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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峽庫區老人展示鹽運民俗文化三峽庫區老人展示鹽運民俗文化

三峽庫區老人進行鹽運民俗展示三峽庫區老人進行鹽運民俗展示，，迎接西沱古鎮修護後正式開街迎接西沱古鎮修護後正式開街。。鹽運展示鹽運展示、、滑桿展示滑桿展示、、花花
轎表演等依次在古鎮內進行轎表演等依次在古鎮內進行，，吸引不少民眾前來體驗這壹獨特的民俗文化吸引不少民眾前來體驗這壹獨特的民俗文化。。位於三峽庫區的西沱位於三峽庫區的西沱
古鎮古鎮，，是古代聞名遐邇的鹽鎮是古代聞名遐邇的鹽鎮。。西沱鹽業繁茂時西沱鹽業繁茂時，，不少鹽運船從各地駛來不少鹽運船從各地駛來。。依托豐富的鹽業資源依托豐富的鹽業資源
，，這裏也成為了百物萃聚的水旱碼頭這裏也成為了百物萃聚的水旱碼頭。。20032003年年，，西沱古鎮被列入首批中國十大歷史文化名鎮西沱古鎮被列入首批中國十大歷史文化名鎮。。
20172017年年，，重慶市石柱土家族自治縣對西沱古鎮進行文物保護與旅遊綜合開發重慶市石柱土家族自治縣對西沱古鎮進行文物保護與旅遊綜合開發，，采取保護現狀采取保護現狀、、修修
繕保護繕保護、、落架重建落架重建、、復原重修等方式復原重修等方式，，對西沱古鎮雲梯街的建築進行了保護修復對西沱古鎮雲梯街的建築進行了保護修復。。

印度暴雨導致街道被淹印度暴雨導致街道被淹 民眾出行不便民眾出行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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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哈密新疆哈密，，巴裏坤哈薩克自治縣海子沿鄉壹位工作人員在做聚落遺址進行考古發巴裏坤哈薩克自治縣海子沿鄉壹位工作人員在做聚落遺址進行考古發
掘工作掘工作。。近日近日，，西北大學與新疆考古所聯合組成的東天山考古隊在新疆巴裏坤哈薩克西北大學與新疆考古所聯合組成的東天山考古隊在新疆巴裏坤哈薩克
自治縣海子沿鄉邊緣發現了壹座至今自治縣海子沿鄉邊緣發現了壹座至今33003300年前青銅時代大型聚落遺址年前青銅時代大型聚落遺址，，這是在新疆這是在新疆
發現的首個河湖沿岸的青銅時代聚落遺址發現的首個河湖沿岸的青銅時代聚落遺址。。據專家介紹據專家介紹，，在這處遺址上在這處遺址上，，考古人員還考古人員還
發現有柱洞發現有柱洞、、石塊圍砌的竈石塊圍砌的竈、、儲藏青稞的大型陶甕儲藏青稞的大型陶甕、、加工谷物的石磨盤以及農具等物加工谷物的石磨盤以及農具等物
。。通過殘留的大量牛通過殘留的大量牛、、馬馬、、羊的骨骼殘塊羊的骨骼殘塊，，判定該遺址人群是以定居農業兼畜牧業為判定該遺址人群是以定居農業兼畜牧業為
生生，，與此前巴裏坤山北麓發掘的幾處遺址屬於同時期遺存與此前巴裏坤山北麓發掘的幾處遺址屬於同時期遺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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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油頻現“轉牛”信號
能源資產將受追捧

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CFTC）

最新公布的數據顯示，近期並不活躍的

對沖基金等大型投資者上周開始大舉增

倉原油。多家偏謹慎的機構近期也密集

發聲：看好油價或相關股票前景。

今年以來國際油價整體表現堪稱搶

眼，紐約原油期價從年初的每桶45.81美

元壹路上漲至4月下旬的66.6美元，累

計上漲45.4%；此後從高點持續回落至6

月中旬的每桶51.08美元後，油價開始企

穩反彈，但上漲動能不如今年前4個月

。目前各路多頭發出的抄底信號是否值

得追隨？

油價前景不悲觀
目前預示油價即將轉牛的信號頻繁

再現。

CFTC最新公布的數據顯示，上周對

沖基金等投資者大舉增倉原油，持有的

原油凈多頭頭寸較此前壹周大幅增加

33613手期貨和期權合約至423762手合

約，漲幅達8.6%。

瑞銀分析師於 24日表示，從供需

來看，油價前景並不悲觀。由於全球

經濟增長速度放慢及冬天天氣較暖和

，導致上半年原油需求低於長期趨勢

的 110 萬/桶，需求疲軟問題不斷困擾

市場，但瑞銀認為許多央行傾向寬松

貨幣政策，對經濟增長及原油需求構

成支持。

此外，瑞銀不認同原油市場存在

嚴重供過於求問題，“國際能源署

（IEA）數據跟原油庫存數據並不相

符。經合組織（OECD）國家今年上半

年庫存只增加 2100萬桶，反映每天原

油僅過剩 10萬桶，但 IEA認為全球原

油過剩達到 90 萬桶/天，我們對非

OECD國家每天增加庫存80萬桶表示懷

疑。”該行指出。

供應方面，瑞銀表示，颶風早前

侵襲墨西哥灣，拖累美國 7月產油 30

萬桶/天。與此同時，中東局勢仍持續

緊張，盡管至今沒有影響原油供應，

但利比亞及尼日利亞的石油供應創多

年來新高，反而擔憂供應下降風險。

“預計原油庫存將持續下跌，布倫特

原油期貨未來3至6個月將回升至70美

元/桶以上。”

