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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奔牛節持續西班牙奔牛節持續 ““人牛追逐人牛追逐””驚心動魄驚心動魄

““金色阿富汗金色阿富汗””亮相南京博物院展亮相南京博物院展
““古代文明的十字路口古代文明的十字路口””

““金色阿富汗金色阿富汗———古代文明的十字路口—古代文明的十字路口””展在南京博物院特展館開展在南京博物院特展館開
幕幕，，231231件件（（套套））阿富汗巴克特裏亞王國和貴霜帝國等時期的精美文物阿富汗巴克特裏亞王國和貴霜帝國等時期的精美文物
集中亮相集中亮相，，黃金王冠黃金王冠、、寶石吊墜寶石吊墜、、青銅塑像青銅塑像、、牙刻壁飾和玻璃彩皿等文牙刻壁飾和玻璃彩皿等文
物體現了希臘文明物體現了希臘文明、、波斯文明波斯文明、、埃及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印度文明、、中華文明等不同中華文明等不同
時代諸多文明的特征時代諸多文明的特征，，從不同角度展示了阿富汗燦爛的歷史文化從不同角度展示了阿富汗燦爛的歷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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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小島神秘小島Zalzala KohZalzala Koh。。20132013年年99月月，，巴基斯坦西部發生了壹次強巴基斯坦西部發生了壹次強
烈的裏氏烈的裏氏77..77級地震級地震，，在這次強烈地震過後在這次強烈地震過後，，當地人驚訝的發現當地人驚訝的發現，，壹個壹個
橢圓形的島嶼在港口城市瓜達爾附近的淺海灣中現身橢圓形的島嶼在港口城市瓜達爾附近的淺海灣中現身。。這個發現壹時間這個發現壹時間
引發了全世界的關註引發了全世界的關註。。在當時照片上看在當時照片上看，，這個島嶼的形狀是圓形的這個島嶼的形狀是圓形的，，島島
嶼上有大量裂縫嶼上有大量裂縫，，表面非常平坦表面非常平坦，，看上去像是壹個泥餅看上去像是壹個泥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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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氣市場化改革再下壹城
自貿區外商投資油氣勘探限制解除

