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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盛貸款銀行 Wayne 楊
全方位的財務貸款專家
擁有財務碩士學位及 10 餘年的貸款經驗
秉持專業、負責、誠懇的態度
鳳凰衛視、東森、中天電視貸款單元主講人
全美最權威的華文全媒體傳媒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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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續求婚 43 年被拒 英國大爺終於娶到人生摯愛

體長超過 厘
6 米的超級大黃蜂
昆蟲專家在雲南發現
近日，成都華希昆蟲博物館的昆蟲專家，在雲南省普洱市與緬甸交界的地區，發現了迄
今為止人類已知的最大胡蜂個體。圖為體長超過 6 厘米的中國大虎頭蜂個體標本。

河南官莊遺址新發現兩周時期鑄銅作坊區

這是官莊遺址出土的蓮瓣陶範，
這是官莊遺址出土的蓮瓣陶範
，用於鑄造青銅器上蓮瓣裝飾
用於鑄造青銅器上蓮瓣裝飾。
。記者
從近日召開的 2018 河南考古新發現論壇上獲悉
河南考古新發現論壇上獲悉，
，官莊遺址考古發掘取
得重大收獲，
得重大收獲
，其鑄銅作坊區出土器物少見且豐富
其鑄銅作坊區出土器物少見且豐富，
，較為完整地展示了中
國兩周之際至春秋早中期的青銅器鑄造工藝。
國兩周之際至春秋早中期的青銅器鑄造工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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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裏數字經濟體的壹體兩翼：
面向消費者和企業布局

阿裏巴巴集團宣布啟動升級消費者
服務和提升企業服務能力的計劃，該計
劃將分別專註於消費者市場和企業服務
市場。面向消費者和企業的業務布局，
正像阿裏巴巴數字經濟體的壹體兩翼。
根據公開信息，阿裏巴巴相應發生
了兩大組織變化。壹是淘寶總裁蔣凡將
兼任天貓總裁，繼續保持淘寶、天貓兩
個品牌獨立發展的同時，打通兩個消費
場景，實現消費者和平臺商家的分層運
營。二是原天貓總裁靖捷將擔任阿裏巴
巴 CEO 張勇的助理，並成為阿裏數字經
濟體的企業服務體系的秘書長，提升阿
裏巴巴服務企業的能力，專註幫助企業

完成數字化轉型。
消費者和企業壹體兩翼
阿裏巴巴已經運轉了 20 年，從壹個
電子商務公司成為了壹個數字經濟體，
憑借數字技術滲透進人們生活的方方面
面。
消費者行為的顯著變化，更攪動了
企業和商業的深刻變革。阿裏巴巴三年
前提出了“新零售”，順應和引領了這
樣的時代變化。它倡導通過數字化的方
式，利用線上線下的各種場景和觸點滿
足消費者的需求，更通過數據積累和洞
察創造出新的需求。

而從阿裏巴巴 20 年的自身發展來看
，變化也非常奇妙。最早在濱江時代的
阿裏巴巴，典型的是面向企業和商家，
為中小企業提供貿易信息。自從淘寶誕
生後，包括隨後天貓十年的崛起和變遷
，成就了如今面向消費者的零售平臺。
這壹平臺同時利用互聯網這壹典型的賦
能技術，通過服務商家和企業來更好地
服務消費者。
同時面向消費者和企業，做到這壹
點極為不易。如今，淘寶天貓上已經積
累了近 7 億月活用戶，阿裏巴巴更不斷
進化和積澱出面向企業的核心競爭力
——阿裏巴巴商業操作系統。面向消費
者和企業的業務布局，正像阿裏巴巴數
字經濟體的壹體兩翼。
阿裏巴巴集團 CEO 張勇曾說，阿裏
的業務布局是在下圍棋，而不是國際象
棋。對於阿裏而言，原來的業務發展節
奏是縱深突進，當幾棵大樹長成之後，
只有根連在壹起，養料才能互通。