股期有望聯動走強
分析師認為，如果原油能夠再現今

年前四個月的牛市，受益的將不僅僅是

原油本身，相關股票也值得關註。

Wind 數據顯示，截至 7月 24 日收

盤，與商品油氣開采相關的A股多數走

高。其中，潛能恒信漲停，恒泰艾普收

漲7.34%，長城電工漲2.52%，林州重機

漲2.08%，海默科技漲1.82%，貝肯能源

漲1.18%。

貝萊德分析師在研究報告中指出，

此前在油價大漲之際，能源股估值就非

常便宜。而隨著油價在回調後重新企

穩，未來並不需要大幅走高，只要維持

在近期的價格區間，能源股就能體現出

部分“被壓抑的價值”，這種“窪地”

優勢或吸引資金流入。當然，如果油價

能夠超預期走強，無疑更加有益於能源

股表現。

英國首相之選落下帷幕 短期英國經濟或仍將低迷
自2016年英國通過“脫歐”協議以來，英鎊兌

美元匯率已累計下跌近17%，壹定程度上表明英國

“脫歐”對英鎊走勢較為不利。

歷時壹個多月的英國首相之爭本周落下帷幕

，鮑裏斯· 約翰遜以66%的壓倒性優勢奪得保守黨

黨魁，周三正式出任英國首相。面對英國當前的經

濟形勢和“脫歐”困局，新任首相約翰遜將給出怎

樣的方案，市場正“翹首以待”。

“脫歐”前景依然存疑
新任首相面臨的當務之急便是處理“脫歐”問

題。作為無協議脫歐（即硬脫歐）的代表人物，市

場對約翰遜的脫歐立場並不陌生。此前他曾表示無

論是否有協議，都將帶領英國於今年10月31日前

離開歐盟，並強調不再拖延“脫歐”日期。在勝選

結果出爐後，約翰遜再次表示要“搞定‘脫歐’，

團結國家。”

鑒於此，目前多家機構認為，英國“硬脫歐”