綜合報導 近日，國家發改委、商務

部發布了《自由貿易試驗區外商投資準

入特別管理措施（負面清單）（2019年

版）》（以下簡稱“負面清單”）。

記者註意到，與2017年發布的《外

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2017年修訂）》

相比，新版本的負面清單中，取消了自

貿區內外商投資石油天然氣勘探開發限

於與中方企業合資、合作的限制，真正

對外資放開了石油天然氣的勘探和開發

權利，這也是中國首次對外資全面開放

油氣產業上遊領域。

“國內目前正在進行中的市場化改

革，就是要放開兩端，管住中間。目前

這上下兩端還都是主要以三桶油為主，

要實現市場化就需要更多的市場參與

者。”卓創資訊天然氣行業資深分析師

國建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

縱觀國內原油和天然氣資源的供需

面，目前的形勢並不樂觀。中信建投期

貨近日發布研報顯示，OPEC的原油生

產大戶沙特的減產意願非常堅定，預計

2019年下半年OPEC原油供應或繼續收

緊。

卓創資訊天然氣行業資深分析師劉

廣彬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從供給總

量上可以看出，我國原油及天然氣的對

外依存度還是很高的。而從世界原油產

出數據來看，14個OPEC成員國5月份原

油產出較上月減少23.6萬桶/日。

國聯證券發布研報表示，從能源安

全的角度來說，壹方面需要加大油氣

勘探開發力度，擴大海外權益量以及

進口來源；另壹方面可以通過煤化工

、天然氣等替代部分原油需求來降低

供應風險。

對於此次負面清單中去掉了外資進

行油氣勘探需與國內企業合作的限制，

劉廣彬認為，中國是近幾年以來全世界

天然氣消費增速最明顯的國家之壹，外

商很清楚未來中國天然氣市場的發展前

景，此次限制的解除對於外商具有很大

的吸引力。

劉廣彬進壹步表示，對於外資的吸

引力，除了負面清單去除限制以外，另

壹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國內的天然氣

市場化改革，成立國家管道公司，並準

備向第三方公平開放基礎設施，隨著管

道限制的逐漸解除，對於天然氣企業比

較棘手的運輸顧慮也將逐漸消除。

國建表示，像殼牌、道達爾等規模

較大的國際能源公司，有很多已經關註

國內天然氣領域的相關數據很久了，相

信不遠的未來會有進壹步的動作。外資

巨頭的進入最直接的影響就是上遊、下

遊參與者多了，相應的產量、還有下遊

利用領域也都會帶動發展。特別是上遊

，目前如果沒有實質性的改革政策，很

難有民企能占到市場份額，但外資巨頭

還是有壹定的競爭力的。

國建認為，外資的加入勢必會造成

兩方面的影響，壹是國內自產增量會更

明顯，自供能力更強，減少對進口能源

的依賴，二是促進油氣行業的市場化屬

性更加明顯。此外，國建進壹步表示，

外資企業的加入，對於下遊的天然氣利

用領域也會產生壹定的利好。

“目前天然氣下遊領域雖然市場參

與者很多，但是主要還是受政府管控的

，比如像主要的幾家，港華、華潤、新

奧、中國燃氣等等。”國建補充道。

劉廣彬還表示，很多外資企業掌握

了頁巖氣開發手段，隨著行業對外開放

，更多的新技術和新設備可以參與到中

國的頁巖氣勘探開發中，對於我國的天

然氣上遊領域發展有很好的促進作用。

同時，外資進入後會使行業出現鯰魚效

應，有助於推動天然氣成本的降低。

隨著我國油氣改革的不斷推進，相

關配套措施的落實也起到了至關重要的

作用，國建認為，政策的落實就是看可

行性。此次勘探權的放開算是上遊放開

的第壹步，第三方如果真的要參與上遊

領域，首先還需要企業能拿到區塊，然

後才能勘探，勘探結束才能夠開采，才

能談到中遊的運輸及下遊的銷售，所以

勘探權放開是否能夠發揮真正的作用還

取決於中遊管道的使用及能否公平拿到

區塊等壹系列要素的配合。

劉廣彬則認為，對於油氣行業的對

外開放，除了上面提到的管道的使用問

題以外，還需要考慮到包括探礦權重疊

、采礦權轉讓、資源的購買等配套文件

的執行問題，此次天然氣上遊領域的開

放，勢必會促進天然氣產業上中下遊的

壹體化發展。

另有分析人士對記者表示，由於國

內天然氣市場有自由的價格體系，所以

對國內天然氣價格的影響存在很多因素

，引入外資短時間內的價格走勢很難預

見，但就長期來說，有了新的投資者、

參與者、采購者，勢必會有利於降低成

本。

IMF新總裁花落誰家？
綜合報導 拉加德剛剛卸去IMF（國際貨幣基

金組織）總裁壹職，此前非熱門人選的她已獲得歐

洲央行行長的提名，只待歐洲議會批準就可走馬上

任。選出了利普頓暫時作為代理總裁的IMF顯得有

點手忙腳亂，本來是兩年後才考慮的總裁接班人，

現在不得不提上了議程。

外界的註意力已從歐洲央行的新行長

轉到了IMF的新總裁。

壹個接壹個出現的名字構成了IMF潛

在新總裁的名單：英國央行行長卡尼、英

國前財長奧斯本、芬蘭前總理斯圖布以及

世界銀行現任首席執行官格奧爾基耶娃等

都有支持者。

此外，觀察人士也將目光盯準了此前

本是歐洲央行新行長的強有力競爭者，比

如芬蘭央行行長雷恩、法國央行行長維勒