基於這 11 個要素，阿裏巴巴還在年
數字經濟時代下的阿裏商業操作 初推出了“A100 戰略”，希望讓壹些企
系統
業能率先運用阿裏數字經濟體內三種以
如今看阿裏巴巴數字經濟體的這張 上的企業服務，從銷售的數字化走向經
大圖，從傳統的實物電商、本地生活到 營周期中更廣泛的數字化。
文化娛樂，已經覆蓋了消費者主要的生
越來越多的企業感受到數字化轉型
活和商業場景，而經濟體內的金融服務 的迫切。甚至可以說，每個誕生於數字
、物流和雲計算等則提供了數字化轉型 經濟時代之前的企業，都會面臨不同程
的壹系列基礎設施。它們共同構成了充 度的數字化轉型。這也意味著當阿裏商
滿活力並不斷進化的阿裏巴巴商業操作 業操作系統進入對企業級市場的重塑之
系統。
後，互聯網和數字技術將發揮出比想象
阿裏巴巴商業操作系統影響的範圍 中更強大的力量。它會成為推動阿裏巴
涵蓋銷售、營銷、品牌、商品、渠道管 巴面向未來五年、十年甚至更為長遠發
理、制造、客戶服務、金融、物流和供 展的重要和縱深戰略。
應鏈、組織、信息技術這 11 個要素。11
阿裏巴巴集團 CEO 張勇曾經在 2018
個要素加在壹起，完整覆蓋了壹個組織 年的壹次內部演講中表示：“無論面向
或企業從運營到走向數字化未來所需的 消費者還是企業，未來都存在巨大機會
全部能力和服務。這些服務也同時在阿 ，這樣的機會可以說是百年壹遇甚至千
裏數字經濟體內沈澱、孕育和發展。它 年壹遇。商業轉向新商業，零售轉向新
不僅推動大企業引領數字化創新，更賦 零售的核心問題，正是全面的數字化轉
予了中小企業更強的內生和變革動力。 型帶來的機會。”

中國經濟能實現今年預定目標 總體趨勢還是穩中有進
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舉行記者會。國家發
進的方面表現在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力度前 ，使國民經濟保持平穩、健康、可持續發展。”
展改革委主任何立峰和副主任寧吉喆、連維良就 所未有、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取得了新的更大進展
“大力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相關問題回答中外記 、營商環境在原有基礎上得到了更大的進步和改
今年五大措施吸引外資
者的提問。何立峰表示，中國經濟壹定會繼續保持 善。
外資是中國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今年還將采
穩中有進的態勢，實現今年預定的目標。
“當前，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 取哪些吸引外資的措施？
經濟又深度融入到世界經濟中。全球經濟波動不可
寧吉喆表示，2019 年，中國將繼續堅持開放發
總體趨勢還是穩中有進
避免地會影響到中國的企業特別是制造業企業，疊 展理念，堅持對外開放基本國策，堅持發展更高層
談及中國經濟形勢，何立峰說：“對於形勢的 加轉型升級過程集中暴露的深層次矛盾，致使從去 次的開放型經濟，為外資構建更好的營商環境。
看法就是總體平穩、穩中有變、變中有憂，但是總 年到目前許多企業面臨壹些困難，突出表現在融資
壹是縮減負面清單。將在農業、采礦業、制造
體趨勢還是穩中有進的。”
難融資貴、生產經營成本比較高等問題，這些都是 業、服務業領域推出更加開放的措施，允許更多領
何立峰表示，穩的方面，突出的有幾個特點： 變中有憂的反映。”何立峰說。
域實行外資獨資經營。
壹是主要經濟指標穩定。2018 年全年主要經濟指標
何立峰指出，最近，黨中央、國務院出臺了壹
二是擴大正面鼓勵。今年將發布新的《鼓勵外
都運行在合理區間，GDP 總量達到 90.03 萬億元。 系列政策舉措，都是針對存在的問題、困難著力加 商投資產業目錄》，擴大鼓勵外商投資的範圍。對
二是就業穩。全年城鎮新增就業 1361 萬人。三是 以解決。“相信中國企業經過去年的錘煉，韌性更 於鼓勵類項目將繼續享受進口設備免征關稅、工業
1386 萬人穩定脫貧。“在去年經濟下行壓力大、全 好、適應能力和應變能力更強，通過這些政策舉措 用地優惠政策，西部地區鼓勵類項目繼續減按 15%
球經濟波動比較劇烈的情況下，中國能交出這份成 的落實，包括《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的十大工作任 征收企業所得稅。
績單，確實是非常不容易的。”
務匯聚在壹起，今年還會繼續保持良好的發展態勢
三是準入前後都實行國民待遇。全面清理外商