的風險正在上升。信用評級機構穆迪認為，約翰遜

當選為英國首相之後，英國更有可能在沒有達成協

議的情況下退出歐盟，屆時將對英國政府及相關方

產生明顯的負面信用影響。高盛也將英國“硬脫歐

”的可能性由15%上調至20%，稱在約翰遜當選後

，阻止英國“硬脫歐”的“障礙”會更高。

“市場預期英國‘硬脫歐’概率提高的重要原

因在於此前約翰遜的強硬立場，但我們認為這更多

只是他的個人觀點和選舉策略，成為首相後的約翰

遜實際上需要平衡各方利益才能真正在政策上推動

‘脫歐’。”嘉盛集團首席中文分析師黃俊告訴上

證報，英國議會此前已經通過了壹項決議，表示並

不支持“硬退歐”，這幾乎堵死了約翰遜跨過議會

“脫歐”的可能。

英國議會下院此前通過壹項決議，旨在阻止英

國首相通過暫停議會的手段強行推動“硬脫歐”，

這項決議得到了工黨、自民黨以及相當壹批保守黨

議員的支持。

黃俊認為，由於目前英國脫歐的主導權在議會，

他認為英國首相換人並不會起到決定性的改變，各

方撕裂的意見依然存在。且從目前議會內部分歧來

看，統壹各方意見仍然非常困難，英國未來的“脫

歐”方案仍然存疑。

英鎊或將延續低迷態勢
在約翰遜當選為首相後，英鎊兌美元匯率總體

保持平穩走勢，並未出現異動行情。北京時間24

日18時 48分，英鎊兌美元匯率報1.2496，漲幅為

0.45%。

黃俊分析認為，這表明市場已經消化了約翰

遜當選英國首相的預期，同時，市場也較為容易

地預見到約翰遜將會更‘強硬’地對待歐盟。因

此，在英國和歐盟可能迎來更激烈鬥爭的市場預

期下，他認為英鎊出現極端走勢和大幅波動的可

能性較低。

自2016年英國通過“脫歐”協議以來，英鎊兌

美元匯率已累計跌近17%，壹定程度上表明英國

“脫歐”對英鎊走勢較為不利。而在約翰遜當選為

首相後，英國“脫歐”甚至“硬脫歐”的可能性也

在升高，局勢對英鎊依然不利。

瑞銀財富管理投資總監辦公室24日發布的觀

點認為，雖然英國“硬脫歐”概率不高，但如果約

翰遜實現“硬脫歐”，英鎊兌美元匯率可能跌至

1.15；如果英國延後“脫歐”，未來6至12個月英

鎊兌美元匯率可回升至1.32至1.35。

“我們預計英鎊仍有進壹步下跌的可能，英鎊

兌美元匯率有向1.2波動的可能。”黃俊說。

短期英國經濟或仍將低迷
全球經濟形勢並不明朗，加之“脫歐”懸而未

決，壹系列數據顯示，英國當前的經濟形勢並不樂

觀。據市場調查公司Markit數據，今年6月英國制

造業采購經理人指數為48，此前壹個月該指數為

49.4，已經連續兩個月位於50的榮枯線之下。

此外，英國零售業市場情緒指數6月降至-7.5

，為近6年來的最低水平。與此同時，英國央行下

調英國第二季度GDP增速預期至0%，該央行行長

卡尼本月初出席議會聽證時表示，英國第二季度經

濟增速相當疲軟。

對於約翰遜將采取何種措施提振英國經濟，黃

俊對此表示較為悲觀。

“約翰遜上任後需要立即解決的幾個緊要問題

包括內閣成員的重組、國內多黨意見的整合以及

和歐盟的方案探討等。從前任首相特雷莎· 梅的

經歷和約翰遜目前需要盡快解決的諸多問題來看

，預計短期內約翰遜很難推進提振經濟的方案。

”黃俊說。

“英國經濟目前已經處於低迷狀態，市場期望

有位強人能夠解決‘脫歐’問題，如果這件事能夠

確定下來，將利好英國經濟和英鎊匯率。”上海國

際金融與經濟研究院特聘研究員、上海社科院研究

員徐明棋告訴上證報，如果新任首相今年10月份

之前不能解決“脫歐”問題，英國經濟和英鎊都將

承受新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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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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私醜聞重創蔡英文選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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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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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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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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嘉賓：休斯頓TMCO交響樂團
中提琴演奏家劉銳、青年鋼琴家

LULU LIU;
熱點話題：青年鋼琴家LULU LIU的
成長之路、青少年音樂教育等
歡迎點擊以下鏈接收看：

https://youtu.be/TmqpViWMapA

《美南大咖談》報紙預告：

星期二 2019年7月30日 Tuesday, July 30,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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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風俗

星期二 2019年7月30日 Tuesday, July 30, 2019

異國有“風險” 移民需謹慎

“媽媽你不知道，剛入學的時候，

很難的，很孤獨的。我就是不‘堅強’

，就是一個不能沒有朋友的小屁孩兒。

”

來自廣州的Stephanie可能在和外婆

一起收拾行裝時，都沒完全反應過來：

要去美國讀高中了，要移民美國了！

Stephanie喜歡廣州的大都市生活，

“可以走路、搭公車上學放學，路邊都

是商家，有時可以一邊走一邊玩。廣州

公交系統非常發達，想去看電影逛街都

不用求父母接送。”而洛杉磯對於

Stephanie來說，“是鄉下。我們剛來時

住山區，自然環境非常好，可是幾天新

鮮勁兒就過去了，我更喜歡都市的感覺

。在山裏不會開車寸步難行，我想自己

在周圍稍微走遠一些都不行，父母說怕

有土狼。”Stephanie還不喜歡文科，英

語在中國時就學得很馬虎。來美國後，

突然進入到一個純英文、山區環境，從

語言到文化，一時無法適應。

“整個學校幾乎都是白皮膚黃頭發

的學生，亞裔都沒幾個，就我一個說中

文的。開始大家都很好奇，主動找我聊

天，我只會用英語‘流利’地和同學打

招呼、自我介紹幾句，之後就不行了。

很快大家發現聊不成，就沒人搭理我了

。記得有一次獨自走在空無一人的學校

過道，過道很長很長，突然身有兩個男

同學在後面叫我，說Fucking Chi-

nese……我從來沒有聽到過這麼惡

劣的話，當時也不會用英語說過去

，又怕又氣，跑開後大哭一場。”

Stephanie特別想念在中國時的

好朋友，她們組織樂隊，練琴、唱

歌、編舞……“有一段時間天天孤

獨得想哭，在學校裏整整一天一句

話也說不出，回家也不敢告訴媽媽

。她很堅強，不喜歡看到軟弱樣子

。可我就是一個小屁孩兒，我就是

不堅強，我需要好朋友。有時感覺

自己快自閉了。”

Sbarina說她為此專門準備了一

個小本子，硬性規定每天必須找3

個不同的同學至少說3句話，每完

成一句就記錄下來，慢慢地規定的

數量越來越多。幾個月下來，母語

是英語的同學要抄的課堂筆記，到

學年末的時候，英文單科拿全校優

秀獎。她還有了好朋友，朋友們在

臉書上曬合照，說“Stephanie是我

最愛的中國裔美國人”。

文化沖突是讓Sbarina最痛苦的

一件事。移民的感覺讓她始終很困

惑，幾次告訴媽媽說不知道自己的

根在哪裏。“經常有人問我，為什

麼要移民這裏，我不知道怎麼回答

，因為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要來。我

喜歡廣州，喜歡那裏的同學，也喜

歡媽媽的朋友們，每個人都特別有

意思。可這裏，媽媽也再找不到在

廣州時那麼默契好友圈。”

更讓Stephanie尷尬的是，她的

韓國裔、日本裔、墨西哥裔同學，

說起自己的宗祖國，即使是生在美

國，都很自豪。“我很少聽到我們

華裔自豪褒揚自己的文化，耳朵裏

聽到的負面非常多，心裏很不舒服

。有其它族裔的好朋友曾對我說

‘你們自己恨自己’。寫大學申請信的

時候，想起這幾年的經歷，把自己寫哭

了。現在，我很為自己驕傲為媽媽驕傲

，只是這移民的路，我覺得還是謹慎，

不要輕易選擇。”

