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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蘭舉辦馴鹿錦標賽芬蘭舉辦馴鹿錦標賽
馴鹿拉主人雪地狂奔馴鹿拉主人雪地狂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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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下加利福尼亞州墨西哥下加利福尼亞州，，航拍當地的鹽池如同巨大的航拍當地的鹽池如同巨大的““眼影盤眼影盤”。”。當當
地開發出的大量鹽池產鹽量十分可觀地開發出的大量鹽池產鹽量十分可觀，，約占世界鹽產量的約占世界鹽產量的3030%%以上以上。。

柏林動物園北極熊母子享親子時光柏林動物園北極熊母子享親子時光 小熊崽獻吻媽媽暖化了小熊崽獻吻媽媽暖化了

德國柏林德國柏林，，柏林動物園裏柏林動物園裏，，北極熊媽媽北極熊媽媽TonjaTonja和它的幼崽享受溫馨和它的幼崽享受溫馨
親子時光親子時光。。 這只北極熊幼崽在去年這只北極熊幼崽在去年1212月月11日出生日出生，，目前還沒有名字目前還沒有名字，，
動物園將在動物園將在22日為它舉行取名儀式日為它舉行取名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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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升級仍無止境？
智能手機已“軟”“硬”不分

最近智能手機市場挺熱鬧，國內

外廠商妳方唱罷我登場，關於“軟”

與“硬”的爭論不絕於耳。有觀點認

為，軟件只是在這個核心硬件交替的

特殊時期，手機廠商保持市場份額的

壹種手段。變“軟”的趨勢只會延續

到硬件創新出現質的變化的階段。未

來，硬件的競爭將會決定全球手機市

場的重新分配

蘋果公司日前召開的2019年春季

新品發布會讓“果粉”們大吃壹驚

——沒有翹首以待的硬件新品，而是

新聞、視頻以及將要上市的遊戲服務

等軟內容，傳遞了蘋果公司向軟件和

服務化發展的信號。

就在蘋果發布會剛剛結束，華為

在法國發布了P30，新手機在拍照等

硬件方面進壹步升級，似乎又表明智

能手機的硬件升級仍無止境。

未來，智能手機到底是要變

“軟”，還是變“硬”？顯然，在當

前硬件缺乏革命性創新的階段，變

“軟”不失為市場良策。但隨著5G的

到來，智能手機很快又將迎來壹波硬

件創新潮，誰能在這次浪潮中拔得頭

籌仍是個問號。

硬件創新青黃不接
智能手機變“軟”乃是發展環境

所逼。近年來，全球智能手機市場

銷量不斷下滑，存量市場用戶換機

意願不強，市場趨於飽和，增量空

間很小。

有預測稱，今年全球智能機銷量

預估下滑3.3%，手機、電腦、手表等

硬件發展空間收窄，將達到瓶頸期。

即使是中國市場也不例外，中國信通

院最新發布的數據顯示，今年2月，

國內手機市場總體出貨量 1451.1 萬

部，同比下降19.9%。

即使是蘋果公司也難逃市場大勢，

在多個區域尤其是中國市場銷售額持

續下滑。據統計，2018年第四季度，

蘋果整體營收為629億美元。其中，

服務業務收入達到99.81億美元，實現

了大幅增長，在營收中比例顯著提升

。由此可見，軟件和服務可以彌補壹

部分的硬件創新不足，在硬件創新乏

力的當下，智能手機變“軟”將獲得

有效的新利潤增長點。

“蘋果在2019年春季新品發布會

上發布的4個重磅服務，其核心是蘋

果在新聞閱讀、移動支付、遊戲娛

樂、視頻應用等使用場景下對用戶需

求的深入解讀，同時也是提升使用頻

次的壹個高效途徑，可見增加用戶黏

性是此次升級軟件和服務的核心。”

眾誠智庫研究中心總監馬婧說。

“智能手機變‘軟’的根本原

因在於4G手機大浪潮退去，折疊屏、

5G等亮點創新和應用仍處於早期階

段，消費者沒有換機的剛需，換機

周期拉長。”賽迪顧問集成電路產

業研究中心高級分析師陳躍楠分析

說，目前，國內智能手機廠商沒有

壹家擁有絕對的碾壓性技術創新，

硬件更新暫時停滯，消費者的體驗

不會有太大的差別，折疊屏等技術

暫時難以給廠商、市場及用戶以實質

性的助力。

因此，如何在技術相似、質量

相似的產品市場中提升現有的用戶

體驗，成為國產手機產商獲取市場

份額的關鍵。加強手機軟件功能和

類型成為今年手機廠商努力的重

點，也將影響著各品牌手機廠商的

銷量和市場份額。

變“軟”搶占新入口
同時，陳躍楠分析說，軟件化相

對於硬件的研發競爭成本較低，在目

前這個特殊時期具有更高的性價比。

不過，在移動互聯網蓬勃發展的

當下，智能手機早就“軟硬不分”

