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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會為您提供房屋買賣及相關的全方位, 一站式服務, 包括:
1. 地產評估 2. 按揭貸款  3. 房屋買賣 4.過戶登記 5. 安家服務。

代理費用最低！
服務態度最好！

作為您的房地產經紀和置業顧問,

Sophie Zhang

地址：950 Corbindale Rd, Ste 100, Houston, TX77024
網址：sophiezhang.kwrealty.com
電郵：szhang@kw.com

  電話: 832-   833- 0551 

SOUTHERN CHINESE WEEKLY

全美最權威的華文全媒體傳媒集團 today-america.com 8.16.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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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爾摩沙馬戲團 蒞臨休士頓

米勒劇場演出「土地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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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訪美國獸醫醫院探訪美國獸醫醫院
護理專業細致涵蓋針灸水療護理專業細致涵蓋針灸水療

美國華盛頓特區美國華盛頓特區，，美國寵物產品品協會美國寵物產品品協會（（APPAAPPA））會長史蒂夫會長史蒂夫··金表示金表示
，，美國有美國有88,,490490萬戶家庭都養寵物萬戶家庭都養寵物，，這壹比重占了這壹比重占了6868%%。。寵物的健康因此至寵物的健康因此至
關重要關重要。。位於華盛頓特區的動物友誼醫院的獸醫位於華盛頓特區的動物友誼醫院的獸醫Christine KlippenChristine Klippen表示表示，，寵寵
物現在愈發被視為真正的家庭成員物現在愈發被視為真正的家庭成員，，千禧壹代尤其如此千禧壹代尤其如此，，他們將自己視為他們將自己視為
““皮毛寶寶皮毛寶寶””的父母的父母。。美國首都居民收入較高美國首都居民收入較高，，他們往往會尋求最好的寵物他們往往會尋求最好的寵物
護理護理。。圖為汪星人圖為汪星人BellaBella在主人的陪伴下在主人的陪伴下，，在水療池裏運動在水療池裏運動。。

以色列國家圖書館展示罕見卡夫卡手稿以色列國家圖書館展示罕見卡夫卡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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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58歲的歲的Valtteri MulkahainenValtteri Mulkahainen在芬蘭拍攝到在芬蘭拍攝到55只小熊在媽媽的註視只小熊在媽媽的註視
下參加爬樹練習的有趣壹幕下參加爬樹練習的有趣壹幕，，其中有壹只小熊似乎已掌握了這門爬樹的其中有壹只小熊似乎已掌握了這門爬樹的
秘訣秘訣。。芬蘭東部的荒野地區芬蘭東部的荒野地區MartinselkonenMartinselkonen因熊出沒而聞名因熊出沒而聞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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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起步的5G
網速可能沒妳想得那麽快

