
名將首次邁入前 20 名行列，成為李
娜、彭帥、鄭潔之後第四位進入
TOP 20的中國選手。
賽後的頒獎典禮上，王薔表示：
“對於我來說，今年賽季真的非常
長，今（4 日）晚我終於可以去度假
了。”
■中新網

又福地板

菁英盃24日揭幕 傑志抽上上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淦）足
總 5 日公佈第四屆菁英盃分組及賽程，
上屆冠軍傑志抽得上上籤，在 B 組的對
手只是香港飛馬、冠忠南區、理文以及
日前剛大勝 8：1 的凱景。已連續兩屆
打入決賽的和富大埔，則與東方龍獅、
富力 R&F、佳聯元朗及夢想 FC 爭 A 組
出線席位。
菁英盃已連續兩屆未獲冠名贊
助 ， 今 屆 冠 軍 獎 金 10 萬 元 （ 港
元，下同），亞軍 4 萬元；決賽最佳球
員也可獲 1 萬元獎勵。不過根據賽例，
作賽球隊在比賽中的任何時間，必須同

Tel: 281-501.8330 / 832-978.6440
9630 Clarewood Dr.,#B-3 ,Houston TX 77036
Mon-Sat:9:00Am-6:00Pm
www.yulf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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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心一直在游泳池沒有離開。在清
華大學就讀期間仍堅持每天一個半小時的訓
練。我還有夢想，不願現在就放棄而讓自己後
悔。”倫敦奧運雙金得主、中國游泳名將葉詩
文如是說。
2018 國際泳聯游泳世界盃北京站 4 日在國
家游泳中心收官。葉詩文在女子 200 米個人混
合泳決賽中摘得銅牌，這也是其闊別游泳賽場
近1年後首次在國際比賽中摘得獎牌。
6 年前的倫敦奧運會上，年僅 16 歲的葉詩
文曾因一人獨得兩金並打破一項世界紀錄、一
項奧運會紀錄而技驚四座。但從 2013 年起，
葉詩文受身體發育影響，競技狀態不斷下滑。
2017 年游泳世界盃北京站後，葉詩文告別賽
場，將重心放在清華大學的學業中。
時隔多年再次在國際舞台站上領獎台，
葉詩文說道：“能取得今天的成績離不開在學
校堅持訓練。泳池讓我覺得很熟悉，對比賽也
不陌生，只是能力還欠缺一些。我覺得我的心
一直在泳池沒有離開。”葉詩文坦言，雖然家
人會心疼自己，覺得比賽太辛苦。“但其實我
在泳池裡才是最快樂的，每天訓練都讓我感到
安心，我覺得自己離不開游泳池。”■中新社

葉詩文：心在泳池從未離開

4冠2銀
首日比賽中，中國隊獲得
3銅。徐嘉余以1分49.08秒獲得

Sun:電話預約

時派出最少兩名 1997 年 1 月 1 日或以後
出生的本地球員上陣。
足總早在季前已為賽事進行抽
籤。過去 3 屆賽事，有兩屆都是先經過
分組單循環賽後決定四強，然後再以淘
汰賽形式爭冠軍，巧合的是，傑志與冠
忠南區在該兩次分組賽都曾狹路相逢，
戰果分別為0：0及1：1，未分高下。
此外，未列入港超常規場地的斧
山道運動場，也會上演 5 場分組賽。今
屆賽事將於本月 24 日假大埔運動場揭
幕，由和富大埔對夢想 FC；決賽定於 ■傑志小將鄭展龍
傑志小將鄭展龍（
（右）在菁英盃可望有更
明年4月27日於旺角場上演。
多落場時間。
多落場時間
。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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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佳品質
最優質服務

追求極致完美 綠色環保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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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聯邦參議員之爭 中期選舉今天見分曉

（本報訊 ）今天是 11 月 6 日的美國中期選舉，經過提前投票的激烈爭奪，目前民主黨候選人
歐洛克（Beto O'Rourke）和共和黨籍德州聯邦參議員克魯茲（Ted Cruz）的選情進入高潮，今天
將決出勝負，見出分曉。
兩位候選人都有相同之處，兩人都在德克薩斯州成長，兩人都畢業於美國常青藤大學，並且
兩人在各自的初期政治生涯中都有突出表現。
今天，德州民眾將從二人當中選出一位德州聯邦參議員，這也是民主黨人首次在歷史上在德