魯瓦、德國央行行長魏德曼以及歐洲央行

執行董事會成員伯努瓦· 克萊等，盡管他

們無緣執掌歐洲央行，但仍能參與IMF新

總裁的角逐。

甚至有人預測，即將離任歐洲央行行長壹

職的德拉吉，將成為 IMF 的新總裁。若此情況

發生，那麼 IMF 和歐洲央行就在 2019 年互換了

“壹把手”。

對於 IMF 總裁的人選要求，壹直有壹條不

成文的規定：歐洲人。自 1945 年正式成立至今

，IMF 的每壹任總裁均由歐洲人擔任，其中法

國人基本占據了“半壁江山”。與之相對應的

是，作為 IMF 的“兄弟機構”，世界銀行的行

長則始終是美國人。

就 在 三 個 月 前 ， 世 界 銀 行 完 成 了 其 行

長的更替 ， 曾任美國財政部副部長的馬爾

帕 斯 接 替 了 金 墉 ，成為世界銀行的新“掌

門人”。

“這麼看，IMF總裁是歐洲人，世界銀行行長

是美國人的傳統還在繼續。”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

融研究院院長助理賈晉京告訴記者，目前，英國央

行行長卡尼是IMF新總裁的最大熱門，盡管他已擁

有英國和愛爾蘭的公民身份，但其出生成長在加拿

大，歐洲“血統”不夠純正可能會變成壹個“減分

項”。

賈晉京還表示，IMF總裁壹般都具有較大經濟

體國家金融部門管理者的履歷，例如央行行長、財

政部部長等，且應具備遊走於各國之間的外交斡旋

能力和制定國際性重大政策的經驗。

南開大學金融發展研究院院長田利輝直言：

“無論是IMF還是世界銀行，任何壹個國際性的、

多邊的金融機構的領頭人都需要有應對、處理危機

的能力，比如說歐洲的債務危機、全球經濟的復蘇

難題。”

今年4月，拉加德在北京的壹個交流會上曾

發表演講稱，今年的全球經濟十分“微妙”。

因在過去的幾個月裏，出於對各種國際風險的

擔憂，IMF 承認此前對於 2019 年經濟增長的預

測過於樂觀，也承認看到了全球經濟增長同步

放緩的跡象。

對此，IMF在今年春會期間提出的政策建議

主要圍繞兩個原則，壹是不要損害經濟活動，

二是做正確的事。那麼，等待著 IMF 新總裁的

任務或仍將是如何做正確的事和如何讓經濟活

動再次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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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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報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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蹤報導。
《海峽兩岸》 蔡英文過境美國引發臺灣輿論擔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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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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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華時間》

《新聞面對面》

星期二 2019年7月16日 Tuesday, July 16, 2019

《美南大咖談》報紙預告：
意見領袖、時尚先鋒、行業精英、

業界大咖。。。。。。
熱點時事、熱門話題、勵誌故事、

傳奇人生。。。。。。
美南國際電視最新訪談欄目

《美南大咖談》隆重上線！
近期嘉賓：

建築大師李兆瓊CC李先生
熱點話題：建築中的風水學，休斯頓近期

城市發展運勢
歡迎點擊以下鏈接收看：

https://youtu.be/q9oxLi2GeTc

《美南大咖談》報紙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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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救常識

《美南新聞》系列專輯
【泉深述評】國民黨總統提名初

選民調結果星期一（7月15日）公佈
，高雄市長韓國瑜以超過44% 的支持
率排名第一，將代表國民黨在2020台
灣總統大選中挑戰尋求連任的現任總
統蔡英文。

民調方面，前鴻海集團董事長郭
台銘則獲得了27.73% 的支持率，前新
北市長朱立倫的支持率為 17.9%，前
台北縣長周錫瑋的支持率為 6.02%，
台大教授張亞中的支持率為3.544%。

韓國瑜1957年6月17日出生於台
灣省台北縣（今新北市），籍貫河南
省商丘縣，現任高雄市市長。中華民
國陸軍軍官學校專修學生班40期、東吳大學英國語文學系文學
學士、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法學碩士。