瞬間下載 1G 電影、玩 VR遊戲無

卡頓……在運營商推出的體驗活動

中，5G 的網速體驗被形容為“飛壹

般”的感覺。

然而，在有些地方，5G似乎未能

“飛”起。

日前，據媒體報道，根據美國獨立

第三方移動分析公司的測試結果，澳大

利亞的5G網絡下載速度竟然比4G還慢

了20%。對此，在接受科技日報記者采

訪時，業內專家表示，5G網速快慢取決

於多方面的因素，在開始階段沒有公眾

想象得那麼快。

網速快慢取決於多方面因素
據稱，作為全世界第壹個商用5G的

國家，韓國自今年4月開通相關服務以

來，目前已有接近80%的用戶享受到了

5G服務。測試顯示，目前韓國的5G網

速已達 90.06Mbps，我國的網速卻只有

33.49Mbps，足足比我國快了兩倍多。

為何我國與韓國的5G網速差距如此之

大？

北京友友天宇系統技術有限公司首

席執行官、中國雲計算專家委員會委

員姚宏宇分析道，5G的網速取決於多

方面因素，有技術層面的，也有軟硬

件層面的，如5G基站數量和密度、移

動終端的性能和品質、運營商的服務

支撐能力等。

“目前，很多5G網絡基礎設施還未

鋪設完備，這就導致不同區域的5G傳輸

速度差別很大。因此不難理解，第三方

測試結果顯示，澳大利亞的5G網絡，最

大下載速率為792Mbps，而其4G網絡最

大下載速率為950Mbps，其峰值下載速

率竟然比4G低了20%。”姚宏宇說。

可能還有人會疑惑，韓國5G為何能

在短時間內異軍突起呢？原因其實並不

復雜。

“5G使用高頻段信號，信號波長短

、覆蓋面積小，因此基站建設密度高，

需要的基站數量比4G更多，投資規模更

大。韓國由於國土面積小，基礎設施搭

建相對容易。”姚宏宇說，對國土面積

較大的我國而言，在5G基礎設施的建設

上，不可能壹蹴而就。

相關咨詢機構曾預測，我國5G全覆

蓋的投資額約是2.3萬億元，投資規模將

是4G的4倍。“因此，巨大的投資，也

使得5G在我國的建設，只能穩步推進，

短期見效較難。”姚宏宇說。

實際應用難達到理論傳輸速度
5G峰值理論傳輸速度可達每 8秒

1GB，在現實生活中，這樣的速度可能

實現嗎？

姚宏宇認為，5G商用才剛剛起步，

移動通信基礎設施和運營商服務還在緊

鑼密鼓建設中，5G峰值速度在現實生活

中是否能實現，暫時還不能下定論。

“但參考4G的實際傳輸速度和峰值

理論傳輸速度，不難發現，這中間還是

有較大差距的。” 姚宏宇說，5G峰值

傳輸速度是在標準規格的專業實驗室中

測得的，而實際應用情況要復雜得多，

周圍無線網絡的幹擾、5G網絡實際的信

號強度和終端的硬件品質等因素，都會

對傳輸速度產生影響。

姚宏宇以智能手機為例補充道，目

前普通手機的硬盤寫入速度在500Mbps

以下，而5G峰值下載速度為1.25Gbps。

那麼在當前的硬盤規格下，5G速度就算

再快，硬盤的寫入速度也只能維持在現

有水平，不會有提升。

“當然對於5G的發展，我們還是要

充滿信心的。隨著5G在大規模天線陣列

、超密集組網和新型網絡架構等方面的

技術不斷疊代，相信它的速度會越來越

快。”姚宏宇說。

我國5G速度處於全球領先水平
那麼，目前我國的5G網速在全球範

圍內處於什麼水平？

姚宏宇分析道，目前我國5G還未進

入大規模商業應用階段，尚處於外部實

地測試階段，所以全國各地的5G網速差

別會很大，這主要是由網絡環境和業務

場景決定的。

我國5G網速在全球範圍內的水平，

可參考近期幾大運營商提供的測試數據

。中國聯通在北京金融街的5G精品線路

，測得的下載速度最高可達2Gbps；中

國移動在北京CBD地區測得的5G下載

速度高達2.8Gbps。

“總體而言，中國的5G網速水平在

全球還是處於比較靠前的位置，政府通

過政策制定和資金扶持等方式解決了很

多5G發展中的問題，國內的運營商投入

了大量資金建設5G網絡和5G創新中心

，終端廠商也在加緊5G終端的研發並計

劃將相關產品推向市場。相信在未來幾

年，中國在5G技術的發展上，能繼續走

在世界前列。”姚宏宇說。

網速快是人們對5G的直觀感受，然

而這並非是5G的唯壹優勢。

據估計，到2030年，我國移動業務

流量將增長數萬倍，移動網絡連接的設

備總量或超1000億。在這些技術支持下

，高清視頻、虛擬現實、無人機可能成

為最先成熟的業務場景。隨著5G網絡逐

漸完善，壹些對網絡通信技術要求較高

的行業，比如遠程手術、全路況自動駕

駛等，也將成為5G的重要應用場景。屆

時，大場景、多維度的應用，將催生新

業態，甚至可能引發產業變革。

國際金價創六年來新高 套了六年的中國大媽都賺錢了
金價漲價的步伐，似乎有點停不下來，昨天國際

金價繼續上漲，紐約黃金期貨價格已突破1500美元/盎

司大關，最高達到1503.3美元/盎司，再創六年多以來

新高，自今年5月底以來最高漲幅達到17.6%。

金價大漲，最開心的無疑是當年激戰華爾街搶

購黃金的中國大媽，按現在的價格計算，中國大媽

們當年搶購的黃金基本上全部解套，而且還賺錢了

。這讓許多當年取笑中國大媽的股民感到無地自容

：因為他們的股票賬戶至今虧損累累，昨天股價壹

跌，虧損額又擴大了。

苦等六年多
搶購黃金的中國大媽賺錢了
昨天黃金期貨價格繼續上漲，紐約黃金期貨最

高摸1503.3美元/盎司，創六年多來的新高。A股市

場上，黃金概念股連續幾天逆勢上揚，昨天繼續全

線上漲，鵬欣資源、盛屯礦業漲停，中金黃金、老

鳳祥、ST冠福漲5%以上。山東黃金再創反彈新高

，5月底以來股價最大漲幅超過六成。

2013年4月份，國際黃金價格曾迎來壹波暴跌

，價格從當年最高的將近1700美元/盎司跌到年底

1200美元/盎司，跌幅達到28.1%，最大跌幅達到三

成。在金價大跌的過程中，愛淘便宜的中國大媽們

陸續出手，結果，全國各地黃金賣場出現了排隊瘋