Yan和中國文化俱樂部的同學們一

起制作的2019年豬年賀卡，據說是個會

動起來的豬，獲學校一等獎。圖片由采

訪對象提供

遠離霧霾 天堂般的聖地亞哥

“沒想到等真的開學了，一切都比

我想象的要簡單。英語和文化的適應問

題，到目前為止都不是什麼事。”

來自北京，高二才移民美國的Wei

Yan初來美國時，爸媽陪著走訪了美國

東西部5個城市，綜合考慮了學校排名

以及生活環境後，最終因為加州學費較

低亦有機會上著名公立大學，選擇在聖

地亞哥的 La Jolla 居住，就讀 La Jolla

High school。

Wei Yan有著和Stephanie非常不同

的體驗。首先，“有備而來”，在中國

即很拼英語學習。為考取國際高中部，

Yan初二、初三即在北京上托福班，在

國際高中高一就讀一段時間後，移民美

國。雖然語言絕對還是首先遇到的障礙

，因為中國國內的英語學習以海量應試

教育為特色，溝通交流方面欠缺，Yan

也曾在初期階段被父母“罵”，說“讓

你跟人談事比殺了你還難受”；但是，

因為學校華人很少，在純英文環境中學

習，加之已養成良好學習習慣，且已培

養出強大學習能力的Yan，很快適應。

當父母再看到她與人交流時，評價變成

“談笑風生”。

其次是喜歡環境。Yan移民美國顯

然一下就愛上了美麗的聖地亞哥，“對

離開霧霾嚴重的北京來說，La Jolla這

片全美國都著名的海灘對我來說簡直就

是天堂。走在上學的路上，就能聞得到

海風混雜著野草新鮮的腥味，海鷗就在

身邊飛過。”

在文化沖突方面Yan更是幸運，她

說，“不管是美高還是國內高中，我都

幸運地遇見了很多好老師。我的美國文

學老師就曾很暖心地告訴我，如果他語

速太快，我沒有聽懂，他會為我再說一

遍。”不僅如此，Yan還遇見暖心的同

學們。“因為我是剛從北京來的，所以

老師和同學都對我特別關照，目前我完

全沒有感受到種族歧視。我還記得第一

天的數學課（那時候還是上的代數2）

，有幾個坐在我旁邊的男生比較興奮，

有些吵鬧。讓我不可思議的是，下課後

有個女同學找到我，並對剛才那幾個男

生的行為向我表示歉意，她竟然會為了

別人的錯來道歉（後來發現這也算是美

國人的習慣吧，我的一個老師還曾對我

說她為他們有這樣一個總統感到很抱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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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年底、今年年初递交完大学申请后，高年级的学生们长出一口气

，可安心静待来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回顾高中生活，父母这么说，“我

家女儿写大学申请信时，回忆起这几年的移民生活，写着写着哭了……”

；“孩子11年级才过来，学业压力大，大部分时间都是两点一线学校、家

来回跑，除了学习还是学习……不过在美高学习、申请大学是一个不断探

索自己挑战自己的过程，很锻炼孩子。”而1.5代小华裔，学习生活在美

国，他们自己怎么看待移民、对待文化冲突？

對於人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越

來越多的人都會選擇利用休閑的時間出

去旅遊，約上幾個朋友，可以更好的享

受一些旅遊過程的美景，更好的開闊自

己的視野，了解不同地區的風土人情。

如今說去旅遊也是非常的火熱，很

多人都會選擇去一些不同的國家旅遊，

因為在不同的國家，不僅可以體會他們

當地的風土人情，而且還可以提供一些

他們平常的生活習慣，了解更多的旅遊

知識。

說起美國，大家可能也都非常的清

楚，也有很多人去美國旅遊。美國相對

來說是一個非常大的經濟體，但是對於

他們的科技還是經濟水平都是名列前茅

，不僅如此，美國人的生活水平也是據

世界前列。可是近段時間，有很多去旅

遊的遊客發現了一個非常有趣的事情，

那就是為什麼美國人只有幾千元的工資

就能活得如此輕松呢？

面對這樣的問題，可能很多人都不

理解，就是美國人民的工資普遍都不高

，最多的也只有高達5000美元而已，但

是他們為什麼生活水平上去非常的高的

，讓很多人表示很難理解，不過都有很

多去旅遊的人就很清楚了，更好的了解

到了美國生活上的不同。

那就是因為他們的物價相對來說也

非常的便宜，因為在美國的物價非常的

低，所以很多美國人就不需要花費太多

的價格來滿足自己的生活需求。美國的

物價低，主要還是因為美國的工業制造

非常的發達，很多生活產品的質量成本

並不是特別的很高，而且產量還是非常

的高，並且對於美國的交通運輸業很發

達，能夠很輕松的將商品以低價的運輸

費用送到全國各地，而進行出售。

雖然對於中國來說土地廣闊，但是

運輸成本相對來說就比較高了，再加上

一些其他的影響，所以中國的物價也是

在不斷的飛漲，所以對於一些平常生活

中的開銷也就大了，人們在購買一些生

活物質，或者是日用品需求的時候，就

會使用很多的費用來選購，這樣就會和

美國人有很大的反差。

美國人來說，他們在生活方面就沒

有中國人這麼大的開銷，所以大多數美

國人，即便是拿著不高的工資，生活上

也是過得非常的輕松，因為他們可以用

很少的花費來購買一些生活中所需要的

物品，而且，他們對於生活上也沒有什

麼壓力。

為什麽美國人僅僅幾千美元工資
卻活得這麽輕松？

林書豪日子不好過 在NBA自由球員市場上打出了“最低點”
(( 本報訊本報訊）【）【泉深報導泉深報導】】成為成為 NBANBA

自由球員後林書豪本週末在台灣道出了自由球員後林書豪本週末在台灣道出了
他的他的NBANBA職業生涯以及他今年夏天在自職業生涯以及他今年夏天在自
由球員市場所面臨的困境由球員市場所面臨的困境。。

