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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魁北克洪災致街道變汪洋 民眾帶愛寵劃船撤離

實現六代同堂
廣州長隆考拉家族
飼養員幫助考拉爬到樹上。廣州長隆野生動物世界迎來壹只新生考拉寶寶。至此，廣
州長隆野生動物世界考拉家族實現六代同堂，包括 2 只第壹代、15 只子二代、25 只第
三代、7 只第四代、3 只第五代、6 只第六代。

越南順化舉辦熱氣球節
八爪魚”
八爪魚
”上天呆萌可愛

B2

綜合經濟
星期二

2019 年 5 月 07 日

Tuesday, May 07, 2019

B3

三大通信運營商布局試驗網：
5G 全面商用還要多久？
州、沈陽等地方開展測試；中國電信將
在成都、雄安新區、深圳、上海、蘇州、
蘭州展開測試，並將再增設 6 個地方擴
大試點範圍。
今年以來，這些外場測試城市紛紛
宣布打通了第壹個 5G 電話，標誌著 5G
已從技術研發試驗期進入實際應用測試
階段，三大運營商的 5G 試驗網建設正全
面展開。
工信部賽迪智庫無線電管理研究所
副所長彭健告訴經濟日報記者，5G 網絡
3.5GHz 頻段的頻譜資源發放給了相對弱
勢的中國聯通和中國電信，該頻段國際
化程度高並且產業鏈成熟度也走在了其
他頻段的前面，有利於快速規模化應用
；體量最大的中國移動則獲得了 260MHz
大帶寬頻譜資源。可以說，分配方案兼
顧了三大運營商的實際情況，同時又為
未來 5G 市場的平衡打下了基礎。

隨著第壹個 5G 春晚、第壹臺 5G 遠
程手術、第壹通 5G 電話的實現，5G 網
絡似乎離我們越來越近了。試驗性的應
用雖然已經初露崢嶸，但按照此前的工
信部規劃，我國於 2019 年啟動 5G 網絡
建設，最快將於 2020 年推出 5G 商用服
務。不過，隨著今年 5G 大規模組網在部
分城市和熱點地區率先實現，預計今年
下半年，5G 手機、5G 平板電腦將陸續
投放市場——
在舉行的中國聯通全球產業鏈合作
夥伴大會上，中國聯通宣布其 5G 網絡部
署要在 7 個城市城區實現連續覆蓋，在
33 個城市實現熱點區域覆蓋，在 N 個城
市定制 5G 網中專網。4 月 26 日，在中國
電信 5G 創新合作大會上，中國電信又表
示已建成跨省跨域規模試驗網，並在 17
個城市開展 5G 創新示範試點。此前，中
國移動也表示要在 17 個城市開展 5G 規
模試驗和應用示範工程……享受 5G 網絡
的暢快似乎近在眼前。

終端應用備受期待
“但要指出的是，5G 全面商用還需
對於消費者來說，最關心的莫過於
要耐心等待。”工業和信息化部信息通
5G 終端和應用。“目前來看，國內手機
信發展司司長聞庫表示，網絡建設從無
知名廠商如小米、OPPO、vivo、中興等
到有需要過程，建得好不是 5G 的目的，
都計劃於今年下半年在我國推出 5G 手
用得好才是 5G 真正的目的。
機。”彭健說。
工信部部長苗圩於年初時也曾表態，
網絡建設全面展開
今年 5G 大規模組網將在部分城市和熱點
此前，我國提出的是 2017 年展開 5G
地區率先實現，預計今年下半年，5G 手
網絡第二階段測試，2018 年大規模試驗
機、5G 平板電腦將陸續投放市場。
組網，並在此基礎上於 2019 年啟動 5G
4 月 23 日，中國聯通公布了首批具
網絡建設，最快 2020 年正式推出商用服
備 5G 功能的 6 款手機終端、5 款行業終
務。目前來看，我國 5G 建設正按照規劃
端和 4 款模組產品，包括中興、OPPO、
有條不紊地實施。
vivo、小米、努比亞等知名品牌。
三大運營商早已在各大城市建設 5G
據介紹，今年 2 月 14 日，中國聯通
基站，從而開展 5G 外場測試。據了解，
5G 智能手機測試機首批已正式交付；中
中國移動在杭州、上海、廣州、蘇州、
國移動實施了 5G 網絡領航者計劃，全面
武漢 5 個城市開展 5G 外場測試，還將在
啟動 5G 規模試驗網建設，並計劃在 2019
北京、成都、深圳等 12 個城市再進行 5G
年上半年推出 5G 智能手機和首批中國移
業務應用示範；中國聯通將在北京、深
動自主品牌 5G 終端產品；中國電信則計
圳、杭州、廣州、上海、重慶、天津、青
劃在今年第三季度發布試商用機。據了
島、南京、武漢、貴陽、成都、福州、鄭
解，屆時通過端到端網絡和業務測試的