州創造出和共和黨人如此接近的選票。
歐洛克現任聯邦眾議員，支持人人享有健保、刑事司法改革及更嚴格的槍枝安全法律。他在影片
中說道： 「我們正在做的事絕對具有歷史意義。」
政治保守的德州 30 年來沒選出任何民主黨籍聯邦參議員，因此，讓 「深紅」的德州翻盤一直
是民主黨多年來的夢想，期中選舉是否能使眾議院翻盤，換成民主黨掌控，今天就讓我們看看最
後結果。

油價繼續跌 創四月份以來最低價
（本報訊 ）根據全
美的油價報告，上周美國平
均每加侖汽油的價格出現週
價格的最大跌幅，成為四月
份以來最低價格。
由於近日石油價格市場
的大幅動盪，原油價格每桶
從 76 美元降至 63 美元，呈現

17%的下降，休斯頓的汽油
價格也減少 0.08 美元至每加
侖汽油 2.43 美元，全美的平
均油價是 2.73 美元。
全美油價和休斯頓當地
油價都比一個月之前下降了
0.18 美元，但和去年同期相
比，每加侖汽油仍然高出

0.20 美元。
專家表示，由於庫存的
季節性大量增加，導致石油
價格的顯著下降，同時，價
格下降也是部分由於市場對
經濟發展前景，石油需求減
少的擔心。

期中選舉投票 川普全力輔選參議員
[綜合報導]被普遍視為 「川普主義」(Trumpism)公投的
期中選舉 6 日登場，川普總統在選前最後一個週末，全力為共和
黨聯邦參議員和州長候選人助選，又似乎刻意與共和黨眾議員候
選人保持距離；他並強調，若讓民主黨的 「激進反抗勢力」控制
國會，他的施政將前功盡棄。
川普的談話明顯表露出，他認為共和黨再度取得眾院主控權

，愈來愈不樂觀。在選前最後關頭，川普前往助陣的都是傳統共
和黨州。他刻意激起選民對於民主黨掌控國會的恐懼，刺激滿於
現狀的共和黨人前往投票。
他表示，這次選舉是對他執政的公民投票，他還駁
斥，民主黨重掌眾院即是反對他及其政策的說法。川普說： 「我
不認為這次選舉是針對我的選舉。」但他接著表示，他在六、七

個參議員競選中的助選，對選情 「已造成極大影響」。
今年提前投票人數已逾 3300 萬人，遠超過往年，顯示兩黨
對期中選舉的投入程度。華盛頓郵報指出，川普上任兩年至今引
發的政治波動，將在期中選舉投票日達到最高峯；選民將自 2016
年以來，首次評判 「川普主義」究竟是歷史性畸形產物，或是現
代美國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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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王國高級官員會見
美國代表團 商討成立美國商貿園區
【本報金邊十一月四日專
訊】由美國休士頓國際區區長
暨本報董事長李蔚華率領之美
國工商代表團正在柬埔寨進行
友好訪問，並在金邊總理府會
見了副總理辦公室主任塞納博
士 Dr Samnang，雙方進行了非
常友好之交流，並同意在柬國

首都成立美國文化工商園區，
以加強柬國在美國地區之經貿
文化交流。
代表團一行曾經參觀三處
近郊土地，柬國政府同意對經
貿園區之成立給予最優惠之待
遇，此園區將在美國休士頓國
際貿易中心常設辦公室，為今

後之招商引資建立平台。
柬埔寨是目前亞洲經濟成
長最快速之國家之一 ，以美元
為流通貨幣，不管制外匯，實
施對外商投資優惠政策。

今天正式投票日 選民請踴躍投票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
導】今天迎來正式投票日，哈
瑞斯縣書記官辦公室提醒選民
踴躍前往投票，除兩黨多位選
舉人值得關注，也有一些公投
議題需要選民支持，選民應保
障自身權益，讓更多亞裔在政
壇發聲。
今年德州地方選舉有多位
候選人值得關注，包括尋求連
任的州眾議員第 137 選區的吳
元 之 (Gene Wu) 與 第 149 選 區
的武修伯(Hubert Vo)，首位華