了。正如陳躍楠所言，手機廠商在研

發軟件的同時，也加強了手機與其他

設備的相關性，加快了物聯網等新壹

代信息技術的發展，為國內許多互聯

網廠商提供了更大的市場和平臺，更

直觀的是消費者可以有更好的體驗。

近年來，國產手機之所以能趕超

國際品牌、進軍產業中高端，壹個重

要的原因正是緊跟“軟”技術，其新

品發布越來越強調人工智能等軟件集

成。而在手機內容服務提供商中，擅

長移動互聯網應用的中國企業更是風

頭正勁。在全球APP應用排行榜前10

位中，中國企業占據了壹半。可見，

在智能手機產業生態圈中，內容十分

重要早已成為共識。

“智能手機不是在向軟件化方向

發展，而是更為生態化和服務化。”

馬婧認為，這是由於隨著人工智能、

虛擬現實、混合現實等新壹代技術的

興起，智能手機在未來不僅可以作為

移動互聯網的入口，還可以作為語音

和混合現實等的交互入口。

而要想快速搶占下壹個時代的

“入口”，必須同時擁有軟硬件產品

的支持及場景化應用的落地，因此也

對智能手機廠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新技術或帶來顛覆
“底層技術無感化、合作夥伴生

態化和智能服務場景化是未來智能手

機發展的趨勢，但前提條件是自身具

有強資源支撐。”馬婧認為，蘋果的

iPhone、iPad、iMac三大硬件設備在全

球累計激活用戶達14億人，遠遠超過

了大部分硬件公司和軟件公司，能夠

與之匹敵者很少。因此蘋果推出的任

何平臺或服務都是建立在14億用戶群

體之上的，可謂是占據了頂級流量入

口，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翩翩起舞。

盡管蘋果著力變“軟”，但國產

手機的硬件比拼似乎仍然火熱。隨著

三星和蘋果等巨頭在中國手機市場份

額的下降，華為、OPPO、vivo等國產

品牌展開了對中國市場的爭搶，而硬

件仍是比拼核心。

陳躍楠強調說，智能手機變“軟”

的趨勢將延續到手機硬件出現質的變

化的階段，比如5G全面布局，折疊屏

手機技術成熟、價格下降並穩定等，軟

件並不能彌補硬件創新不足的頹勢。

“未來，硬件的競爭將會決定全

球手機市場的重新分配。”陳躍楠認

為，目前，國產手機真正的硬件更新

主要在於5G、折疊屏、三攝、屏下指

紋識別以及人工智能等。在國內手機

廠商中，天罡芯片和巴龍 5000 的問

世，使得華為的5G硬件布局走在了

世界前列。而在其他領域，國內外廠

商也正在緊鑼密鼓地研發中。

當前，智能手機真正的比拼核心

在於5G和人工智能。國內外壹線手機

廠商都陸續在手機上加入了人工智能

功能。5G與人工智能會相輔相成，5G

將幫助更多的人工智能應用落地，人

工智能則可以讓5G網絡更靈活、更高

效地被使用。

5G時代，網速全面飆升，“增強

現實+虛擬現實”等技術將大幅改變

人們的日常生活，社交、購物、娛樂

等體驗紛紛革新。通過“超級大腦”，

雲、邊、端會進壹步協同起來，更好

地融入萬物互聯的世界，幫助用戶更

多、更快、更便宜地調用算力、數據

與存儲資源。陳躍楠預計，在5G+人

工智能的“雙核驅動”下，各行各業

轉型升級的門檻會不斷降低，手機產

業的發展將進入“快車道”。

“當5G和人工智能全面普及後，

5G 或人工智能成為不可或缺的要

素後，軟件對於消費者購機的影響將

會減弱，到那時，手機廠商肯定會更

側重於各種搭載5G和人工智能的硬件

研發。”陳躍楠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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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國際貨幣基

金組織(IMF)總裁拉加德表

示，當前全球經濟已失去

進壹步增長動力，經濟增

速將低於預期，但 2019 年

下半年可能出現壹定程度

反彈。

當日，拉加德在華盛頓

舉行的第十三屆資本市場峰

會上發表演講。該演講也是

為將於本月12日至14日舉

行的IMF和世界銀行年會預

熱。

拉加德表示，IMF在今

年 1 月公布的報告中預測

2019 年和 2020 年全球經濟

增長率約為3.5%。自1月以

來，全球經濟已經失去進壹

步增長的動力，因此在即將

發布的報告中，IMF將下調

全球經濟增長預期。

拉加德說，兩年前，

75%的全球經濟體增速都

呈上升趨勢，而對於今

年 ，IMF 預計 70%的全球

經濟體將出現增速放緩。

她認為，經濟增長放緩的

主要原因是 2018 年下半年

貿易緊張局面的出現以及

金融收緊現象。

拉加德同時強調，盡

管全球經濟前景“微妙”