5G 終端設備將達到 2500 余部。
“終端是 5G 產業鏈的重要壹環，終
端是否成熟，直接影響客戶對 5G 的感
知。”中國電信董事長柯瑞文表示，
中國電信將出臺更具吸引力的終端激勵
政策，與大家壹起推動成本下降，讓用
戶買得起、用得上。還要根據用戶需求，
豐富 5G 終端種類。特別是共同推出除手
機以外的泛智能終端，比如面向家庭和
個人的智能穿戴設備、虛擬現實終端，
面向行業的車載終端、無人機等。
比起終端，當前的 5G 應用展示更為
豐富。白洋澱智慧水務、深圳無人機警
務、雄安自動駕駛、杭州馬拉松直播、
成都 5G 公交環線、5G 春晚直播等項目
的成功實施，都是 5G 試驗網有力支撐業
務應用的生動實踐，也讓人興奮不已。
目前，對於 5G 應用來說，很多領域
都受到關註。“最成熟的是沿著 4G 路徑
往前走的消費領域。在社會生活方面，
超高清視頻、下壹代社交網絡、浸入式
遊戲等應用將再次升級；在生產上，目
前最可期待的是汽車領域，5G 將實現高
級別的自動駕駛等。5G 時代是壹個融合
的時代，工業、交通、醫療、能源、智
慧城市、智能家居等，都將隨著 5G 的融
合擦出新的火花。”聞庫說。
全面使用有待時日
消費者對 5G 充滿期待。但正如聞庫
所言，當前，5G 網絡裝備已基本就緒，
5G 手機也不斷有新產品問世，距離 5G
體驗應該不會太久。但是讓 5G 壹夜之間
像 4G 覆蓋得這麼好也不太現實。5G 將
先從熱點地區啟動，不斷推動前進，正
如當年的 4G 建設。
巨大的投資對運營商 5G 建設造成了
不小的壓力。相關測算表明，為了達到
理想的響應速度，5G 基站數量將至少是
4G 的 2 倍、5G 基站成本也將超過 4G 基
站的 2 倍，功耗則是 4G 基站的 3 倍。
“單從基站建設角度看，5G 投資大

約是 4G 的 1.5 倍，全國總體投資規模將
達到 1.2 萬億元，投資周期超過 8 年。”
彭健分析說，壹方面，我國 4G 網絡仍在
建設中，預計到 2019 年，運營商 4G 累
計投資達到 8000 億元，至今仍未收回成
本，雙網同時建設的壓力倍增。另壹方
面，在 ICT(信息通信技術)產業變革的大
趨勢下，電信運營商主營業務管道化趨
勢明顯，增收困難，5G 建設投入的資金
缺口較大。此外，我國 2G、3G 網絡仍
在使用中，多代移動通信網絡制式的存
在增加了運營商的管理支出，亟待優化。
據了解，2019 年，中國移動將建設
3 萬個至 5 萬個 5G 基站，總投入規模不
會高於 2018 年，有專家預計將不超過
100 億元；中國電信表示，2019 年將把
5G 基站增加到 2 萬個，在 5G 建設方面的
投入預算為 90 億元；中國聯通則表示，
在 5G 組網方面將投入約 60 億元至 80 億
元。
如何補上 5G 網絡建設資金缺口？彭
健認為，壹是加大基礎電信運營商混改
力度，借鑒中國聯通混改的成功經驗，
進壹步引入社會資本參與 5G 網絡建設。
這不僅能夠解決網絡建設資金缺口的問
題，還能加大通信業與互聯網等其他垂
直行業的深入對話交流，有利於 5G 後續
的應用創新。
二是加大 2G/3G 網絡退網力度。要
立足於我國幅員遼闊、網絡基礎設施建
設不均衡的實際情況，制定出各運營商
適用的 2G/3G 退網方案，精細化降低企
業管理支出費用。
三是加大 5G 基站的共享力度。5G
使用的頻段較高，所需的基站數量也更
多。要充分發揮鐵塔公司的作用，全面
提升 5G 新建鐵塔的共享率，達到節省
5G 建設投資的目的。
四是加大政策扶持力度。通過專項財
政補貼、專項產業發展基金等方式，降低
基礎電信運營商建設 5G 網絡的風險，為
5G網絡建設創造寬松的資金周轉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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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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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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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央電視臺惟一的涉臺時事新聞評論欄目，節
不需任何付費，
目宗旨是“跟蹤海峽熱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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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車間也可方便收聽，輕鬆獲取美南電視節目
：第一個是“熱點掃描”，主要報導當日和近期臺灣島內的熱
以及各類國際、社區重大資訊。
點新聞;第二個是“熱點透視”，當日或近期涉臺熱點深度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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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行跟蹤報導。
本期節目主題：《海峽兩岸》 誰能順應臺灣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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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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鼻子能闻出人类肺癌？
美国研究人员：很有可能
一项最新发布的研究报告称，在科学
实验中，嗅觉超敏感的犬类鼻子能够以
97%的准确度闻出人体血液样本中的肺癌
血液。据悉，这一实验成果或有希望在未
来为癌症筛查测试提供借鉴。
报道称，研究人员在实验中发现，四
只两岁的小猎犬中的三只，能正确地鉴定
出带有肺癌样本的血液，成功率为 96.7%
。而它们检测到正常的血液样本的准确性
为 97.5%。
实验报告称，狗之所以可以做到这一
点，因为它们的鼻子对气味敏感度和嗅觉
器官比人类精确 10000 倍。