裔女性參選德州最高法院法官
民 主 黨 候 選 人 鄭 佩 玲 (Kathy
Cheng)以及第 22 選區民主黨
聯邦眾議員候選人 Sri Preston
Kulkarni 和爭取連任的第 9 選
區聯邦眾議員 Al Green。
選民於投票時都必須出示
附有照片的個人識別證明，包
括個人識別證、駕照、美國軍
人識別證、攜槍執照、美國護
照和美國公民證都可。除了須
確認識別證仍否在有效期外，
民眾於選民登記及照片識別證

上所列的姓名與住址務必相同
。選民登記時間雖已過，但還
是可以更新地址和選區，每一
個投票所都設有華語專員，選
票上也有除英文外，西語、越
南語和中文等其他語言，選民
不會有語言上的問題。
而此次美國中期選舉該縣
將採用最新的 ePollBook 服務
選民，正式投票日當天選民前
往戶籍所在地的投開票所可看
到該便民措施，可加速投票效
率。

Dr Samnang 在總理府和代表團一行合攝
在總理府和代表團一行合攝。
。

美南新聞聯播周一至周五晚 6 時 30
美南新聞聯播周一至周五晚6
30分直播
分直播
掌握新聞脈動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
導】為提供更即時、涵蓋範圍
更廣大的新聞播報，美南國際
電視台 STV15.3 每周五天，從
晚間 6 時 30 分至 7 時 30 分，為
觀眾推出一檔晚間直播新聞節
目 「美南新聞聯播」，美南新
聞聯播涵蓋僑社新聞、休士頓
本地新聞、國際新聞、美國新

聞、中國大陸與台灣新聞、還
有兄弟台站選送新聞，為觀眾
提供更豐富的新聞資訊大餐，
讓觀眾朋友更能一手掌握各地
新聞脈動。
另外，美南國際電視
STV15.3 為 方 便 觀 眾 收 看 ，
「電視廣播合為一體」，現在
可利用多元方式 24 小時觀看美

南國際電視，不需付費，觀眾
可利用網站搜尋、微信連結或
下載 Apps 方式，就可直接收看
及收聽該頻道，輕鬆獲取美南
電視節目以及各類國際、社區
重大資訊。 如需開車時收聽
廣播，請連接到車載音響設備
(數據機/藍芽設備)，效果更佳
。

美南新聞聯播，
美南新聞聯播
，掌握各地新聞脈動
掌握各地新聞脈動。
。

休城工商

第十二屆
第十二
屆“豐田杯
豐田杯”
”少年乒乓球錦標賽

STERLING MCCALL TOYOTA 公司多年來以其
良好的信譽和口碑服務於大休斯頓地區的廣大華人
華僑並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評。近年來該公司組建
了一支強大的華人銷售和服務團隊。他們以最優惠
的價格和最周到的售後服務，把經濟耐用，質量上
乘的各種新型號的豐田汽車展現在顧客的面前。
STERLING MCCALL TOYOTA 公司在獲得良好的經
濟和社會效益的同時，還積極地支持大休斯頓地區
的少年乒乓球運動的開展。由該公司贊助主辦的第

十二屆“豐田杯”少年乒乓球錦標賽將於 2018 年
11 月 25 日（星期日）上午 9：30 在德州乒乓球訓
練中心舉辦。屆時將有眾多的少年乒乓球愛好者展
現他們的球藝。此次比賽的目的在於檢驗大休斯頓
地區的少年乒乓球運動水平，培養孩子們積極向上
和敢於拼搏的精神，增強他們的體質，並能在比賽
中互相學習，取長補短，共同提高，促進少年乒乓
球運動的快速發展。
本次比賽也得到了在休斯頓有著極佳口碑知名

的惠康家庭全科珍所許旭東和陳永芳兩位醫師的鼎
力相助。兩位醫生多年來非常關註和支持休斯頓的
少年乒乓球運動，並贊助此次比賽。
凡是年齡在 18 歲以下，身體健康的少年男女乒
乓球愛好者均可報名參賽。報名費 25 美元。報名截
止日期為 2018 年 11 月 20 日。超過規定時間的報名
者，報名費為 40 美元。本屆比賽不接受現場報名。
所有參加比賽的運動員請於 2018 年 11 月 25 日上午
9:00 以前到達比賽場地報到。