，但近期不會出現經濟衰

退。相反，在美聯儲帶動

下，多國中央銀行目前采

取更為耐心的貨幣正常化

步伐。同時，壹些國家增

加了經濟刺激措施，這些都將使全球經濟受

益。IMF預計 2019年下半年至2020年經濟增

長將可能有所加快。

她同時指出，對於今年下半年全球經濟出

現反彈的預期是“不確定的”，容易受到下行

風險影響。例如英國“脫歐”等因素都將加劇

不確定性。

拉加德表示，當今關於貿易不公平行為的

討論總是伴隨著雙邊貿易逆差順差以及關稅問

題。但事實是，雙邊貿易差額主要由宏觀經濟

因素驅動，而不是雙邊關稅。縮小雙邊貿易逆

差的最有效方法是避免征收關稅，因為對壹個

國家貨物征收的關稅只會使貿易流量轉到其他

國家。

拉加德強調，“貿易戰”沒有贏家。各個

國家應該共同努力減少貿易壁壘，改善全球貿

易體系，進而實現“共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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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XIN LU, M.D.

Board Certified by ABIM; Affiliated wlth Memorial
Hermann Southwest Hospital 美國內科專業證書

糖尿病、高血壓、高膽固醇、心肺、胃腸、肝臟、過敏、咽喉炎、鼻炎、皮膚、
甲狀腺及風濕等疾病。現有NB-UVB機，特效治療皮膚頑症(牛皮癬/濕疹/神經
性皮炎/蕁麻疹/白癜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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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蹤海峽熱點，反映兩岸民意

▲ 節目截圖

節目介紹：
海峽兩岸”是中央電視台惟一的涉台時事新聞評論欄目，節目
宗旨是“跟踪海峽熱點，反映兩岸民意”節目分為兩個版塊：
第一個是“熱點掃描”，主要報導當日和近期台灣島內的熱點
新聞;第二個是“熱點透視”，當日或近期涉台熱點深度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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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踪報導。
本期節目主題：  蔡英文不讓位 要選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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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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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華時間》

《新聞面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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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66休城新聞

(本报讯)2019年4月6号星期六中午12点德州大学羽毛球联赛（TIBA）在休斯顿羽毛球中心举

行﹐一共有六支德州大学参加﹐分别是﹕德州奥斯丁分校﹑达拉斯分校﹑德州农机大学﹑莱斯大学﹑休斯

顿大学﹑贝勒医学院﹒比赛以团体赛形式进行﹐共同角逐男双﹑女双﹑混双﹑男单四个奖项﹒整个比赛

进行了近八个小时﹐最后莱斯大学拔得头筹﹐休斯顿大学屈居亚军﹐德州奥斯丁大学﹑贝勒医学院分别

夺得第三﹑第四名﹒本次赛事颇为特殊的是由一位年仅16岁的羽毛球爱好者﹑Dulles高中生Alick

Yu利用个人时间﹐组织了本次活动并筹募全部经费﹒Alick Yu曾多次获得美国青少年羽毛球比赛名

次﹐并经常组织校内外比赛﹐在德州地区努力普及和推广羽毛球运动﹐提高羽毛球技术﹐倡导体育运动

对青少年意志品质的培养﹒最后比赛所募资金除去花费外尽数捐赠给Habitat for Humanity﹐使得

整个比赛更具广泛的社会影响力﹒此次比赛的参赛队均来自德州几所著名大学﹐参赛者一致表示﹕

比赛丰富了课余生活﹐增加了各校之间的联谊﹐赛出了水平﹐赛出了风格﹒

德州大學羽毛球聯賽
上週六在休斯頓羽毛球中心舉行

星期二 2019年4月09日 Tuesday, April 09,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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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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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政界新星德州政界新星 Sri KulkarniSri Kulkarni 施瑞施瑞--庫卡尼宣布再選庫卡尼宣布再選20202020年國會議員年國會議員
（Kulkarni 競選總部施慧倫供稿）2018年全國普選，休士頓

地區 10 位亞裔官員入選重要公職，打破歷史記錄，反映了自
2016年以來美國政局的激烈變化。休士頓亞裔候選人中首推Sri
Kulkarni, 施瑞-庫卡尼，他在美國眾議院德州第22選區的競選，
首創多民族多語言的方式，引起全國矚目。