投資準入負面清單之外領域的對外資單獨設置的準
入限制，確保市場準入內外資標準壹致，這就是對
外資實行準入前國民待遇。同時，推進在政府采購
、標準制定、產業政策、科技政策、資質許可、註
冊登記、上市融資等方面給予外資企業公平待遇，
這就是對外資實行準入後的國民待遇。
四是促進外商投資便利化。主要在新能源、先
進制造及石化、電子信息等領域，給予用地、用海
、用能、規劃等支持，加快環評審批進度，以此發
揮示範作用，引導各地優化服務，進壹步提高投資
便利化程度。
五是依法保護外資權益。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
會議即將審議的外商投資法草案，確立了外商投資
促進和保護制度，明確規定國家依法保護外國投資
者和外商投資企業的知識產權，不得利用行政手段
強制轉讓技術，將為外商投資權益提供更全面、更
有力的法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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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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南國際電視STV15.3為方便觀眾收看，
節目介紹： 「電視廣播合為一體」

“海峽兩岸”是中央電視台惟一的涉台時事新聞評論欄目，節
不需任何付費，
目宗旨是“跟踪海峽熱點，反映兩岸民意”節目分為兩個版塊
觀眾可24小時直接收看及收聽該頻道，
：第一個是“熱點掃描”，主要報導當日和近期台灣島內的熱
行車間也可方便收聽，輕鬆獲取美南電視節目
點新聞;第二個是“熱點透視”，當日或近期涉台熱點深度報
以及各類國際、社區重大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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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跟踪報導。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本期節目主題：華航罷工折射民進黨內鬥

1. 掃二維碼(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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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南廣播電視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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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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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華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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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節目截圖

《新聞面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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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另類搖滾樂隊著名狂亂迪斯科霸氣
閃亮休斯頓牛仔節
【泉深/圖文】美國另類搖滾樂隊著名狂
亂迪斯科（Panic! at the Disco）於 3 月 3 日星期
天晚上在休斯頓 NRG 體育館內成千上萬的彩
色燈光下點然了新的亮點！音樂會一開場，樂
隊主唱兼吉他手、去年的泛性（pansexual）歌
手 布 倫 登 ‧ 尤 里 (Brendon Urie) 首 先 演 唱 了
《女孩/女孩/男孩》（Girls/Girls/Boys）這首
性感流動的頌歌（an ode to sexual fluidity），
告訴在場的近 7 萬 5000 名觀眾：“謝謝你把這
些舉起來” （Thank you for holding those up
） ，“愛情不只是唯一選擇！” （Love is
not a choice!）。
尤里是當代音樂界最具魅力的演唱者之一
，融合了流暢的身體，消除了自信和美妙而咆
哮的聲音，用假聲演唱穿插歌聲之中，他的假
聲本身就是奇蹟。 “你們這些華麗的生物怎

麼樣？” 他在近 90 分鐘的表演中問道。他演
唱 了 《 不 要 用 黃 金 時 光 威 脅 我 》 （ Don't
Threaten Me With a Good Time），《準備好
去》（Ready to Go），《嘿看嘛，我做了》
（Hey Look Ma, I Made It）。 “我說實話，這
太棒了，” Urie 承認道。 “我必須打破角色
並告訴你我們多麼有趣。” 在《終結孤單》
（Death of a Bachelor）的歌聲中，尤里就像
Frank Sinatra 一樣。他把流行音樂帶到了 “最
偉大的表演”。而他在2018年上映的電影《波
希米亞狂想曲》（Bohemian Rhapsody）的同
名歌曲的演唱風格，充滿著猛烈的意識流與噩
夢色彩，創造出一個閃亮整個舞台的藝術傑作
。唱完了歌曲《我寫不出悲劇》（I Write Sins
Not Tragedies） 和《勝利之歌》（Victorious
） 之後，尤里脫掉了他的襯衫，坐上一輛皮

卡車在場地周圍告別，歌迷的尖叫聲響起了發
燒的共鳴，即使在燈光亮起時仍然繼續。
狂亂迪斯科（Panic! at the Disco）是美國
另類搖滾樂隊，樂隊於2004年在內華達州的拉
斯維加斯成立。在2005年，他們發行了自己的
首張專輯《熱到最高點》(A Fever You Can't
Sweat Out)，這張專輯銷量超過 220 萬張，在
公告牌二百強專輯榜上最高排名第13位，並以
Billboard 百強單曲榜前十雙白金單曲《我寫不
出悲劇》（I Write Sins Not Tragedies）廣為人
熟知。受到六十年代搖滾樂團影響，他們的第
二張專輯《Pretty. Odd.》在音樂風格上轉向迷
幻流行，並在2008年發行後便登上美國專輯榜
第 二 位 。 經 歷 2009 年 成 員 Ryan Ross 及 Jon
Walker退出後，狂亂迪斯科於2011年發行第三
張專輯《罪惡與貞潔》（Sin and chastity），回