“每年都變得越來越難，”這位30歲
的後衛談到他的NBA未來。

“在英語中有一種說法，它說，一旦
你達到最低點，唯一的方法就是上升，”
情緒激動的林書豪在為基督教的電視節目
發表講話時說道。 “但是對於我來說，最
低限度似乎一直在變得越來越低。因此，
自由球員一直很艱難。因為我覺得在某種
程度上NBA會讓我失望。”

林書豪在季賽中期加入最終獲得冠軍
的多倫多猛龍隊， 在 74 場常規賽中平均
每場19.4分鐘，但在上賽季的八場季后賽
中只有3.4分鐘。

“在賽季結束後，我必須為這次亞洲
之旅做好準備，這是我想做的最後一件事
，”林說。 “因為我知道六個星期我只能
笑一笑。我不得不談論一個我不覺得自己
真正獲得的冠軍的事情，我不得不談論一
下“籃球”是不是我未來的願景。老實說
，這令人尷尬，這很難。“

在過去的九個賽季中，林書豪已經與
八支球隊一起打球，並努力重新創造他在
2012 年加入紐約尼克斯隊的“林瘋狂”
（Linsanity）火花。現在，他是今年夏天
忙碌的自由球員之後仍然可以獲得的幾位
老將之一。

“我只是告訴你不要放棄，”林在演
講中說道，題為“等待遊戲”。

“對於那些努力工作但你沒有看到結
果的人，不要放棄。”

休斯敦及美南地區各位僑領
、廣大僑胞、朋友們：

5 年時光彈指一揮間！轉眼
我的任期屆滿，到了跟大家說再
見的時候了。近 2000 個日日夜
夜，是你們的支持和陪伴成就了
我的工作，也融入了我的生活，
成為我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

此時此刻，最深的感受是不
捨！我經常對身邊的同事開玩笑
講，我本人和美南地區的朋友都
是彼此的唯一！我是休斯敦總領
館建館40年來唯一任期超過5年
的總領事。在美南同大家朝夕相
處也成為我駐外外交生涯中最獨
特、最難忘的一段經歷！

此時此刻，最雋永的回味是
收穫！作為一名高級外交官，我
經常捫心自問，我的初心是什麼
？使命是什麼？往大里講，是為
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具
體講，就是外交為民，為中美友
好合作關係、為美南地區僑社發
展、為僑胞利益做一些打基礎、
利長遠的事情。在廣大僑胞和朋
友的支持下，過去的5年是充實
的 5 年，是收穫滿滿的 5 年！ 5
年來，我們一起在海湖莊園歡迎

習近平主席，一起應對“800年
一遇” 的哈維颶風和洪水的挑
戰，一起在總領館慶祝春節，一
起在中國人活動中心共同升起五
星紅旗，一起舉辦國慶晚宴，一
起參加警民聯歡......每一場活動
都豐富了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內
涵，每一個細節都填補了我個人
的外交經歷，每一個瞬間都令我
難以忘懷！

此時此刻，最想說的是感謝
！感謝各位僑領發揮自身優勢，
成為連接總領館和當地主流社會
的橋樑，為中美關係發展做出積
極貢獻。感謝各位僑胞積極參與
華人社區建設，協助總領館開展
領事保護工作，支持中國統一大
業和中美交流合作。感謝各位朋
友對我的鼎力支持，從休斯敦到
達拉斯，從亞特蘭大到邁阿密，
從阿肯色到路易斯安那，再到美
南8 州1 領地的每一個角落，你
們的無私奉獻和真誠幫助令我感
動！你們的友情值得我永遠懷念
！感謝總領館同事們的大力支持
和幫助！休斯敦市長特納特地將
7月20日定為 “李強民日”，奧
斯汀市長授予我榮譽市民，並贈
送一把城市金鑰匙。我想這不僅

是對我本人的厚愛，是對我們團
隊工作的充分肯定，更是對中國
駐休斯敦總領館踐行“外交為民
”理念的高度認可！感謝我的夫
人曾紅燕對我的理解、支持和默
默奉獻，讓我更加確信“每一個
成功男人（雖然我算不上成功）
的背後都有一名偉大的女性”！

此次此刻，最大的心願是祝
福！我一直認為，大休斯敦和美
南地區的僑胞是最棒的！你們愛
國愛鄉、情懷高尚，學有專長、
術有專攻，團結互助、樂於奉獻
，在支持祖（籍）國統一、中美
友好合作這樣的大是大非問題上
從不含糊！你們是新時期華人華
僑的優秀代表！我為你們驕傲！
祝愿你們身體康健、家庭幸福、
事業興隆，在人生征途中再創輝
煌！祝愿中美關係的明天更加美
好！