狂掃貨場面：不到壹個月，國內各大商場的金飾品、

銀行的金條全部售罄。

後來的結果，大媽們買的金條、金飾品都被深

套了。原來，黃金的這壹波大跌，是華爾街大鱷聯

手做空的結果。中國大媽們與華爾街大鱷激戰了壹

場，大媽們算是完敗。

據測算，2013年當年，中國大媽們搶購黃金的成

本在1350美元/盎司到1400美元/盎司之間，算上實物黃

金的加工費，估計要1450美元左右才能完全解套；購買

黃金的數量約300噸，價值1000億元人民幣。以昨天的

金價計算，中國大媽們不但全線解套，還開始賺錢了。

實物黃金壹天壹個價
投資黃金的又多起來了
國際金價大漲，商場裏實物黃金價格也節節攀

升。昨天中午11點，在中國黃金延安路專賣店，

記者看到的基礎金價為339.8元/克，前天為336.2

元/克，周壹為331.6元/克，而半個多月前的7月18

日價格是318.2元/克，可以說壹天壹個價。

在老鳳祥延安路店，前天足金飾品的價格也已

經漲到422元/克，周壹為410元/克。而7月17日的

金價是400元/克。

買黃金、投資黃金的顧客也多了起來。據浙江

黃金寶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人員介紹，上個月，

投資者通過黃金寶平臺購買的各種規格（有20克

、50克、100克、200克四種規格）金條就價值近

440萬元，相當於13公斤多黃金，環比增長5%。

其中有個投資者通過線上平臺購買了10根金

條，價值47753元。蕭山有壹位黃金投資客，則將

13.5公斤、價值400萬元的金條拿來，在黃金寶平

臺辦理了存金業務。“按照7%的年化收益，預期

壹年可以賺28萬元。”工作人員介紹說。

今年以來黃金價格的上漲，與全球貿易環境及

經濟形勢、美聯儲降息預期增強有關，各國央行也

紛紛采取降息等貨幣寬松政策，投資者紛紛拋售風

險資產，追捧黃金等避險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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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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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ting 醫療診所
毛誌江醫生 MD PHD. 40 多年臨床經驗

主治 

家庭全科/專治打呼嚕/睡眠健康/心血管健康/精力不濟
亞健康/移民體檢/常規體檢/遠程診斷/遠程視頻會診

Tel:346-777-6688 
地址： 6918 Corporate Dr, A-13,Houston, TX 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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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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國瑜團隊：聯系不到郭台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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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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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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3日 Tuesday, August 13,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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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會議員艾爾格林講話美國國會議員艾爾格林講話

【泉深報導】德克薩斯休斯頓消息， 2019年8月11日
星期日，在埃爾帕索（EL PASO）和戴頓（Dayton）槍擊事
件發生後，國會議員艾爾•格林(AL Green)在休斯頓國際區
舉行了關於美國槍支暴力的公共論壇。休斯頓國際區和西
南區代表，警察代表，美南新聞集團，全美華人協會，美
中友好促進會，華夏學人協會，中國聯合校友會，美好家
園聯盟，武漢大學休斯頓校友會，美中經濟教育文化交流
中心，美南河南同鄉會，美南天津同鄉會，美南山東同鄉
會，休斯頓江西同鄉會，東北同鄉會，湖南同鄉會，美南
浙江同鄉會，美南江蘇總會，福建同鄉會，福建總商會，
川渝同鄉會，瀋陽同鄉會，休斯敦中華總商會，德州槍友
會，休斯敦中華楊式太極拳學會，北美詩歌協會等社團代
表出席。休斯頓FOX News 和ABC 13電視台及本地華文媒
體人士現場採訪報導。

國會議員格林在演講中指出：“當我們的國家為德克
薩斯州埃爾帕索和俄亥俄州代頓的仇恨和槍支暴力中悲慘
遭遇的32個人的生命哀悼時，我向這些痛苦時期的受害者
家屬和社區表示最誠摯的哀悼。然而，隨著大規模槍擊事
件的迅速蔓延困擾著我們的國家，我們再也不能僅依靠思
想和祈禱。這些悲劇的受害者及其倖存的親人應該得到正義以及
國會必須採取的糾正行動來處理這種仇恨以及槍支暴力。”