据报道，这篇研究成果是美国佛罗里
达 州 制 药 实 验 室 BioScentDx 的 研 究 员
Heather Junqueira 发现的，并于 8 日在奥兰
多举行的美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学会
( American Society for Biochemistry and
Molecular Biology)年会上发表。
“尽管目前还没有治愈癌症的方法，
但早期检测为患者提供了生存的希望”，
Junqueira 说。她说这项研究为进一步研究
狗的鼻子如何用作癌症的筛查方法铺平了
道路。Junqueira 表示，“检测癌症的高
度敏感的测试可能会挽救成千上万人的生
命，并改变治疗相关疾病的方式”。

柏林动物园为
旅德大熊猫实施人工授精
俄罗斯宇航员根纳季· 帕达尔卡介
绍了国际空间站的饮食，称“绝对禁
止”带酒，而食物的口味则是混合的
。
帕达尔卡表示：“酒在国际空间
站上是绝对被禁止的。绝不可能。这
是所有伙伴在空间站尚在建设时就一

致同意的。”
他表示，“曾有像在潜艇里那样
允许带一点的提议”，“但不行，酒
被禁止，任何人都不能带到那里。”
至于空间站上的饮食，帕达尔卡
指出，没有特别想念俄餐。他总结称，
“俄餐是宇航员饮食中的一种，我们的

口粮是混合的。每位宇航员都经过鉴定
，为自己挑选最好吃的食物。”
“这既有俄餐，它具有独特美味
，也有美餐、意大利餐、法餐、日餐
……并未想念我们的餐饮，那里有很
多。我们的食物和我们伙伴的食物一
样美味。”

莎士比亚伦敦故居找到！
《罗密欧与朱丽叶》在此诞生
英国文学巨擘莎士比亚 1590 年代
从故乡斯特拉特福来到伦敦打拼，但
他当时的伦敦住处在哪儿始终众说纷
纭。目前，史学家比对官方资料，找
到莎翁创作《罗密欧与朱丽叶》时的
故居旧址。
2008 年 ， 史 学 家 发 现 莎 翁 1590
年代的作品曾在东伦敦肖尔迪奇
区 The Theatre 剧 院 演 出 ， 这 让 剧
院 史 学 家 马 许 (Geoffrey Marsh) 起 了
好奇心，想知道莎翁当时住在哪
里 。 先 前 ， 史 学 家 即 已 透 过 1597
至 1598 年 的 税 务 资 料 ， 发 现 莎 翁
住 在 现 今 利 物 浦 街 车 站 (Liverpool

Street station) 附 近 ， 但 不 知 道 确 切
位置。
在马许交叉比对官方纪录，发
现当时圣海伦斯(St. Helens)教区附近
有莎翁生活过的证据。马许大量翻
查 皮 件 贸 易 公 会 Company of Leathersellers 资 料 ， 进 而 发 现 莎 翁 当 时 向
Company of Leathersellers 租 屋 ， 住 在
俯瞰圣海伦斯教堂庭院的房子里。
那栋房子早已拆除，旧址现在是一
片办公大楼。
当时的文件纪录字迹潦草，解
读困难，但马许经过 10 年研究，终
于分析出这些保存“惊人”完整、