此次比賽只設單打項目。分 A，B，C, D 四個
組別。根據比賽選手的技術水平分別進入相應組別
。比賽采取 3 局 2 勝，每局 11 分。比賽將使用國際
標準三星白色乒乓球。豐田汽車公司將為獲獎運動
員提供獎杯一座。同時為所有參賽的運動員提供免
費午餐和飲料。
德州乒乓球訓練中心地址：5902 SuiteA Sovereign Dr. Houston, TX, 77036. 聯系人：王教練
，手機：832-287-6688

先生入選聖地牙哥水下影片
展的作品作曲；她曾被三番
市彎區犀牛劇場樂評人協會
評為“年度作曲家”； 她
曾任密蘇里大學劇場製作的
托爾斯泰 「馬兒史踹得」 改
編音樂劇的音樂總監；那時
遇到了駐校藝術家英若誠先
生，也曾受邀為他英譯的古
老中國崑曲 「十五貫」 ，用
中、美打擊樂器譜曲。
雅德琳娜．摩亞是生於墨西哥的藝
術家。她先在墨西哥普埃布拉的美利堅
大學攻讀平面設計，後從蒙特瑞的羅培
．奧利佛先生學水彩，並於蒙特瑞大學
習得多種畫風。此後摩亞女士一直致力
於將各種新風格與媒體共冶一爐。她的
作品曾散見墨西哥的普埃布拉與阿特利
斯柯，以及墨西哥市等地，也曾在德州
的多家畫廊展出。
金 ．
戴維斯女
士曾於伊
利諾州芝
加哥市的
哥倫比亞
大學學習
，擁有該
校藝術與
娛樂媒體
管理的學
設計：
設計
：金 • 戴維斯
士學位。
後來她在德州亨次維爾市的山姆休士頓
州立大學攻讀創作、編輯和出版， 並獲
得了該校的藝術碩士學位。
翻譯：楊愛蘭
楊愛蘭女士 1972 年畢業於台灣國立
台灣大學外文系，隨後留學至美國堪薩
斯與麻塞諸塞州，分別於 1974 和 1978
年獲得勞倫斯城堪州大學的英文教育碩

珍柯爾詩集的新書發表會:
2018年11月17日 星期六下午5-8時

新書簽名與畫展的地點:溫宏藝術中心 The Wynne Home Arts Center
1428 11th Street, Huntsville, TX 77340
「薛西法假面潛行」 裡的 60 首英法詩
作, 曾於 1987 年首次發表。
其中有許多詩設景於亨次維爾市的,
其他則有關世界各地與她一起創作音樂
的朋友。新版的三語詩集添加了墨西哥
名畫家雅德琳娜摩亞的十多幅精彩畫作,
彩色精印, 圖文並茂. 中文部分則由楊愛
蘭與駱珞負責翻譯與編輯。
這是一本有關生命，友誼與面具的
詩集。它韻律十足的詩句帶動了生命與
思想的快節奏。它們機智、 有趣， 且引
人深思，有暗示人類掙扎的痛苦，也有
將憂鬱與蛋重疊的鮮活意象。大部分的
詩都很短，但它們令人瞬間有所領悟
。—Dr. Jianqing Zheng (鄭建青英美文
學博士)
這些詩助我更深的體會到，這個有
著非凡天賦的女人，其實在她輕柔，低
沉，且極端謙虛的言語之下，還有一道
激情活躍的聲響—在敘述自身故事的同
時，還能表達普世真理的一道聲音。
—Dr. Ralph Pease (洛夫．皮士英美文
學博士)
珍柯爾 是知名音樂家,作曲家,語文
學者與教授。她在巴黎音樂學院深造的
經驗點燃了她對語言與音樂的熱愛。
雅德琳娜．摩亞的畫作曾在墨西哥
與德州多處藝廊展出。她的教學包括陶
瓷、水彩、木刻薰燃、油畫、以及壓克
力渲染技巧。