第22國會選區，包括休士頓周圍三大縣，Fort Bend， Harris
， Brazoria,是全美最多元化的選區之一。因其包括亞裔人口密集
的Sugar Land，Pearland， Katy， Clear Lake等郊區，少數民族佔
近60%以上。雖然如此，德州歷史上還沒有任何一位亞裔國會議
員代表。由於施瑞Sri競選團隊在2018年的努力，亞裔和移民投
票率突破歷史最高水平，使得本區左右平衡相差20百分點的懸
殊被基本扳平。因此進入2020年美國大選的焦點關注， 施瑞Sri
也可望成為德州第一位亞裔國會議員。

施瑞Sri在休士頓西南區的一個傳統亞裔家庭長大，父親是
印度裔，母親是最早來美開墾德州的白人後裔，也是Sam Hous-
ton的家族成員。他曾就讀於TG Rogers 中學和Lamar 高中。在
他父親得白血病去世的前後，他一邊讀大學，一邊幫助母親撫養
年幼的兄弟姐妹。後來四個兄弟姐妹們全是常春藤學校畢業而且
工作成就顯赫。

施瑞Sri就讀於德州奧斯丁大學語言和物理系，並獲得哈佛
大學公共政策和管理碩士。他就職於美國外交部14年，曾出使
伊拉克，以色列， 和中東地區，專門負責國際關係和衝突調和
，還就任於多個戰略地位的國家和地區，包括俄國，台灣和中美
州。他通曉6種語言，包括中文，俄文，猶太語，西班牙語，和

印度語等。在美國國會，施瑞 Sri 曾擔任
過現在競選美國總統的紐約州參議員
Kirsten Gillibrand的外交政策和國防顧問。

在 2016 年美國大選前後，施瑞 Sri 對
美國國內的政局和矛盾衝突感到震驚和擔
憂，其惡化程度已經超過國際問題。他於
是毅然辭去外交部的工作，回到休士頓老
家，決定用他的外交才華和經驗，調和兩
黨敵意。施瑞 Sri 的競選口號是“重建美
國的價值，理智和文明”。他確信移民是
美國的特長和建國基礎，美國需要繼續支
持移民而不是閉關自守。他認為多元化中
更加需要尊重不同的觀點和需求，保護移
民的權益。他對移民社區的推動和對目前
美國歷史的轉折關頭所做的貢獻得到了休
士頓社區和全國公益團體的重視。

施瑞 Sri 的亞裔移民背景和對多民族
多文化的了解，以及在外交和政府管理上
的經驗，使他成為國會代表的最佳候選人
之一。並且隨著他競選實力和社會影響的
不斷增強，他在2020年更有希望獲選。在昨天正式宣布重新參
選2020年的時刻，他感謝所有社區和僑領的支持，並邀請華裔
社區參加在4月6日週六舉行的競選揭幕大會，使德州選出第一
位亞裔國會議員，邁向社會多元化的發展方向。競選揭幕大會

時間：4 月 6 日週六下午 2-4 點；地點：Safari Texas Ranch，
11627 FM1464， Richmond, TX 77407.

競 選 網 站 ： Sri2020.com,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
com/SriforCongress/

（本報訊）好萊塢的著
名影星中，不少來自於德州
，較早的有《人鬼情未了》
的男主角派翠克，最近的影
視歌明星有碧昂絲，同時，
許多人或許不知道《紙牌屋
》的女一號羅賓帥特 Robin
Wright 也是來自於德州的達
拉斯。她的經歷可謂是典型
的好萊塢個人奮鬥史，憑著
實力，雖然已過半百之年但
人氣仍然飆升。

4月8日正是羅賓帥特53
歲的生日，她憑藉著“野心
”和“老辣”的《紙牌屋》
的出色表演，入選了金球獎
，艾美獎最新發布的“劇情
類劇集最佳女主角”提名名
單。成功不是偶然的，其實
1993 年的《阿甘正傳》中的
珍妮已經讓羅賓聲明大噪。

羅賓1966年4月8日出生

於美國達拉斯，家境一般，
父親是製藥公司的僱員，母
親是一個化妝品銷售員，在
14 歲的時候，因為缺錢花，
羅賓就開始兼職做模特，到
了她 18 歲的時候終於接到了
在泡沫劇《Santa Barbara》中
的角色，這時候羅賓的演繹
天賦爆發，憑藉這部作品，
她得到了3個日間艾美獎獎項
提名！

到了 1987 年，羅賓開始
像電影進軍，飾演的第一部
電影《公主新娘》就提名了
土星獎最佳女主角。

後來 1993 年的時候，羅
賓參演了《阿甘正傳》，她
在這部戲中的表現也收穫一
邊倒的好評，得到了一個金
球獎最佳女配角提名。隨後
她和奧斯卡影帝西恩-潘有一
段長達13年的失敗婚姻，