可回溯到 1550 年代的数据。
马许说：“透过莎翁的伦敦故居
，我们能更深刻了解他作品和生活的
灵感来源。”“从斯特拉特福(Stratford)移居到伦敦短短数年，他就住到
了伦敦其中一个高档地段，和有力人
士、国际富商、上流社会医师和专业
音乐家比邻。”“这些商人的关系遍
布全欧，医师则拥有意大利与德国大
学的最新进步思想。”
据马许表示，对于正开始发展事
业，打算在斯特拉特福添购宅邸的莎
士比亚而言，住在伦敦这个地段拉抬
了他的地位。

美南廣播電視台

●

10 日从柏林动物园获悉，为增加受
孕几率，园方日前在大熊猫“梦梦”
“娇庆”本轮交配期结束前为其实施了
人工授精。园方表示，最早今年 6 月即
可通过超声波检测判断“梦梦”是否有
喜。2017 年 7 月 5 日，柏林动物园大熊
猫馆正式开馆，来自中国四川的大熊猫
“梦梦”、“娇庆”当即在德国首都掀
起了一股“大熊猫热”，吸引了源源不
断的公众前来造访。时隔一年，中新社
记者来到柏林动物园探访，已成为“国
际明星”的中国大熊猫在柏林过着幸福
的生活。图为柏林动物园外景。 中新
社记者 彭大伟 摄
本月 5 日，旅德大熊猫“梦梦”和
“娇庆”进入一年一度的交配期。为让
它们顺利完成交配，园方首次让这对
“分居”的大熊猫同处一室，并缩短了

大熊猫馆开放参观时
间，避免外界干扰。
据园方介绍，本月 6
日和 7 日两天，在专
程从中国赶来的两位
大熊猫繁育专家陪伴
下，“梦梦”和“娇
庆”总共进行了七次
亲密接触，每次平均
20 分钟。
尽管如此，为了
增加雌性大熊猫“梦
梦”成功受孕的几率，园方赶在最长仅72
小时的受孕周期结束前为这对大熊猫实施
了人工授精。为顺利实施人工授精，工作
人员还对两只大熊猫进行了短时麻醉。
参与这项工作的德国莱布尼茨动物
学和野生动物研究所教授托马斯· 希尔
德布兰特表示，尽管人工授精对他们而
言已是常规动作，但为大熊猫实施人工
授精仍是非同寻常的一件事。他表示，
两只大熊猫都很好地经受住了手术考验
。据德媒报道，如果“梦梦”受孕成功
并顺利产仔，这将是降生在德国境内的
首只大熊猫幼崽。
现年 5 岁的“梦梦”和 8 岁的“娇
庆”都是来自中国四川的大熊猫。它
们于 2017 年夏天来到德国柏林动物园
。此次是这对大熊猫抵德后首度尝试
受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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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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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今日美南公眾號直播：
觀眾可在「今日美南」
公眾號上，
點選「美南視頻」裡的
「美南國際電視直播」
就可輕鬆連接至STV15.3。

4. Google搜尋：觀眾只要在Google網站搜尋
「Southern TV- STV15.3 Hou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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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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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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石油大會本週休斯頓登場
（本報訊）一年一度的世界能源界盛會，
2019 年世界石油大會五月 6 日至 9 日，在休斯
頓 NRG Park 登場。
儘管最近一些年來，能源行業遭遇低油價
的不景氣，許多公司營收受到嚴重影響，但是
海上開發仍然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一些公司另
闢蹊徑，尋找更好的方法更加高效的開髮油井
，增加生產能力，特別是在地中海以及南非的
大西洋海域的開發十分顯著。
由 Exxon Mobil 公司領軍的三大發現成為
業界的翹楚，今年的世界石油大會有望重振能
源行業雄風，為期四天的盛會將把加工產業，
深海鑽井平台，從海上直升機到船隻設備的海
上服務業匯聚一堂，將行業的最先進的科技和
健康的發展趨勢展示給市場。
受到行業不景氣的影響，去年參加的人數
降至近十年來的最低 6.1 萬人，2014 年參加人
數創出新高為 10.8 萬人。