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
一切過往，皆是序曲。希望大家
對我的繼任者予以大力支持。歡
迎大家回國時到北京或者我的老
家湖南，到時候咱們再把酒言歡
、暢敘友情！

前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總領
事李強民

離任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李強民
總領事給美南地區僑胞的感謝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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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非營利組織 「大學入學與成功研究所」（TI-
CAS）分析聯邦數據發現，全美四年制大學大四生中，約三分之
二揹負學貸債務。 2017年，這些還沒出社會的學子平均負債近2
萬9,000美元，比1996年高出逾一倍，而手頭較不寬裕的非裔美
籍學生，往往揹負比白人還重的學貸債務。

聖路易聯邦準備銀行研究悲觀形容，深受債務困擾的千禧世
代有志難伸，恐淪為美國 「迷失的世代」。

對1980年代到1990年代間出生的千禧世代而言，生不逢時
是共同感嘆，除了學貸債務壓得他們喘不過氣，不少人出社會時
剛好碰上2008年爆發的金融海嘯與經濟衰退，時運不濟。儘管
10年來景氣逐步好轉，他們仍輸在起跑線上，比起1930年代大
蕭條後出生的每代美國人，千禧世代同齡階段累積的財富最少、
結婚率最低，自然也更難養兒育女。

如今，全美7,200萬千禧族中，超過一半年紀步入三字頭，
最年長的千禧世代今年約38、39歲，即將邁入中年。聯邦準備
理事會（Fed）最新數據卻顯示，無論千禧族再怎麼努力，可能
永遠追不上過去幾代美國人的人生成就。

聯準會經濟學家去年從收入、負債、資產與消費數據，分析
千禧世代和 X 世代（1965 至 1980 年間出生）與戰後嬰兒潮
（1946至1964年間出生）相比的情況。

研究發現，經通膨調整，2016年千禧世代家庭平均淨值約9
萬2,000美元，比2001年X世代家庭少了近40%，也比1989年戰
後嬰兒潮家庭少了約20%。至於薪資，在同齡階段，X世代全職
工作的一家之主賺得比千禧世代多18%，戰後嬰兒潮則多了27%
。

諷刺的是，千禧世代所受教育水準雖優於過去幾代，但大學
文憑經常是付出極高成本換來的。研究顯示，2017年千禧世代學
貸平均欠款10萬600美元，比2004年X世代多了逾一倍。

隨著經濟復甦，房價節節攀升，薪資漲幅跟不上，許多千禧
世代大部分收入拿去償還學貸債務，選擇只租而不買屋，買車也
成了奢求，財務壓力與日俱增。

嘉信理財集團（Charles Schwab）5月公佈調查顯示，受訪約
380名千禧族中，62%是 「月光族」，只有38%認為個人財務狀況
穩定，千禧世代財務不安定感高於戰後嬰兒潮、X世代。

大學學費是不小的負擔，許多家庭或年輕學生都揹負沉重的
學貸，家長如果希望子女在大學畢業後不會承擔難以還清的債務
，就必須小心計算。

學貸公司 「College Ave Student Loans」的調查顯示，在1307
名受訪學生中，六成以上表示瞭解不同類型的貸款和還款計劃，
但有近四成不確定私人和聯邦貸款的分別。因此建議在貸款上大

學前，學生應當知道以下3件事：
在申請貸款前，退一步看看學費總數如何耗掉你的 「免費資

金」，包括獎學金和助學金。倘若必須借錢，首先申請聯邦貸款
，因它的條款對借款人較為友善。

還款過程開始後，才是你能否負擔得起貸款的真正考驗：每
月還多少錢？ College Ave的執行長狄保羅(Joseph DePaulo)說，
貸款金額、利率和還款期限是3大考慮準則。

較長還款期的月付額較少，但需要更長時間才可擺脫債務。
與此同時，較低利率表示月付額有較大部分用來還本金。清楚還
款細節也有助瞭解哪種貸款符合每月預算：在應付租金、電話費
和各項費用的同時，是否還能輕鬆償還學貸？

聯邦學貸和銀行貸款的主要分別，是聯邦向借款人提供的某
些條款，可能無法透過私人貸款獲得。例如，聯邦貸款提供根據
收入製定的還款計劃，減輕借款人的重擔；學生在畢業後、離開
學校或把上課時間減至一半以下，才開始還款，而且提供固定利
率。

相反的，私人學貸可能有固定或浮動利率，並可能要求學生
在上學期間就開始還款，而當中累積的利息會加到所欠的本金上
。此外，如果學生在還款時遇到問題，就必須與貸方合作找出解
決方法，私人學貸沒有根據收入製定的還款計劃。

（本報訊）休斯頓最有名的紅酒餐廳是哪家，大概是許多饕餮食客很關心的問題，最近，休
斯頓的一家高檔牛排店Mastro's Steakhouse加入另外兩家名店Pappas Bros. Steakhouses，進入世界上
酒品選擇最多和最佳的100家餐廳之列。

這項被稱為行業餐飲酒品業最大的獎勵，今年獲獎入主的西餐廳Mastro's Steakhouse是億萬富
翁Tilman Fertitta的旗艦店，這家位於Post Oak 酒店臨近的餐廳創建於2017年底，目前有3萬瓶來

自於25個國家的高級紅酒，一些高檔的紅酒產於1800年左右，總價值370萬美元。
該店的主理Goldston經歷一年半時間，通過三項專業考試，成為該行業最年輕的調酒師，