韓國瑜曾任台北市議員助理。 1990年，韓國瑜在中和市選
區中勝出，擔任台北縣議員。在擔任縣議員期間，時常跟民進黨
籍台北縣長尤清激烈爭辯，更曾在質詢時對尤清砸杯子。 1993
年5月5日，立法院國防委員會審查榮民改革相關預算，民進黨
籍立委陳水扁針對榮胞中心預算發言，他認為該中心員工人數僅
是榮胞的四分之一，人員維持費卻是榮胞生活費的1.51倍，質疑
國軍退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把榮胞當作豬在養。” 韓國瑜認為
陳水扁在辱罵榮胞，與他爭論、打了他一巴掌，並掀翻桌子、攻
擊其頭部，陳水扁因此住院三天。 1994年，台灣反核團體發動
罷免支持興建核能四廠的韓國瑜、洪秀柱、詹裕仁、林志嘉、魏
鏞等立法委員，並與核四公投合併選舉，11月27日，林、洪、
詹、韓等案因投票率只有21%遭到否決。 2001年因列入不分區
立委名單參選失利； 2004年因違反交通規則在閃紅燈路口未先
停車而撞死人，被法院判處6個月有期徒刑，緩刑2年；2004年
在岳家雲林縣鬥六市和妻子李佳芬創辦維多利亞雙語中小學；
2005年，出任台北縣中和市副市長1年8個月；2007年曾打算再
戰國會，因黨內初選中指控對手張慶忠，被黨部取消初選資格；
2012年被指派擔任台北農產運銷公司總經理；2017年辭任總經
理，參選國民黨主席落敗。

2017年9月，成為國民黨高雄市黨部主委，2018年4月遷籍
高雄市林園區，5月在初選勝出並代表國民黨參選高雄市長，之
後於11月24日舉行的中華民國地方首長選舉以89萬2545票、15
萬多票差距擊敗民主進步黨候選人陳其邁而獲勝，結束民進黨在
高雄市20年及原高雄縣33年的執政。

國民黨在2018年台灣九合一選舉大勝後，不少人開始期待
2020年台灣總統大選，國民黨內提名之爭漸浮上檯面，外界普遍
認為受到"韓流"外溢效應影響，對於即將到來的2020年總統大選
，國民黨基層推高雄市長韓國瑜參選聲浪頻傳。國民黨15日上
午11時召開記者會，國民黨黨主席吳敦義恭喜韓國瑜勝出。

韓國瑜在致詞中感謝朋友與人民支持，也感謝高雄市民給他
這個機會，但也稱絕對不會懈怠執行高雄市市長的責任。他接著

表達對蔡英文執政的不滿，說蔡英
文執政這三年還是有很多行業很苦
，希望海內外民眾，尤其是民進黨
支持者，“睜大眼睛看蔡英文這三
年究竟帶給民眾甚麼施政質量”。

初選民調中排名第二的郭台銘
，在當天中午祝賀韓國瑜贏得初選
。他在聲明中寫道: “ 首先，恭喜
韓國瑜市長贏得初選，並給予祝福
。 我對中華民國的熱愛永不改變，
為中華民國奉獻的決心永不放棄，
願中華民國更強盛，願台灣人民更
幸福。 ” 郭台銘雖然曾在周日透
過團隊強烈聲明絕對不會脫黨參選
，但是聲明中並未對是否放棄競選
做出表態。

韓國瑜曾在專訪時自述，他在
年少求學階段考試都考第一名，但
國中二年級開始因青春期懵懂，成
績一落千丈，逃學翹課、打撞球、
打架也樣樣俱全，最後在父母決定
下，18歲時入中華民國陸軍軍官學
校專修學生班40期，官至上尉，在
軍中受一位國立台灣大學醫學系畢
業的預官轉魔術方塊的啟發，感到
自己的不足，決定重拾課本。退伍
前一年考上東吳大學英國語文學系
，畢業後又考取國立政治大學東亞
研究所和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
研究所。由於國立政治大學免學費
還發獎學金故選擇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就讀。就讀期間擔任
台北市議員馮定國助理，畢業後獲法學碩士學位。碩士論文名稱
為《從中共“對台統戰”策略看兩航談判》。碩士班畢業後，曾

任中國時報撰述委員、台灣省立花蓮師範學院講師、世界新聞傳
播學院講師、中國文化大學進修推廣中心主任等。 2001年初，
韓國瑜經人牽線，報考北京大學政府管理研究所政治與公共行政
系博士班，但未拿到學位，也沒有北京大學肄業的身份。

國民黨初選新星韓國瑜為何能讓台灣首富郭台銘靠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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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世界最大航空運營商在聲明
中寫道，美航“依然相信”波音737 MAX系
列客機軟件升級和正在重新制定的飛行員培
訓計劃“能在今年讓這一系列客機重新獲得
（適航）認證”。