獅航空難前一年 波音就發現故障但未告知
（本報訊）據 CNN 報道，根據波音 5 月 5 日發佈的一份聲明
，工程師在波音交付第一架 737 Max 飛機後幾個月內就發現了一
個關鍵安全警報器存在問題。這個警報器被稱作“攻角”警報器
，用於警告飛行員飛機的傳感器是否在發送相互矛盾的飛機方向
數據。
但是經由公司內部審查後決議，該問題確定“不會對飛機安
全或操作產生負面影響”，因此並未實時將調查結果通報給各大
航空公司或美國聯邦航空局 FAA。
直到 2018 年 10 月印尼獅航一架航班墜毀後，相關問題才被
告知。據該航班失事前的飛行紀錄，攻角傳感器曾提供錯誤讀數
，導致機頭向下俯衝，最終失控墜機。
波音公司的最新說法引起有關 737 Max 系列客機開發和測試
的新疑問，該公司的透明度也引發疑慮。波音之前告知航空公司
和駕駛，攻角傳感器出現錯誤讀數的警示燈，是 737 Max 系列客
機的標準配備，但沒有告知因軟件錯誤無法正常運作。
根據波音公司的說法，一種據稱可以顯示飛機迎角差異的指
示器需要購買之後纔會被激活，但包括獅航和埃航在內的航空公
司都沒有購買該指示器。
獅航墜毀後，美國聯邦航空局中層官員分析 2018 年 11 月至
2019 年 2 月間得警示燈問題，認為不需要採取緊急行動。獅航事
件也未引起波音重視，直到埃航航空事件重演，波音 737 Max 系

兒童故事

12歲德州男孩被控槍殺弟弟
12
歲德州男孩被控槍殺弟弟

（本報訊）德克薩斯州一名 12 歲男 因死亡和被捕而支離破碎。
列客機遭到全球禁飛後，波音才做
孩因謀殺指控被捕，當局稱他開槍打死
這家人不想發表評論，但他們說這
出挽救措施，將機上的攻角傳感器
是一場無法形容的悲劇。
了弟弟。
以及配套使用的警示燈改為免費。
據福克斯新聞報道，蒙哥馬利縣警
這是最近幾週一名兒童被控殺害另
美國聯邦航空局最新聲明表示
長 辦 公 室 的 斯 科 特 • 斯 賓 塞 中 尉 （Lt. 一名兒童的又一事件。
，警示燈一開始被美國聯邦航空局
Scott Spencer）說，這名 10 歲的受害者被
據 CNN 報道，佐治亞州一名 6 歲女
的修正行動審查委員會，視為“低
送往一家醫院，但不幸在那裏他因傷勢 孩上個月在她家外的一輛汽車裏被她 4 歲
風險”，然而，若波音公司實時或
的弟弟意外擊中頭部身亡。當時，姐弟
過重而死亡。
在早期與美國聯邦航空局溝通，將
斯賓塞說，警方是在迴應有關週六 倆正坐在自家車道上的一輛汽車裏，準
有助於降低或消除潛在的混淆。
下午康羅一處住宅發生槍擊事件的報道 備去看男孩的棒球比賽，但汽車發動不
與此同時，波音正在推進在其
後找到這名男孩的。
起來，沒想到當母親下車查明車子的時
西雅圖區域的工廠削減約 900 名檢查
斯賓塞表示受害者胸部中槍，“我 候悲劇發生。
員的計劃，通過技術改進來替代他
警長辦公室表示，這名男孩從汽車
們向 10 歲受害者的家人和朋友表達我們
們的工作。
控制檯取出一把槍不小心開了槍，意外
的思念和祈禱。”
工會對這項計劃提出了抗議，
警長辦公室宣佈，這名 12 歲的男孩 擊中了他姐姐的頭部。
在給員工的信件中稱這是一個“糟
在槍擊事件發生 7 小時後被控謀殺。目前
此外，在今年 3 月，一名 11 歲的女孩
糕決定”，將會“消除對成千上萬
被關押在蒙哥馬利縣少年拘留所。槍擊 被控一級虐待兒童罪，她在馬裡蘭州襲
工程的第二隻眼睛”。
案動機尚不清楚。
擊了一名 1 歲的男孩，導致男孩傷勢嚴重
根據工會的說法，大約 451 名檢
KTRK-TV 報道稱，男孩們的家庭 ，幾天後死亡。
查員會在今年轉崗到其他崗位，明
年也會有差不多數量的檢查員轉崗
波音確認了這項計劃，但拒絕透露具體涉及的員工人數，稱
。在西雅圖的商業飛機部門，波音大約有 3000 名員工。
這一改變會在總體上提升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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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中臺禪寺普德精舍浴佛法會
暨國際素食展 5 月 12 日舉行
浴佛法會：
浴佛法會
： 9:00 AMAM-33:30 PM