他表示，我們致力於用更高的標準來開發紅酒項目，並影響世界對紅酒的品質定義，我們將
提供最佳的紅酒選擇，並且讓休斯頓進入國際標準。

The Pappas Bros 位於蓋拉瑞亞Galleria區在2010年獲得世界大獎。

學貸壓得喘不過氣學貸壓得喘不過氣 美千禧族淪迷失世代美千禧族淪迷失世代

世界級紅酒餐廳100家 休斯頓三家入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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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世界醫師管弦樂團即將
於8月中旬蒞臨休斯頓首演並安排一星
期的活動，以圓滿樂團有史以來第29場
次的演出。這支音樂隊伍的成員，是分
散在全球各地的精英: 他們既是專業醫
師，也是學有所成的音樂家。

活動安排如下
2019 年 8 月 13 日，星期二中午 12

點 (免費)
德州醫學中心休斯頓校區MSB 5.001室
，6431Fannin St

參與德州大學 Arts and Resilience
Series (https://med.uth.edu/mcgovern/
programs/arts-and-resilience/) 的 活 動

，世界醫師管弦樂團指揮，醫學博士兼
公共管理碩士史蒂凡.威立屈(Stefan Wil-
lich，MPH，MBA)，將在德州大學醫學
院休斯頓校區舉行一場講座，討論有關
音樂和醫學的相互作用，並以樂團的弦
樂合奏，演出德弗札克的作品<美國四
重奏>(Dvorak‘s American Quartet)配合
進行。歡迎公眾參加這場免費的活動。

2019年8月16日，星期五下午5點 (
免費)
Crain Garden, Dunn Tower, Houston
Methodist Hospital, 6565 Fannin St

歡迎公眾參與德州醫學中心休斯頓
衛 理 公 會 醫 院 (Methodist Hospital)，

Crain Garden Series(https://www.hous-
tonmethodist.org/performing-arts/
news-events/crain-garden-perfor-
mance-series/)的活動。活動將包括預
覽科普藺(Copland)和勃拉姆斯(Brams)的
作品以及芮美女士 Mei Rue，DMA(http:
//www.meiruipiano.com/piano/home.
html)的鋼琴演奏。芮美女士是休斯頓的
鋼琴演奏家，她曾獲得2015年世界鋼琴
競賽的銅牌獎。她對神經病科學有專精
的研究。這場演奏是值得關注的，特別
是那獨一無二，當她演奏拉哈曼尼諾夫
的鋼琴協奏曲第一號(Rachmaninoff‘s
Piano Concerto No.1)時，對她大腦激活
的映像作了同步投影。座位有限，請早
光臨。

2019年8月17日，星期六下午7點
Stude Concert Hall, Shepherd School of
Music, Rice University, 6100 Main St

世界醫師管弦樂團的諸位醫師音樂
家，將作一場精彩演出，節目包括科普
藺 的 戶 外 序 曲 (Copland’ s Outdoor
Overture); 拉哈曼尼諾夫的鋼琴協奏曲第
一 號 (Rachmaninoff ‘s Piano Concert
No. 1，由芮美女士擔綱演出; 以及勃拉
姆斯的第三號交響曲(Brams‘ Symo-
hony No.3)

票價: $20
網 路 購 票: https://www.eventbrite.

com/e/
world-doctors-orchestra-in-hous-
ton-tickets-58588695365?aff=ebdssb-
destsearch.

請早購票，以免向隅。|
針對8月17日這場演出，音樂大師

威立屈有所感言: " 樂團這次能來休斯頓
演出，展示藝術、科學以及先進高科技
之交融互惠，令人興奮; 尤其是在這個
主導人類登陸月球的太空城市，又適值
登月50週年慶之際，更具意義。"

世界醫師管弦樂團:
世界醫師管弦樂團（以下簡稱世醫

樂團或樂團）乃由德籍人士心臟科醫師
史蒂凡• 威立克（Stefan Willich）始創
。

威立克先生身兼音樂總監及指揮，
2008 年於柏林愛樂交響樂廳首次，且
為始創年唯有的一次演出；迄今十年已
擁有全球五十個不同國家，超過 1200
名的醫師團員，每年在不同國度舉行三
次慈善演出，票房收入贊助各該地醫療
落後或災難後重建等不同的需求。這十

年來共作了二十五場
次的會期演出，演奏
過近五十位古、今音
樂家作品，提攜了三
十八位擔崗不同樂器
的獨奏音樂家以及和
十一個合唱團體的聯
手演出。如今，樂團
已籌募了百萬歐元左
右的善款，又因團員
費用一切自理，十年
來，也間接地貢獻了
約兩百五十萬歐元的
消費，額外提升了演
出所在地旅遊業的繁
榮。

樂團成立的第二年（2010）第三次
演出，便已安排在臺灣臺北的國家音樂
廳獻技（筆者感到與有榮焉）。因為團
員散居世界各地，每次擔崗演出，都會
出現地主國及其鄰近國度成員人數較多
的現象；臺灣的演出，必然是臺灣的醫
師團員居多，不出國門就可𣈱快地在華
麗的國家音樂廳和各地的醫師同儕同演
同享同樂，同薰染同感受平生對音樂的
執愛。2014年第一次演出，為三年前日
本的福島海嘯難民募款，地點在東京大
都會戲院和 Iwaki City（演出），當時便
就近來了較多的臺灣團員；今年的第二
次演出分別在德國漢堡兩場、柏林一場
，臺灣便只來了一位高醫師，（他坐第
二小提琴手的第一把交椅。）這就是
「地利」 使然。因為創始者為德國人，