（美國德州）麥德出版公司：將文
字以有趣與富於想像的方式呈現是麥德
出版公司的一貫宗旨。它深喜文字符號
的轉換與世界各地的地方色彩，最愛出
版跨國界的詩、小說與非小說等類著作
。
感謝德州亨次維爾市的亨次維爾藝
術委員會, 提供部分贊助經費印行這本詩
集。
新書發表會暨慶功宴將於 11 月 17 日
下午 5-8 時在德州亨次維爾市立溫宏藝
術中心舉行。 屆時知名音樂家珍柯爾教
授，也是此書的創作詩人，將現場朗讀
自己的英法詩作，並由駱珞女士朗讀中
文翻譯。
此詩集的出版，始於駱珞想為珍的
詩作，出一版也能吸引中文讀者閱讀的
計畫。她受珍之託，輾轉覓得現居台灣
的楊愛蘭負責中譯，歷經四載，才得以
讓中英法三語的“薛西法假面潛行”順
利問世。全集的六十首詩，不但首首都
有中譯，成書期間，還邀得墨西哥的畫
家雅德琳娜．摩亞女士作圖搭配， 使得
此書進一步的， 有了跨國的色彩。.
雅德琳娜．摩亞在亨市頗具名氣，
也常在本地的溫宏藝術中心與第一基督
教會教導各種繪畫技巧.
書中附有珍．柯爾與女畫家的合照
。她的十多幅精彩畫作也會在新書發表
會上展出。珍．柯爾畢生的教學與演藝

曾令廣大的亨市民眾受益匪淺，我們期
盼當天本地市民也能踴躍參與盛會。
也許很多人還不知，珍．柯爾其實精通
多國語言，是一個真正的有智之士，透
過詩文，她對這個世界，有很多話要說
。
珍．柯爾女士這本詩集曾於 1987 年
在三番市首次出版。它的創作時期涵蓋

多 詩人
詩人：
：珍•柯爾 (圖左
圖左))作畫人 最
年
早
：雅德琳娜
雅德琳娜•
•摩亞 (圖右
圖右))
，
可
溯至她在新奧爾良杜蘭大學紐康學院就
讀，以及她留學巴黎大學時期。其中有
好幾首詩寫到德州的亨次維爾，她的成
長之地以及目前居住的地方。其他也有
幾首涉及她在世界各地結識並共事過的
朋友。
她的一生成就非凡，在所獲的無數
榮耀當中她特別難忘：她曾為羅伯．易

士學位
，以及
波士頓
大學教
育媒體
暨科技
碩士後
進修結
業證。
在
加州與
波士頓
翻譯：
翻譯
：楊愛蘭
短暫教
過幾年英語為第二語之後，她轉換跑道
從事科研工作，文學與寫作退居為愛好
。2014 年與先生一起退休回到台灣，次
年通過一個共同朋友的聯繫，與住在德
州的駱珞意外結緣，於是有了此次初嚐
英詩中譯的機會。
編譯: 駱 珞駱珞女士 1972 年畢業
自台灣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她和先生
魏徹德博士曾在台灣推廣英語多年。她
也曾主編多種雜誌，出版過數本英語讀
本，並成立了洛華國際文教中心,鼓吹文
化交流。
但她最熱衷的卻是出版多語詩集。
她曾幫助台灣的法國文學教授，也是名
詩人的胡品清女士出版中英法三語詩集
「落花」 與 「唐詩古韻」 。那兩本詩集
在駱珞於 2014 年搬至美國德州亨次維爾
長居時，給當地的知名音樂家暨詩人珍
．柯爾女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兩人成
為摯至友後，珍表示也想看到自己的英
法文詩能以中文出現，駱珞立刻就答應
幫她圓夢。實現那個夢想的道路並不平
坦，但駱珞意外得到了千里之外一位譯
者的鼎力相助，最後終於能信守承諾，
並欣然看到三語詩集 「薛西法假面潛行
」 的到來。

[Light and Salt Assiciation] 健康保險交易市場 11 月 1 日開放
2019 年的健康保險交易市場即將於
11/1/2018 開始開放申請及更新至 12/15/
2018 截止，為了服務亞裔社區民眾，光
鹽社的專業顧問員們將透過醫療保險交

易市場，替民眾申辦最符合個人需求的
醫療保險。假如您對醫療保險有任何問
題 ， 請 致 電 713-988-4724， 我 們 將 非
常樂意協助您！

如果您需要協助申辦或更新你的醫
療保險方案，光鹽社即日起開放接受預
約，我們的服務是免費的。
您需要帶以下資料:

● 社會安全卡
● EAD 卡/綠卡/護照/公民紙或其他合法
移民身分證明
● W-2 稅表或收入證明

● 雇主地址和電話號碼
● 目前的保險信息
● 預估 2019 年收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