（本報訊
本報訊）
）中臺禪寺普德精舍浴佛法
會暨素食展定於 5 月 12 日 ( 周日
周日)) 隆重舉行
， 敬邀十方大眾參加
敬邀十方大眾參加。
。 法會早上 9 點開始
，下午 3:30 結束
結束，
，午齋時 12 點到 2 點舉辦
國際素食展及素齋供眾，
國際素食展及素齋供眾
，免費參加
免費參加。
。
詳細信息如下：
詳細信息如下
：
時間：
時間
：2019 年 5 月 12 日(周日
周日))

國際素食展：
國際素食展
： 12
12PMPM-22PM 提供免
費素食午餐
地 點 ： 中 臺 禪 寺 普 德 精 舍 12129 Bellaire
Blvd. Houston,TX 77072
電話：
電話
：281
281-568
568-1568
You are sincerely invited to attend The
Buddha bathing ceremony and international
veggie food festival on May 12
12th,
th, Sunday at
Chung Tai Zen Center of Houston, the

event is from 9:00 AM to 3:30 PM, the ininternational veggie food festival is between

lunch hour 12
12PMPM-22PM. Free veggie lunch
is provided.
Chung Tai Zen Center of Houston
Address: 12129 Bellaire Blvd. Houston,TX
77072
Tel: 281
281-568
568-1568
我今灌沐諸如來，
我今灌沐諸如來
，
凈智莊嚴功德聚;;
凈智莊嚴功德聚
五濁眾生令離垢，
五濁眾生令離垢
，
同證如來凈法身
佛一出生便能行走，
佛一出生便能行走
，向四方各走七步
，一手指天
一手指天，
，一手指地
一手指地，
，說道
說道：”
：”天上天
天上天
下，唯我獨尊
唯我獨尊”。
”。當時百鳥雲集
當時百鳥雲集，
，百花齊
開；大地震動
大地震動，
，九龍吐水
九龍吐水，
，沐浴太子
沐浴太子。
。浴
佛節因此而形成並世代相傳。
佛節因此而形成並世代相傳
。
每年農歷四月初八是佛誕日，
每年農歷四月初八是佛誕日
，今年是
佛歷 3046 年佛誕
年佛誕，
，正逢與母親節同在一天

，而且是周日
而且是周日，
，真是慶祝佛誕的大好日子
。各佛教道場都在舉辦盛大浴佛慶典
各佛教道場都在舉辦盛大浴佛慶典，
，借
以回向國泰民安，
以回向國泰民安
，世界和平
世界和平，
，眾生消災延
壽，增福增慧
增福增慧。
。
中臺禪寺普德精舍自 2015 年開始
年開始，
，每
年值浴佛節又同時舉辦國際素食展，
年值浴佛節又同時舉辦國際素食展
，至今
已是第 5 年 。 每年的素食展都有幾百人前
來參觀品嘗。
來參觀品嘗
。 去年 30 多國的 70 多道素菜
吸引了 500 多人前來參觀品嘗
多人前來參觀品嘗。
。 今年將會
有 32 個國家的 80 多道菜供大眾參觀及品
嘗。素菜不只是白菜豆腐
素菜不只是白菜豆腐，
，有著豐富多彩
的取材與造型，
的取材與造型
，堪稱一種藝術與文化
堪稱一種藝術與文化。
。
普德精舍新的齋堂落成以來，
普德精舍新的齋堂落成以來
，還多次

免費舉辦素菜烹飪技術培訓講座，對素食
免費舉辦素菜烹飪技術培訓講座，
烹飪感興趣者可以報名參加。
烹飪感興趣者可以報名參加
。

騰龍學校暑期初高中班開設的演講辯論課
（本報訊）騰龍學校暑期初高中 7，8，9，10 年
級英文閱讀和寫作專家級老師 Mr. Daniel Furmaga 和
Ms .Jackie Durio 親自授課，以及 Ms. Renita Johnson
暑期七月份為六到十年級的學生開設的演講辯論課。
課程與老師簡介如下：
Mr. Daniel Furmaga 和 Ms. Jackie Durio 是來自休
士頓地區著名克萊蒙 Clemence High School 高中、他
們倆合起來是有著 50 多年教齡的資深英文老師。這
次我們非常興奮他們能夠擔任我們暑期學校的高中英
文概述課的老師。這是非常特殊的一門課。整個課程

設計理念主要圍繞在對於學生閱讀興趣，愛好和習慣
的培養。特別有別於目前市場上絕大部分所提供的暑
期課程。以真正做到寓教於樂為終旨，做一個大膽的
嘗試。我們希望通過這一短短七周時間，學生們對整
個高中英文課程的四年有一個全面大概的了解、熟悉
、和認知。一共七周學生家長可以自由選擇根據自己
的需求和時間多少。至少選一周。對象主要是針對 7
、8、9，或 10 年級，也包括在美國 1 年半以上英語非
母語的英文學習者（ELL/ESL）。更加重要的是由於現
在福遍學區采用的體系是百分制，如果對於英文課程