相比演員，她更願意陪
在孩子身邊，她曾說：“作
為一個母親，我不會後悔自
己的選擇，因為我更享受和
孩子共處的時光。”2013 年
的 時 候 ， 羅 賓 接 到 了 美 劇
《紙牌屋》的邀約，在其中
飾演政治家弗朗西斯的妻子
克萊爾。她飾演的克萊爾高
度自信，人格複雜，既有冷
酷算計的一面，也有溫柔人
性的一面，大獲成功。

羅賓還是積極的人權運
動家，她為剛果民眾權利而
奔走，曾親自擔任製片人拍
攝 紀 錄 片 《When Elephants
Fight》，講述跨過礦業企業
以及政治家是如何在這個地
區侵害人權以及製造地域衝
突的。

從達拉斯走出的實力派影星羅賓從達拉斯走出的實力派影星羅賓 人氣不減當年人氣不減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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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裕金豬新年始豐裕金豬新年始,, 恒豐業績創新高恒豐業績創新高
第一季財報亮麗第一季財報亮麗

恒豐銀行于2019年4月5日召開了
2019年度首次記者招待會,會議由恒豐銀
行吳文龍董事長主持,副董事長高成淵,
張瑞生，執行董事錢武安, 陳文全,董事
吳國寶,總經理張永男,公關部經理Jen-
nifer Zhou 等人列席參加。

會議中,吳文龍董事長說 恒豐銀行
在2019 年的新年度開始, 就呈現出了業
績攀升,蒸蒸日上的景象,這標誌著2019
年,將又是一個豐收年. 同往年一樣,在
2019年開篇的第一季,經過董事會及全體
員工的努力,我們再一次交出了滿意的答
卷。

截止2019年 3月 31日,第一季度財

務及營運狀況如下: 總資產額已達17.1億
,比去年同期增长近2億,總貸款額達14
億4仟萬,資本總額超過1億9仟4佰萬,
稅前盈餘超過1仟萬, 稅後盈餘近八佰萬
, 資產報酬率(ROA)1.97% ,投資報酬率
(ROE) 16.6%。各個資料顯示比去年同期
都有大幅度的增長, 尤其是恒豐銀行的
貸款部分, 今年以來走勢強勁,照這個趨
勢發展,恒豐銀行今年的收益將會再創新
高。 同時,在今年舉行的年度股東大會,
每股股利$1.50,使所有投資股東非常滿
意。

在記者會上,吳董事長特別介紹了恒
豐銀行董事會新成員---在休斯頓 經營

酒店旅館業四十年的吳國寶先生.
恒豐銀行今天的成績,除了董事會及

全體員工的努力, 離不開社會各界的厚
愛,更離不開廣大客戶的支持與信任。
所以,恒豐銀行始終秉持努力經營企業,
盡力回饋社會的經營理念, 長期以來不
遺餘力的支持社區的各項活動, 同時, 不
斷的推出新產品,並提升各項服務。 目
前正推出13個月年高利率 2.90%定期存
款, 以答謝廣大客戶長期以來對於恒豐
銀行的信任與支持,詳情請同各分行聯
繫 。

截至目前,恒豐銀行已有18個經營
網點,分佈于德州,內華達州,加州,休士頓,

達拉斯,拉斯維加斯,南加州工業區市和
阿罕伯拉市等不同城市和地區,無論是在
經營多年的城市地區,還是新開發的城市
,恒豐銀行專業的業務團隊, 都在兢兢業
業努力耕耘,勾畫著宏偉的藍圖。

在記者會上,吳董事長宣佈恒豐銀行
今年又將有三家分行開幕。 Sugarland
百佳超市內的糖城分行, 預計在今年五
月開幕。 恒豐銀行預計今年六月在加州
華人密集的阿凱蒂亞地區開立分行, 這
是繼2016 年恒豐銀行進軍加州後設立的
第三家分行, 同時,內華達州的Hender-
son 分行也在緊鑼密鼓的籌備中, 預計今
年六月開幕。

吳董事長表示, 長期以來,恒豐銀行
本著對股東負責,對市場負責,對客戶負
責的原則,始終堅持認真審慎每一個貸款
專案,並嚴格控管貸款中每一個流程的正

確性,因著這一堅持,恒豐銀行增加資產
的同時,也保持著資產品質的優良。 在
未來時間,恒豐銀行將一如既往地堅持這
一原則,以期在大環境變化的情況下,始
終保持穩步發展,持續增長的趨勢。