歸首張專輯的流行風格。 2012 年，貝斯手
Dallon Weekes正式加入樂團，狂亂迪斯科也在
2013 年發行第四張專輯 《活得太怪，死的太
難！ 》（Too Weird to Live, Too Rare to Die！
）。 2015 年，創團成員 Spencer Smith 宣布退
出樂團。同年 9 月 29 日，狂亂迪斯科發行了單
曲《Victorious》，次日該單曲登上 Apple Music 排行榜第一位。 2016 年 1 月 15 日，狂亂迪
斯科發行第五張專輯《終結孤單》（Death of
a Bachelor），並在隔週登上告示牌兩百強專輯
第一名。在2018 月6月22日，迪士可癟三發行
了第六張專輯》《為邪惡祈禱》（Pray for the
Wicked)，並在 7 月 1 日登上告示牌兩百強專輯
第一名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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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位美國總統華裔候選人楊安澤（Andrew Yang）
首位美國總統華裔候選人楊安澤（
Yang）
舉辦休斯敦見面會以及募款會
【本報訊】3 月 9 日首位美國總統華裔
候選人楊安澤（Andrew Yang）在休斯頓希
爾頓花園酒店召開公眾見面會和募款餐會
，當晚美南電視，美南新聞等多家媒體對
楊安澤進行了採訪，參加的民眾絡繹不絕
，支持者整場提問，楊安澤逐一回答，現
場氣氛十分活躍。
楊安澤是美國歷史上首位參選總統職
位的華裔。現場的醒目位置貼滿了他的競
選核口號 Humanity First (人道第一)，他思
路敏捷，學識豐富，邏輯清晰，理念突出
，在民主黨眾多總統候選人中脫穎而出，
力衝前 20 名，有望進入六月份的第一次全
國總統初選辯論會。
楊安澤生於美國紐約州，他曾就讀於
布朗大學（Brown University）經濟和政治
系，並取得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法學博士。他曾為執業律師，也創
辦過互聯網公司和小型考試培訓公司。
2011 年，楊安澤創辦了非營利機構 Venture for America（為美國創業），致力於幫
助剛走上社會想創業的年輕人和被金融危
機所困的城市增加就業機會。他獲得 2015
年美國總統企業獎，曾在白宮與奧巴馬總統見
面。
在創業經歷中，楊安澤親身體驗到新工業
技術，包括大規模人工智能，機器人，和全自
動化將給全社會和人類帶來的巨大衝擊。這些
技術正在以迅猛的速度，侵蝕普通大眾的就業
和家庭。
在當晚的見面會上，楊安澤對自己提出的
他“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
的核心競選綱要進行了大致的講解，並提倡用
用新技術所得利潤，保障普通家庭每人每月
$1000 的收入。他提出的近 80 項全面政策改革，
得到主流媒體的刮目相待，並被譽為新穎脫俗
（Out of Box）的全新候選人。
作為年輕一代華裔成功的楷模，楊安澤希
望不但在企業界能夠做出卓越貢獻，更希望他
的參選能夠激勵華裔和有志青年，扭轉 2016 年
以來美國政局的危險下滑。
他用自己的經歷和家人的經歷，希望華人積極
從政議政，關心選舉，創造不同的人生，讓華

人的價值在美國社
會彰顯。
當晚楊安澤還
接受了美南國際電
視主持人馬健的採
訪。他表示參選的
目的就是要解決美
國社會現存的最大
問題，通過新的科
技來提升經濟水平
，創造更多的就業
機會，同時改變川
普執政所產生的突
出社會問題，主持
人馬健呼籲廣大華
人能給予楊安澤積
極的支持，讓華人
的面孔出現在美國的政治舞台上，從而提高華
裔的社會影響力。
如何支持華裔候選人楊安澤（Andrew Yang）

1. 參 加 他 的 各 地 競 選 活 動 ： https://www. friends-of-andrew-yang
yang2020.com/
4. 成 為 他 的 競 選 義 工 ： https://my.yang2020.
2. 說服朋友給他捐款
com/
3. 捐款支持：https://secure.actblue.com/don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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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懷絕技、享譽國內外 「雜技之花
身懷絕技、
雜技之花」」 王曼曼落戶休士頓
希傳授中國民間表演藝術，，強身健體
希傳授中國民間表演藝術
強身健體，，將祖傳藝術發揚光大
，而且因為它的廣泛的雜技群眾基礎
，這裏被譽為中國雜技之鄉。濮陽雜
技名揚天下，有“哪裏有雜技，哪裏
便有濮陽人”之說。濮陽人習雜技可
以追述至元末明初，至清朝中期進入
全盛。 據說著名的濮陽東北莊在清末
時間從事雜技的藝人占全村人口的 80%
， 幾乎家家習藝。