歡樂旅遊親自帶隊 2019 年
黃山,,揚州
黃山
揚州,,武夷山
武夷山,,貴州16
16天尋山看水賞楓純玩團
天尋山看水賞楓純玩團$$2200
9/3-20
20和
和 10
10//10
10--10
10//2（
2 僅 2 團）秋風
秋風起
起，遊山
遊山水
水，黃山雲
黃山雲海
海，武夷山水
武夷山水美
美，五彩貴州美景
五彩貴州美景！
！
（本報訊）歡樂旅遊親自帶隊，帶大家去翻兩山
越六省西遊記 15 天。這個旅遊團是由我們獨家設計，
不論線路、酒店還是餐食和旅遊景區，都是經過精心
挑選並設計的。行程過程中，我們將攀登 2 座中國名
山——黃山和武夷山；穿梭 6 個省，浙江、蘇州、安
徽、福建、貴州和雲南；遊覽富有濃郁少數民族文化
西江千戶苗寨。一路上，不僅帶您遊覽中國的名山大
川，還帶您領略湘西苗族風情。

西遊記首站上海，接機後，我們將驅車前往 “上
海古鎮”是中國 AAAAA 級旅遊景區，典型的水鄉風
貌城市再加上濃厚的文化積澱。之後，我們將前往揚
州的瘦西湖。這裡千秋粉黛，自然景觀旖旎多姿，再
加上周圍的古樸風景建築，成為了揚州雍容華貴的象
征，享有“園林之盛，甲於天下”的美譽。瘦西湖以
“瘦”為特征，湖面時寬時窄，10 月正值秋季，紅到
驚艷的彼岸花又給瘦西湖增添了幾分嫵媚。

內容的理解、老師的要求以及期望有一個全面、前瞻
的把握， 我們以為對學生們的成績、GPA、排名都會
有不可估量的價值。
Ms. Renite Johnson 多年來一直在休斯頓地區著
名高中克萊蒙 Clements High School 擔任演講/辯論老
師。她的學生代表學校在全國、全州的各項演講辯論
比賽中得獎無數。她堅信口語交流對任何一項職業的
成功，都是最基本條件和技能。而這種能力是能夠通
過學習和訓練來得到提高和完善。她的目標是在她所
提供的課程裏面給予學生創造機會找回自信；學習、

掌握基本的口語溝通、交流的技能。她希望她的學生
通過短短四周能夠更有效地口語溝通，同時增加對舞
臺控制的感覺，並且提高寫作與批評思維的能力。
上課時間段：
Informative Speaking /Personal Narrative, June 24 to
June 27;
Persuasive Speaking, July 15 to July 18;
Debate Basics I
July 22 to July 25; Debate Basics II , July 29 to August 1.

行程中，我們將前往中國第一奇山——黃山。它
是五嶽三山的三山之一，有一句詩文是如此描述黃山
的，“五嶽歸來不看山，黃山歸來不看嶽”。黃山素
以奇松、怪石、雲海、溫泉、冬雪“五絕”著稱於世
，其中“蓮花”、“光明頂”、“天都”三大主峰，
海拔均逾 1800 米，被世人譽為“人間仙境”、“天下
第一奇山”。
我們將住在黃山山頂五星級酒店二晚， 在黃山觀
看日出，我們將前往下一站 5A 級景區——武夷山，
揭開她神秘的面紗。武夷山位於福建省西北部，被譽
為“中國東南部最美山”，它也是中國最著名的丹霞
地貌之一。武夷山素有“碧水丹山”的美稱，奇峰險
峻，碧水潺潺，幽谷險壑，古樹參天，“奇、秀、美
、古”的動人美景絕對讓您嘆為觀止！除了自然景觀
之外，道教傳說與懸棺文化讓這裡的山水更多了一分
靈秀之氣。
兩山之後，我們將前往“黔靈山公園”，這裡有