一些業界分析師先前預期，737 MAX 客
機今年無法復飛。

波音 737 MAX 8 型客機半年內發生兩起
空難，合計致死346人，因而在全球範圍遭停
飛或禁飛。在美國復飛須由聯邦航空局重新
批准。

路透社報道，美航繼續停飛737 MAX在
預料中，因為聯邦航空局 6 月在測試中發現
737 MAX另外一項缺陷。波音預期至少9月才
能完成這項缺陷的修復。

美航擁有24架737 MAX客機，另有幾十
架有待接收。美國西南航空公司擁有 737
MAX客機數量最多，現階段打算停飛至10月
1日；美國聯合航空公司打算停飛至11月3日
。

另據中新網報道，此前，美聯航公司 14
日早些時候表示，由於波音737 MAX客機繼
續被令停飛，該公司將第四次取消旗下的115
次波音航班。這項決定是繼美國聯邦航空管
理局(FAA)上月所發佈的聲明後做出的。

波音在上月底發佈聲明透露，美國聯邦
航空管理局在對波音更新軟件進行審查及模
擬測試中，對軟件提出了新的要求，波音將
繼續根據FAA的決定和需求改善軟件。

美國航空公司 14 日在一份聲明中說：
“美國航空公司有信心波音737 MAX客機進
行軟件更新後，以及波音與我們工會合作夥
伴協作開發的新培訓元素，這將允許飛機獲
得復飛。” 。

據報道，該航空公司已使用備用飛機來
執飛原計劃用737 Max機型執飛的航班。儘管
如此，由於美聯航原準備在2019年接收更多
的737 Max機型飛機，所以取消航班數量仍在
增加。波音從今年3月就暫停了飛機交付。

[本報訊]這個夏季最火的車展，發燒友們，走起！
Omni12 Show是一個著名的汽車售後市場產品貿易活動/車

展。它將展示行業最新的產品和技術，以及它們與您的日常駕駛
之間的關係。

Omni12內容豐富，吸引了多家車廠和教育機構，近百輛改
裝車， 藝術車參展， 以及一個由 Ameriduo 協辦的機器人車大
賽 （Robotic Car Competition）。

本次車展還包括教育研討會，產品演示，比賽，B2B交流，
抽大獎和勁爆的文藝表演。這無疑是今夏不容錯過的精彩活動，
是了解前沿科技和當今AI發展現狀的絕佳機會，最適合家庭參
與的暑期活動。

Omni12 Show旨在向觀眾介紹汽車後市場最新的產品和技術
發展，並從用戶，產品開發者，相關學界以及汽車後市場從業者
不同的角度探討人與車之間的關係。

Omni12會安排一個Tech Talk, 讓做機器人車的小朋友和大朋
友與汽車後市場的成功企業家，以及汽車相關的教授進行學術交
流。也許不久的將來，Robotic Car會成為主要的交通工具，今
天著迷研製機器人車的小朋友，完全可能成為明天的Elon Musk!

Omni12 Show適合闔家觀賞，在這裡您不僅會看到不同風格
的各類改裝車輛，能將您的座駕升級到最新的科技產品。對於喜
歡動手做機器人的發燒友來講，不但可以參賽贏獎杯，同時也是

一次難得的好機會，開眼界，受
啟發，學習如何讓自己做的模型
成為市場上真正的產品。

更是的期待的是在本次車展上
，會有一個Makeover的項目， 由
專業汽車後市場的企業將一輛
Mitsubishi Eclipse 進行改裝，並在
車展現場作為抽獎獎品！請切記
保留好您的訂票號碼和票據供抽
獎核實所用， 也許您就是那位幸
運的購票觀眾！

期待在 Omni12 Show 與您相
聚!長按二維碼或者掃碼二維碼 9
折購票.