恒豐銀行成立于 1998年 5月 18日,
從臨時組合屋,38位員工的開始,經過20
年的兢兢業業的努力,總資產成長了100
倍,目前已成長為步入大型銀行的標準,
員工达224人, 擁有總行和分行17處,及1
個 Loan production office 的本地創立之
大型華資銀行。 恒豐銀行大樓,除已成
為休士頓中國城的地標式建築外,也帶動
了中國城的經濟繁榮。 在未來,恒豐銀
行將繼續秉持以心服務,服務至心的原則
,堅持誠信為本,專精為責,繼續為廣大民
眾提供專業優質的金融服務。

【【全旅特全旅特惠惠】】日本海上威尼斯廣東美食日本海上威尼斯廣東美食遊遊，，55月月
2828日日““買一送一買一送一””全程中文導全程中文導遊遊，，帶您遊覽海帶您遊覽海

陸空陸空新新““玩玩意意！！((不含國際機票不含國際機票))

【全旅假期】推薦
日本, 越南, 或是菲律賓海上威尼斯 +

廣東美食遊
5月28日 “買一送一”

全程中文導遊，再額外贈送日本沖
繩岸上觀光項目

深圳啟航廣州離開10天，帶您開
始海陸空新“玩意”

行程特色：
* 回國探親, 與家人團聚, 帶家人體

驗遊輪度假----北美最流行的度假方
式

* 深圳母港, 投資800億打造, 璀璨堂皇,
無以倫比, 堪稱世界第一

* Costa 大西洋號遊輪: 85619噸豪華遊
輪, 號稱"海上威尼斯"

* 道地美食: 廣東點心午餐, 中山紅燒乳
鴿, 荔枝木鵝

日本海上威尼斯廣東美食遊
遊船日本線暢遊：沖繩(那霸), 沖繩(宮

古島), 沖繩(石垣島)
5月28號抵達“買一送一”！
內艙房 $499起；海景房$599起；陽臺

房$699起 (不含機票)

日本海上威尼斯
廣東美食遊
日本海上威尼斯
廣東美食遊
日本海上威尼斯
廣東美食遊

up499499$499
Tour Code: CSTGD

800

COSTA 85619

Day 1

早上遊覽深圳，登帝王觀光塔，可以欣賞深圳和香港
全景。參觀鄧小平像，深南大道，世界之窗廣場，紅
樹林自然保護區。之後送往碼頭，辦理登船手續，開
始這次輕鬆而又浪漫的郵輪假期之旅。

Day 2

抵達深圳後自行前往酒店，憑護照辦理入住手續。
如加訂接机费用（2人起）：
香港/廣州機場：US$60/人
深圳機場：US$45/人

今日將在遊輪上盡情輕鬆享受。吃過豐盛早餐後，可
沐浴著陽光在甲板上漫步，還可在商場裡給自己買些
紀念品或挑選些禮物送給親人朋友，或是在有專門教
練的健身房裡，一邊欣賞海景，一邊享受身體的暢快
淋漓。也可參考“Today”選擇您喜愛的節目，晚上
您可在豪華的餐廳里和親人或朋友品嚐香檳美酒。然
後觀賞現代歌舞劇或者荷里活最新電影大片。

Day 3

海上巡遊：與家人親朋好友享受相聚的快樂
今日將在遊輪上盡情輕鬆享受。豐盛的早餐後，可以
沐浴著陽光在甲板上漫步，您還可以在商場裡給自己
買些旅遊紀念品或挑選些禮物送給親人朋友，或是在
有專門教練的健身房裡，一邊欣賞海景，一邊享受身
體的暢快淋漓。也可參考“Today”選擇您喜愛的節
目，晚上可在豪華的餐廳里和親人或朋友品嚐香檳美
酒。觀賞現代歌舞劇或者荷里活最新電影大片。

Day 6

郵輪抵達深圳。驅車前往廣州遊覽：番禺【寶墨園】
（清明上河圖，龍圖蠟像館，玫瑰園），午餐後遊覽
【中山故居博物館】（孫中山故居）。參觀寶樹堂。

Day 7

酒店：羅湖香格里拉大酒店或同級

酒店：COSTA大西洋號郵輪 餐食：B/D

餐食：B/L/D

早餐後遊覽【情侶路】【漁女像】，珍珠館。午餐後
參觀【圓明新園】（西洋樓，福海，正大光明殿），
乳膠店。【澳門遊船】。

Day 8

酒店：COSTA大西洋號郵輪

餐食：B/L/D酒店：COSTA大西洋號郵輪

郵輪靠港：日本宮古島
上岸走走，或者參加船公司岸上行程，或者自由行。
歡樂祥和氛圍中，共享天倫之樂。
(請您務必於郵輪起航前1小時回到船上)