統雜技的表演動作她很快掌握而且力
爭表現完美。同時，她也不滿足於傳
統的表演節目及訓練。業余時間她會

體 360° 7 椅錯疊、單角斜支的獨特技
巧“高椅”節目，這對演員的基本功
和心理素質考驗極強，少有演員能完

（本報記者秦鴻鈞）休斯頓是全
美第四大城市，不僅是美國及世界的
石油之都，還是一個藏龍臥虎的文化
都市。如果你看到一位身材苗條面貌
秀麗長發披肩的年輕女孩子，背著雙
肩背包，出入教室，認真學習，千萬
不要以為她只是一位普通學生，她實
際是中國的雜技之花，身懷絕技，因
為特高難度的表演享譽國內外。她的
名字叫王曼曼。

吃得冬練三九夏練三伏苦 方
為雜技藝術人上人
曼曼出生於中國河南濮陽市南樂縣。
濮陽因中原油田而發展為與休斯頓相
似的石油重鎮，但同時濮陽又是中華
文化歷史名城，有“華夏龍都”之稱

王曼曼就出身於一個雜技表演世
家。懵懂之中就開始學藝。 雜技訓練
是她生活的重要部分。她的爺爺、爸
爸、叔叔、姑姑全都是雜技藝術表演
的行家。曼曼自小從師於爺爺，學得
一身祖傳絕技。在爸爸的嚴格管理中
，在叔叔、姑姑的帶領下，每天早上
五點半開始上早課，晚上訓練到 10 點
。從壓腿、下腰、平衡、翻跟頭到各
種表演動作及基本功，曼曼沒有一天
偷懶。她的與生俱來的柔軟及平衡感
及異於常人的刻苦，讓她的父輩們意
識到曼曼會成為雜技行業的一顆新星
。

讀書、看報、看電視及各種中外表演
節目，然後自己琢磨新的雜技表演技
藝，吸取各家之長。在中國民俗藝術
內容中註入新的文化活力。 她想帶給
人們不同的觀感享受，也讓觀眾能在
她的表演中感受到挑戰突破自身的探
索精神以及勇敢堅定的樂觀精神。
經過十幾年如一日的刻苦訓練及
悉心鑽研，曼曼創新並練出了單手轉

雜技要求冬練三九夏練三伏，這
種苦是平常人難以承受的，而小小年
紀的王曼曼從沒想過放棄。她一直都
知道自己未來想要什麽!該為著什麽去
努力去奮鬥。她喜歡挑戰自己，對傳

成。在短短幾年中，王曼曼就創新並
練成了兩個節目《高椅》《蹬傘》。
憑著自己的努力和老師團隊的支持教
導，她多次巡演國際舞臺，參加數次
國內外比賽榮獲大獎。“高椅”節目
在美國 2008 秋季巡回演出中獲一致好
評，被國際友人稱贊：演技見真功，
妙在不言中。曼曼的代表節目“高椅
”、“轉花碟”、“車技”等節目，
用嫻熟的動作、連貫的技巧、新穎別
致的組合和
明快協調的
節奏將技巧
、音樂和舞
蹈三者融為
一體，是雜
技藝術的奇
葩。中國雜
技之鄉濮陽
市南樂縣雜

技團因培養出一顆雜技新星--王曼曼
而享譽國際演出舞臺。
曼曼創新的高椅節目，被許多雜
技團改編演出，發揚光大。 由於其難
度系數很高，目前能夠掌握高椅技巧
的演員在世界範圍內都屈指可數。而
曼曼作為此節目的創始人，享譽的同
時也會思考
如何改進雜
技表演方式
，讓更多的
人喜歡、參
與並分享這
個獨特的中
國非物質文
化遺產。
曼曼現
在在學習會
計專業，她在加強英文及提高專業知
識上也拿出了當年練雜技的功夫。對
她來說，她希望未來能在美國開辦一
間雜技藝校，不僅強身健體，提高身
體的可塑性、靈活性及平衡性，同時
還培養人的耐心、刻苦、專註及勇敢
等性格。她希望能借此傳授濮陽民間
表演藝術及雜技基本技能來將祖傳的
藝術發揚光大。
年紀輕輕的曼曼樂觀堅定，朝氣
蓬勃。任人都會相信也祝福她心想事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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