進場門票$15+Tax， 12 歲以
下免費。網站購票請輸入 code：

21USCITY10 將可以得到額外的10%off
時間：7月28日Sunday 12pm-6pm
地點：NRG Center
票價：$15 (12歲以下兒童免費)
網上購票：10% off 折扣碼：21USCITY10

報名截止 07月28日 17:30
聯繫電話 713-795-9595 ext 104
2019年7月28日Sunday 12pm-6pm
One NRG Park, Houston, TX 77054
不限制名額

（本報訊）根據 Wichita 郡
律師辦公室的報告，休斯頓一家
石油公司的總裁 Daniel Walsh 最
近以欺詐罪被判處入獄18年。

這 家 位 於 休 斯 頓 的 公 司
Western Capital 的總裁 Walsh 本
週三對洗錢等罪名供認不韙，
2007 年至 2009 年期間，他以投
資鑽井以及油井測試為名，將投
資人的投資款轉移用作個人的花

費。
Walsh 的辯護律師對此拒絕

發表評論。
根據法律的指控，Walsh 因

偷竊，洗錢以及欺詐等手段，從
12 位投資人一共騙取 50 萬美元
。其中的投資人包括休斯頓退休
的地產商，他們相信這筆投資將
用於蓋文斯頓東部的高地石油的
投資。

Walsh 用詐騙所得來支付自
己的個人開支，包括每個月6000
美元的房屋貸款，以及其他和油
井無關的費用開支。

對於作案人 Walsh，這不是
第一次收到有關詐騙的指控，
2005年它曾被賓夕法尼亞證券監
管會勒令停止對德州兩個油田的
非法註冊投資。

美航延長波音美航延長波音737737MAXMAX的停飛期限至的停飛期限至1111月月

全美全美OMNIOMNI 1212 CAR SHOWCAR SHOW
潮流改裝車展潮流改裝車展（（休斯頓休斯頓））

假借石油投資欺詐
休斯頓石油公司老闆入獄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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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2019年9月 14日、9月
15日兩天，中華民國台北新劇團，將蒞
臨休士頓，在休士頓表演中心 Hobby
Center 的 Zilkha Hall，分別推出全本
【寶蓮神燈】、以及【鍘美案】【擋馬
】【大鬧天宮】三本精彩折子戲。此次
演出，是由台北新劇團團長李寶春老師
親自帶領主演；同時也邀請了中國北京
軍區國劇團國家一級演員，素以鐵嗓鋼
喉著稱的花臉演員楊燕毅老師同台演出
。此次演出劇團陣容堅強，帶來最完整
的劇務、演員、文武場、服裝、化妝等
，總共46人，更值得大家注意的是，這
兩天的戲都是由李寶春老師親自主演。

第一天，李寶春老師前演【秦香蓮
】的老丞相，後演【美猴王】的孫悟空

。
第二天，李寶春老師在【寶蓮神燈

】裡，一人分飾兩個角色；前演書生劉
彥昌，後演二郎神。

兩天精彩好戲，跨海而來，請大家
千萬不要錯過。

李寶春，出身名門，祖父李桂春，
父親李少春，母親侯玉蘭，都是當代梨
園響叮噹的人物。李寶春九歲就由祖父
親自指導練功，十歲進入北京市戲曲學
校，承襲父親風格，專攻文武老生。又
曾受馬連良及王少樓等老師教導，打下
了紮實的文武技藝功底，是京劇界頂尖
的演員，享有極好的聲譽。

1990年李寶春加入了辜公亮文教基
金會的京劇推展小組，從此不獨積極推

創新戲，更致力傳統劇目之整理，所有
曾經推出的作品，在國內外京劇界，均
獲得各界一致的好評。1997年李寶春有
鑑於對中國傳統文化藝術當有傳承的責
任，成立了台北新劇團，致力於培養年
輕優秀的京劇演員。22年來果然成績斐
然；曾多次率團赴歐美日等地成功演出
，在全球各地為中華傳統藝術文化留下
美譽。

李寶春1983年榮獲義大利北方戲劇
學院榮譽博士1987年榮獲美國紐約林肯
中心亞洲傑出藝人。1995年年受邀於聯
合國教科文組織 “國際戲劇協會”第
26屆年會擔任專題演講。現任中國文化
大學中國戲劇學系專任副教授，台灣大
學戲劇系兼職教師，台北新劇團團長。

『送人玫瑰，手留餘香』 。休士頓
佛光會將把這次的演出全部的所得，全
數捐給休士頓【麥當勞中途之家】。我
們期許大家在欣賞京劇之餘，與我們一
起將小愛傳播成大愛；藉此機會，引起
社會大眾，對公益事業的同理慈悲心。
目前活動已經開始網路售票，歡迎大眾
儘速利用上網或電話方式，及早訂購。
如有任何疑問，敬請撥打281-495-3100
詢問 ，我們將儘快為您解答。非常感謝
。