自然在自家演出機會較多，參與的人士
也名額最高，前五名依次為德國、美國
、英國、瑞士和澳洲。日本、臺灣分別
為第六、七名，臺灣共有29位團員。

每次演出願否參與，團員主動報名
，由指揮決定人選。指揮心理有譜，對
團員都有相當的了解。團員所學樂器如
果僧多粥少，便有可能等了數次（甚至
數年）演出才被選上。選上後的團員得
各自先行練習（有些地方有交響樂團提
供指導），待演出前的集體排練（通常
是至少三天的密集練習）還得使出渾身
解數輕忽不得。這樣投入的推動力乃源
於：

世醫樂團認為，無論地域疆界、政
治經濟等因素，都不應剝奪人類享有醫
護照顧、醫療服務的權利，因此，樂團
負有一個使命：每次演出，就是一次又
一次提醒全球人士注意這項基本人權。
基本人權也是人類發展的先決條件，因
此，團員們願意無怨無悔地奉獻時間、
才華和資源來護持樂團，使它走過更多
的十年且越走越茁壯。

樂團歡迎所有愛樂人士成為〈世界
醫師管弦樂團之友 〉，只需每年捐助至
少 50 歐元，即可享有多種優惠；更期
盼有大企業公司行號，對樂團作出財力
方面的支持以共襄盛舉！

世界醫師管弦樂團(U.S. Office: http:
// www.wdousa.org/; European Office:
https://www.world-doctors-orchestra.
org/home/)
休斯頓聯絡人
Grace Lee， MD (gllee@ texaschildrens.
org)，or Charles J. Lee，
MD (gasemdoc@aol.com)

世界醫師管弦樂團首次亮相休斯頓世界醫師管弦樂團首次亮相休斯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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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醫管弦樂團指揮世醫管弦樂團指揮 Dr. Stefan WillichDr. Stefan Willich

世界醫師管絃樂團世界醫師管絃樂團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僑教中心歡迎晚宴熱鬧溫馨僑教中心歡迎晚宴熱鬧溫馨
77月月2424日下午日下午66時至時至88時時3030分在分在China BearChina Bear餐廳舉行餐廳舉行

宋侑芩宋侑芩（（前左一前左一）、）、黃珮瑜黃珮瑜、、江奕增江奕增、、沈于暄沈于暄、、蔡筑妃蔡筑妃、、林楚軒組長林楚軒組長
、、林柏廷等八位臺灣青年海外搭僑計畫學員於林柏廷等八位臺灣青年海外搭僑計畫學員於 77 月月 2424 日下午日下午 66 時在時在
China BearChina Bear餐廳受到同源會會長李成純如餐廳受到同源會會長李成純如，，大專校聯會會長徐小玲大專校聯會會長徐小玲，，
僑務諮詢委員梁慎平僑務諮詢委員梁慎平、、王敦正王敦正、、賴江椿夫婦賴江椿夫婦，，僑教中心主任陳奕芳僑教中心主任陳奕芳，，
僑委張世勳僑委張世勳、、黎淑瑛黎淑瑛、、陳美芬陳美芬，，接待家庭孫雪蓮接待家庭孫雪蓮、、謝家鳳凰謝家鳳凰、、周芝陽周芝陽
及僑教中心副主任楊容清熱烈歡迎及僑教中心副主任楊容清熱烈歡迎。。

元智大學應用外語學系二年級宋侑芩元智大學應用外語學系二年級宋侑芩（（左一左一）、）、僑務諮詢委員王敦正僑務諮詢委員王敦正
（（左二左二）、）、中興大學應用經濟學系三年級黃珮瑜中興大學應用經濟學系三年級黃珮瑜（（左三左三）、）、僑教中心僑教中心

副主任楊容清相見歡副主任楊容清相見歡。。

僑教中心主任陳奕芳致歡迎詞僑教中心主任陳奕芳致歡迎詞。。 僑務委員黎淑瑛僑務委員黎淑瑛（（左一左一）、）、張世張世
勳勳（（右二右二）、）、陳美芬陳美芬（（右一右一））出出

席盛會席盛會。。

華美中醫學院院長梁慎平華美中醫學院院長梁慎平（（左左））
與輔仁大學醫學系三年級蔡筑妃與輔仁大學醫學系三年級蔡筑妃

互相交流互相交流。。

成功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四年級沈成功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四年級沈
于暄分享首日行程心得于暄分享首日行程心得。。

臺灣師範大學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臺灣師範大學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
發展學系三年級吳岱蓉分享首日行發展學系三年級吳岱蓉分享首日行

程心得程心得。。

交通大學機械工程學系二年級林柏交通大學機械工程學系二年級林柏
廷分享首日行程心得廷分享首日行程心得。。

銘傳大學企業管理學系三年級江奕銘傳大學企業管理學系三年級江奕
增分享首日行程心得增分享首日行程心得。。

東吳大學日本語文學系一年級林楚東吳大學日本語文學系一年級林楚
軒組長以國軒組長以國、、台台、、日日、、英四種語言英四種語言

表達感謝表達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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