明山、秀水、幽林、古寺、聖泉、靈猴，再加上山頂
的貴州首剎——弘福寺，怪不得這裡被譽為“黔南第
一山”！走過“黔南第一山”之後，最著名的景點要
屬亞洲第一大瀑布——黃果樹瀑布。黃果樹瀑布的水
簾洞、陡坡塘等景區是 86 版電視劇《西遊記》的取
景地，我們可以近景參觀，並且還能在這裏拍攝到一
組非常震撼的瀑布照片。恰到好的秋天季節，我們可
以看到楓葉顏色的變化，以瀑佈為背景的五彩繽紛的
風景。
看過中國的名山大川之後，我們將去貴州四大古
鎮之一的青巖古鎮。青巖古鎮的古建築群，設計精巧
，工藝精湛。這裡保存完好的古民居和濃厚的歷史文
化氛圍，享譽海內外。
尋山看水賞楓純玩團之行一共 16 天，，我們全程
都會有專業的領隊帶隊，並且有經驗的導遊會講解當
地文化，帶您感受不一樣的苗疆風情。心動不如行動
，早點來歡樂旅遊報名哦！

休城畫頁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休士頓地區僑界關懷救助協會於 5 月 4 日下午 2 時在僑教中
心 203 室舉行會員大會
室舉行會員大會，
，並歡送即將榮調南非開普敦擔任
中華民國駐開普敦辦事處處長的林映佐（
中華民國駐開普敦辦事處處長的林映佐
（前左七
前左七）。
）。

休士頓地區僑界關懷救助協會會員大會
恭賀林映佐副處長榮調南非開普登處長
Mike Lee 警官講認証作案人面貌的特徵

休士頓地區僑界關懷救助協會會員大會中選出新會長鄭金蘭僑
委、副會長陳美芬僑委
副會長陳美芬僑委、
、監事劉秀美
監事劉秀美、
、葉宏志
葉宏志、
、駱健明僑務諮
詢委員。
詢委員
。在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
在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
（左五
左五）
）監交下
監交下，
，劉秀美會長
（左六
左六）
）把重責大任交給新會長鄭金蘭僑委
把重責大任交給新會長鄭金蘭僑委（
（左四
左四）。
）。

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林映佐副處長致
詞，收到祝福他感到相當溫暖溫馨
收到祝福他感到相當溫暖溫馨，
，
因受到許多鄉親僑胞支持，
因受到許多鄉親僑胞支持
，讓他握麥
克風的手更穩、
克風的手更穩
、更堅定
更堅定，
，而心中的感
謝是千言萬語也說不盡。
謝是千言萬語也說不盡
。

Mike Lee 警官提供僑界人士遇歹徒
記刺青、刀疤甚至身上的痣等
記刺青、
刀疤甚至身上的痣等，
，有
利緝兇。
利緝兇
。

休士頓地區僑界關懷救助協會劉秀美會長
致詞讚揚林映佐在休士頓擔任副處長對僑
胞、僑團的協助並透露林映佐即將榮調南
非開普敦處長，
非開普敦處長
，希望藉著關懷救助協會年
會來讓休士頓當地僑胞們共同歡送。
會來讓休士頓當地僑胞們共同歡送
。

休士頓地區僑界關懷救助協會會員大會中劉秀美會
長（左二
左二）
）致贈紀念品給華裔警官 Mike Lee(左三
Lee(左三）
）
，鄭金蘭僑委
鄭金蘭僑委（
（左一
左一），
），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
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
（右
三），
），趙婉兒副會長
趙婉兒副會長，
，葉宏志監事長觀禮
葉宏志監事長觀禮。
。

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致
詞祝福林映佐副處長並
讚揚休士頓地區僑界關
懷救助協會對僑胞們的
貢獻。
貢獻
。

休士頓地區僑界關懷救助協會會員大會
中邀請華裔警官 Mike Lee 來與僑界人士
分享，
分享
，若目睹
若目睹、
、或不幸遇到犯罪活動時
，該如何辨識嫌犯特徵及樣貌
該如何辨識嫌犯特徵及樣貌，
，以利警
方事後追查並捉拿歹徒。
方事後追查並捉拿歹徒
。

休士頓地區僑界關懷救助協會會員大
會於 5 月 4 日下午 2 時至下午 4 時，在
僑教中心 203 室溫馨舉行
室溫馨舉行，
，由葉宏志監
事長主持。
事長主持
。

休士頓地區僑界關懷救助協會會員大會中與僑胞
們分享蛋糕及歡送林映佐副處長。
們分享蛋糕及歡送林映佐副處長
。施惠德醫師
施惠德醫師，
，
鄭金蘭僑委，
鄭金蘭僑委
，劉秀美會長
劉秀美會長，
，Mike Lee 警官
警官，
，僑教
中心陳奕芳主任，
中心陳奕芳主任
，林映佐副處長
林映佐副處長，
，葉宏志監事長
，趙婉兒副會長
趙婉兒副會長，
，伍國活夫人合切蛋糕
伍國活夫人合切蛋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