敬邀：【中美文化講壇】九月份李
寶春台北新劇團京劇

第一場：【鍘美案】【擋馬】【大
鬧天宮】
時間：九月14日（星期六）7:30pm

地點：Hobby Center- Zilkha Hall
Box Office 713-315-2525
http://www.thehobbycenter.org/?
q-node/2600
800 Bagby Street Ste.300 ; Houston,
Tx77002

第二場:寶蓮神燈
時間：九月15日（星期日） 3:00pm
800 Bagby Street Ste.300 ; Houston,
Tx77002
地點：Hobby Center-Zilkha Hall
Box Office 713-315-2525

http://www.thehobbycenter.org/?
q-node/2602

佛光山中美寺佛光山中美寺【【中美文化講壇中美文化講壇】】暨暨FCCHFCCH基金會基金會
邀請辜公亮文教基金會邀請辜公亮文教基金會 //台北新劇團台北新劇團 美國演出美國演出

20192019年移民局對非法移民的大掃蕩年移民局對非法移民的大掃蕩
之目的和應對之策之目的和應對之策----田方中律師田方中律師

川普當局於2019年7月14日星期日
開始，發起了對美國境內非法無證移民
瘋狂大掃蕩，弄得人心惶惶。許多人聯
系我們，咨詢這個掃蕩的原因和相應對
策。下面我們分析一下，謹供參考。

首先，這個行動的主要針對方向是
美國西南邊境，因為那裏已經並且正在
急聚許多想進入美國的非法移民。他們
有的已經翻墻、渡河、或被蛇頭運進美
國；有的正在美國邊境聚集，在美國急
增的邊防力量大兵壓境下仍有漏網之魚
闖入美國。第三，近期急劇增加的刑事
犯罪不斷騷擾居民、危害社區、擾亂治
安，也是川普當局痛下狠手的另一原因
，比如日益增多的持槍打劫、搶劫、偷
盜、酒駕等暴力犯罪；一些商店、酒家
、超市被非法分子蜂擁而上，洗劫一空
，給川普執政的成績單帶來負分。一個
有力的政府應該保障居民安居樂業、免
於恐慌、夜不閉戶、路不拾遺。可是美
國邊境不斷湧現非法移民，對美國公民
的生活和整個社會帶來的恐懼與日俱增
。據稱政府早就計劃在2019年6月展開
掃蕩，重點是近期闖入美國的兩千多名
非法移民，但民主黨阻擾計劃至今卻又

無計可施，川普當局失去耐心，才啟動
掃蕩計劃。另外，川普對國民許下的諾
言不能落空，否則連選連任之夢會成為
泡影。

如何面對這次掃蕩呢？如果您是偷
渡進入美國、或已失去合法身份、或者
輸掉移民申請的上訴並得到了驅逐令，
但確有理由留在美國，則應盡快聘請資
深專業移民律師，且外出時帶上律師名
片；千萬不要晚上出門，更不要在移民
局常設關卡的地區和路段出沒；萬一被
抓，應立刻出示律師名片，解釋正在律
師幫助下申請庇護、免驅逐、上訴、重
開案、或者各類綠卡手續。如果有陌生
人敲門，請不要隨便開門，因為移民警
察一般不可以非法入室抓人。如果您沒
有理由留在美國，則請盡快計劃離開美
國，或者在被抓捕後主動申請自動離境
。但若您已獲準自動離境而未到離境的
最後期限，則您大可不必驚慌，因為您
不在掃蕩之列。若您雖已失去身份，但
已申請庇護、免驅逐、上訴、重開案、
或已遞交各類綠卡申請，則請時刻帶上
您的申請收據、A號碼、打指紋通知等
等，或可擺脫抓捕。萬一被抓，也不是

末日來臨，應通過家人立刻聘請監獄解
救律師出面營救。這就要求您提前部署
，事先安排一些應急聯絡人，提前安排
好家中老幼的照料和財產處理計劃。但
自然災害區域不在掃蕩之列。總之，在
美國移民之路艱辛坎坷的今天，望您未
雨綢繆，早做計劃和安排，避免移民成
功之前被稀裏糊塗地抓捕甚至遞解出境
。