Day 5

餐食：B/L/D酒店：COSTA大西洋號郵輪

餐食：B/L/D酒店：COSTA大西洋號郵輪

餐食：B/L/D酒店：祥祺明月灣大酒店或同級

餐食：B/L/D酒店：祥祺明月灣大酒店或同級

早餐後返回廣州，遊覽【花城廣場】及廣州塔外景，
參觀月光寶盒【廣東省博物館】，珠寶店。之後【珠
江夜遊】。

Day 9

餐食：B/L/D酒店：達鏢國際酒店或同級

早餐後送廣州機場，或者自行離團。
Day 10

餐食：B

Your Travel Agent

郵輪靠港：日本沖繩
特別贈送沖繩岸上游（約6小時）：世界文化遺產·古
琉球王國都城遺址【首里城】外觀-【綜合免稅店】-
【國際通商業街·LAOX】
(請您務必於郵輪起航前1小時回到船上)

Day 4

$499 $599 $699
$379 $439 $499
$379 $439 $499
$499 $599 $699

團費不含:
1. 碼頭稅每人US$190 (大小同價)，報名時與團費一同繳付；
2. 郵輪、導遊司機服務費10天每人共US$120 (大小同價)；
報名時與團費一併繳付。
3. 指定自費(保證參加，報名時與團費一併繳付，大小同
價)：澳門夜景+珠江夜遊=USD180/人
**據國際慣例郵輪公司將以遊客安全第一，有權根據實際
突發情況作出航線變更以及調整岸上觀光行程**

自2011年创刊起，《知日》在国内

的出版市场上就是最受欢迎的MOOK

（杂志书）之一。9年来，《知日》特

集持续不断地向国内介绍日本文化的方

方面面，从制服、铁道、猫，到禅、断

舍离、萌，再到明治维新、山口组、太

宰治，每期一个话题，无论是物质的还

是观念的，历史的还是当下的，《知日

》总能从细微处入手，谈出一片天地。

毛丹青是《知日》的创办人之一，

在长达5年的时间里，他还作为主笔，

在每期《知日》的“虫眼虫语”专栏上

撰写文章，介绍

日本文化。长居

日本三十余年，

现任日本神户国

际大学教授、专

研日本文化论的

他，对日本的认

识却不局限于书

斋之中。他曾在

日本做过鱼虾生

意，当过商人，

对日本社会有着

广泛而切身的接

触和了解。

近日，由毛

丹青主编的《在

日本· 自由北海

道》出版。这是

《在日本》书系

的第六册。同为

MOOK，《在日

本》与《知日》

有什么不同？3

月12日，在爱琴

海单向空间举行

的“日本文化与

我们的认识——

《自由北海道》

新书分享会”上

，毛丹青和我们

分享了他关于

《在日本》的创

作理念，“丧”