編者按：田律師是美國律師協會和
德州律師協會會員，以擅長經辦各種移
民案件著稱業內，特別是政治庇護和職
業移民申請，且於2017年至2019年連
續三年被評為德州十佳移民律師。田律
師還擁有極為豐富的全美各地上庭經驗
，同時精通於撰寫各種上訴狀、上訴成
功率高。田律師博采眾長，擁有美國法
學博士學位、英美文學本科和碩士學位
及電腦方面碩士學位，為人謙虛、熱情
、責任感強，極具親和力，視客戶如家
人，急客戶之所急，憂客戶之所憂，樂
客戶之所樂。

Attorney Fangzhong Tian
Law Offices of Fangzhong Tian, PLLC
Dallas Office: 9441 LBJ Fwy, Ste. 504,

Dallas, TX 75243
Houston Office: 6161 Savoy Dr., Houston,

TX 77036
New York Office: 135-11 40 Rd., Ste. 4B,

Flushing, NY 11354
Tel: (972) 978-2961; (214) 646-8776;

(832) 789-1997; (713) 559-2078; (718)
886-8711

Email: alextianattorney@gmail.com;
tianfangzhong@yahoo.com

Website: www.tianlawoffice.com

本報記者黃麗珊報導本報記者黃麗珊報導

有客遠方來有客遠方來 美南世校會迎佳賓美南世校會迎佳賓
世新校友總會謝雷諾理事長暨校長吳永乾來休士頓作三

天訪問，美南世新校友會熱情招待。

((左一至右左一至右))世新大學校長吳永乾世新大學校長吳永乾，，世新校友會總世新校友會總
會理事長謝雷諾會理事長謝雷諾，，美南世新校友會創會會長陳美南世新校友會創會會長陳
元華元華，，現任會長鄔逸卉現任會長鄔逸卉，，前會長徐冠中前會長徐冠中（（立立））
，，主持人洪婉蒨和夫婿主持人洪婉蒨和夫婿，，副會長胡美健副會長胡美健，，舉杯舉杯

慶賀週年慶慶賀週年慶。。

來訪佳賓和美南校友合影來訪佳賓和美南校友合影，（，（前排左起前排左起））李靜李靜
珠珠，，李克非李克非，，陳政雄陳政雄，，校長吳永乾校長吳永乾，，校友總會校友總會
理事長謝雷諾理事長謝雷諾，，王德文王德文，，美南校友會會長鄔逸美南校友會會長鄔逸
卉卉，，世新大學廣電係副教授唐台齡世新大學廣電係副教授唐台齡，，郭孟嬌郭孟嬌，，

美南校友會前會長徐冠中美南校友會前會長徐冠中

美南校友會理事牛仔裝到機場接機美南校友會理事牛仔裝到機場接機，，
以鮮艷花圈和德州風情相迎以鮮艷花圈和德州風情相迎。。

((左至右左至右)) 世新校友總會謝雷諾理事長世新校友總會謝雷諾理事長，，吳吳
永乾校長永乾校長，，美南世校會會長鄔逸卉美南世校會會長鄔逸卉，，創會創會
會長陳元華會長陳元華，，世新大學呂慧芳主任秘書世新大學呂慧芳主任秘書。。

美南校友會致贈佳賓紀念品美南校友會致贈佳賓紀念品

會長鄔逸卉贈送紀念品德州長角牛會長鄔逸卉贈送紀念品德州長角牛，，由由
謝雷諾理事長謝雷諾理事長（（左左））代表接受代表接受，，右為校右為校

長吳永乾長吳永乾。。

當年同班四劍客當年同班四劍客，，相隔三十六年在休士頓相隔三十六年在休士頓
再聚首再聚首。（。（左至右左至右））孫德甦孫德甦，，陳建中陳建中，，張張

德偉德偉，，鄭國威鄭國威。。

太空中心被列為必到之地太空中心被列為必到之地

訪太空中心訪太空中心，，吳永乾校吳永乾校
長成為登月太空人長成為登月太空人。。

世新校友總會訪問團和美南校友會在一家傍水世新校友總會訪問團和美南校友會在一家傍水
的墨西哥餐廳花園的墨西哥餐廳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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