文化，以及中国

与世界的关系等问题的思考。

从“知”到“在”的视角转换

谈及《在日本》书系的编辑理念，

毛丹青表示，《知日》的“知”字意味

着从外部去认识作为对象的日本，而

《在日本》系列则与此不同，“在”强

调的是置身于日本之中，从内部去体验

和观看日本。“在”含有哲学意味，毛

丹青说，从“知”到“在”，完成了从

外部视角到内部视角的转变，对日本的

观察更加切近了。

在内容的创作方法上，毛丹青要求

主创团队——他在神户国际大学的学生

——去采风，做田野工作，亲自去看、

去听、去体验，而不要待在书房里读资

料。“要做到‘脚下生风’。”毛丹青

说。

不参考文字资料的采风不会浮泛无

根吗？毛丹青认为，他不让学生查资料

是为了不让学生对于田野工作有任何预

期。他举例说，自己曾带着三个学生去

另一所日本大学参加论坛。论坛另一方

的日本学生做了充分的准备，而自己带

的中国学生，连论坛的主题都是他临到

现场才告诉他们的，“为了不让他们有

任何的束缚”。结果日本方面的学生都

是按照预先准备的PPT照本宣科，而自

己的学生却大放异彩。“教育就是要没

有预设。”毛丹青说。

也许《自由北海道》书中的例子可

以更好地帮我们理解毛丹青所推崇的不

做预设而亲临现场的采风方法。北海道

东部的知床半岛栖息着200多头棕熊，

是世界上棕熊栖息密度最高的地区。在

知床观光中心厕所墙壁上，采编团队看

到了一则用日、英、中三语写的“投食

给熊，等于杀熊”的故事。

为什么不能投食野外栖息的棕熊呢

？故事讲述了一头编号为97-B的棕熊，

因为被游客投食了香肠，从此行为开始

变得和其他熊不一样。看到汽车和人，

它不是感到害怕，而是联想到香肠的美

味；尽管工作人员极力想要将它驱赶回

森林，但它仍然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国

立公园的停车场和其他人类活动的场所

。北美国立公园曾发生被投喂过的熊袭

击游客抢夺食物致人伤亡的案例，所以

最终当一天早上人们发现97-B在一所小

学旁吃一头死鹿而上学的时间就要临近

时，他们不得不开枪射杀了它。

而在生产别具一格的札幌拉面的西

山制面厂，采编团队看到一册札幌市小

学三年级的社会课本。课本中写到北海

道食物的历史，巨细靡遗地介绍了拉面

生产的流程、工人制面的辛劳和技艺，

以及拉面的运输和销售，让札幌的孩子

可以从小了解自己本土的饮食文化。这

些内容还会纳入社会课的考核内容。

“我当年考试的时候，也没能完全答对

呢！”西山制面厂的社长笑着说。

观光中心的厕所墙上会有什么，札

幌小学会教孩子哪些内容，也许这些都

是查阅一般资料不容易发现的事实吧。

此外，亲自体会一个地方的风土，可以

更好地理解一个地方的人。毛丹青说他

曾采访山田洋次。山田洋次在拍《幸福

的黄手帕》时总觉得哪里不对劲，直到

去了北海道，看着广阔的大地，道路笔

直、连通天际，才终于为电影的创作找

到感觉。“北海道与日本其他地方给人

的感受是很不同的，高仓健饰演的人物

也是一到了北海道就变得很奔放。”毛

丹青说。

毛丹青近年由于为国内翻译日本绘

本的缘故，对于日本的绘本多有留心。

他发现日本的绘本和中国的绘本很不一

样。中国绘本总是很阳光，很向上的；

日本的绘本有时就很丧。比如一个绘本

，书名叫《好无聊，好无聊》，说的是

一个小孩子生下来，觉得世界很没有意

思，不知为什么妈妈要把他生下来。这

种对于存在的怀疑和质问让这个绘本在

老人院里获得了大量的读者，因为它抚

慰了老人的心。而放眼日本整个出版市

场，过去十年实体出版都处在衰落期，

独有绘本的销量却以50%的速度在增长

，一个原因正是因为日本的绘本不是简

单的阳光、快乐。

“日本思想里有四个字叫做‘否中

有信’”，毛丹青说，“否定可以给你

带来信念，否定越多、信念越强。”毛

丹青说自己在大学中面试学生，问到中

国学生将来要做什么，十个有九个都说

要当老板，问到日本学生，通常的回答

是：“老师，您能给我一些时间吗？”

但直到最后也说不出想要做什么。上课

时，日本学生一般都溜边坐，中国学生

则坐到老师的跟前。但是这种“丧”，

有时却能忽然一变而为巨大的能量，毛

丹青说。

毛丹青说他有一个学生，家里是种

茄子的，他毕业了要去东京投身IT产业

，毛丹青知道后，请他吃中餐践行。席

间他点了一道地三鲜，学生吃过，说：

“原来茄子这样好吃！我要回家乡种茄

子！”于是他真的就放弃了东京的IT工

作，回到家乡，投身茄子的种植和销售

，直到现在还常给毛丹青送自己种的茄

子。

也许这种由“丧”到“正能量”的

忽然间的转变，是因为“丧”意味着置

身于主流价值体系之外，不接受或不在

意主流价值的评判，而这也就为坚持自

己的主张，追寻自己的目标奠定了基础

吧。

《知日》在中国做到第四年的时候

，毛丹青开始筹划出版《知日》的日文

版。《知日》是向中国介绍日本，而选

择《知日》的部分内容，译为日文在日

本出版，则是让日本人知道我们是怎么

看日本的。2015年，《知日》的日文版

出版，市场反响很好，毛丹青说，而他

目前正在做的《在日本》系列也有日文

版。

毛丹青认为，对任何文化的认识

，都应该采用不同的视角。从《知日

》到《在日本》，有一个外部视角到

内部视角的转变，而仅仅如此仍然不

够。“我们还应该去看第三方是怎么

看的。”他表示自己今年在神户国际

大学开设了一门用英语教授日本文化

论的课程，采用英国人克里斯托弗•

戈托－琼斯所著《现代日本》（Mod-

ern Japan）为教材。这本书是牛津通

识读本系列中的一本，其中译本请了

毛丹青作序推荐，毛丹青在序中提到

，我们之所以要读一个英国人笔下的

日本，是因为“在很多场景下，非日

本式的叙述反而更能让读者认清日本

”。

“过去是中国看世界，现在是世

界看中国。”毛丹青说，我们应该让

世界了解我们是如何看世界的。当年

在策划《知日》的时候，毛丹青曾设

想，还应推出《知美》、《知德》、

《知法》、《知韩》等等，请各领域

的专家学者来做；现在他则想着还应

有对应的“在”系列，《在美国》、

《在德国》等等，这样才能以更多元

的视角突破文化的边界。

毛丹青：《知日》之后
我为何要做《在日本》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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