“截至2019年8月9日星期五，根據槍支暴力檔案（GVA）
，僅2019年就有38,862起槍擊事件，17,745次槍傷，8,978次槍
殺，以及在38個州和哥倫比亞特區發生的254次大規模槍擊事件
。這就是為什麼我很高興主辦這個公共論壇，與我的選民分享一
些槍支暴力立法。這些立法不僅在美國眾議院待決，而且還有通
過眾議院的立法，正在等待美國參議院審議。所討論立法的主要
內容是HR 8和HR 1112。”

“HR 8立法是指2019年的兩黨背景調查法案將在出售任何
槍支之前強制進行背景調查。該立法要求持槍許可的進口商、製
造商和經銷商在轉移槍支之前進行背景調查。 HR 1112 是指
2019年的增強背景調查法案，將關閉目前允許在3天內未完成背

景調查的情況下出售槍支的“查爾斯頓漏洞”。這個漏洞讓
Dylan Roof能夠購買他曾經在南卡羅來納州查爾斯頓的一座教堂
裡毫無意義地和可惡地謀殺9名非洲裔美國人的槍。我很自豪地
說，我在美國眾議院投票支持了這些法案。這些法案目前正在我
們的參議院審議，該參議院迄今已拒絕採取行動。”

“雖然國會的立法和行為在處理槍支暴力問題時勢在必行，
但我們能夠為整個社會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彈劾特朗普總
統並採取行動。我們有一位總統，他不斷武裝一種仇恨文化，其
中白人至上主義，白人民族主義和白人恐怖主義正在撫養他們醜
陋的頭腦並對無辜的人造成傷害，正如埃爾帕索槍擊事件所證明
的那樣。國會通過不懈努力製定的立法將是有益的，但不會影響
特朗普總統開始不斷滲透我們社會的仇恨。在社會受到更大傷害
之前的彈劾是唯一的解決方案。”

“在下一次大規模射擊發生之前，我們不能讓這些悲劇繼續

存在。我們必須通過立法禁止突擊性武器以及彈劾來製定行動項
目。我們必須回到國會山，現在採取行動。”

休斯頓國際區區長李蔚華先生指出，休斯頓國際區和西南區
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的聚集地，每月召開安全會議，警力不斷強化
，但暴力犯罪仍然不斷發生。作為國際區區長，除了共同搭建國
際交流的平台、促進經濟的發展外，我必須團結來自世界不同國
家和不同民族的人民，有效防止暴力搶劫，槍擊等犯罪，扭轉休
斯頓華人社區及中國城治安狀況，給予人民安全感。

休斯頓警察局負責人談到如何在槍擊事件中保護自己。如何
正當防衛。

斯坦福市設員譚秋晴、西南區區長李雄，社團代表孫鐵漢、
喬鳳祥、謝忠、黃華、陳文、菲律賓代表、南美洲代表分別上台
發言。

國會議員艾爾•格林在休斯頓
國際區舉行槍支暴力公共論壇

會議現場會議現場

譚秋晴市議員發言譚秋晴市議員發言 國際區區長李蔚華講話國際區區長李蔚華講話

喬鳳樣發言喬鳳樣發言 孫鐵漢發言孫鐵漢發言 菲律賓代表發言菲律賓代表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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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特斯拉公司首席執行官埃隆•
馬斯克日前公開在社交媒體上表態支持民主黨
華裔總統競選人楊安澤，並表示相信楊安澤將
會成為“有史以來第一位公開的哥特搖滾總統
” 。
楊安澤發推文稱，自己並不指望人們同意自己
的一切觀點，只希望人們相信自己正在努力解
決問題。他還說，自己對不同的方法持開放態
度。

馬斯克隨後在丹•卡林的推文下評論稱：
“我支持楊……他會成為我國首位公開的哥特
式(Goth)總統，我覺得這一點非常重要。”

楊安澤隨後很快對馬斯克的支持表示感謝
，並對後者在“建設未來”上的成就表示祝賀
。

馬斯克在另一則單獨的推文中表示，楊安
澤所支持的“全民基本收入”是“明顯需要”
的。馬斯克熱衷於使用推特，擁有近2800萬粉

絲。
而在4月份接受某時尚網站採訪時，楊安澤

也提到了自己早年熱衷於哥特搖滾，並參加了
數場音樂會的經歷。

和埃隆•馬斯克一樣，楊安澤也是一名企
業家和科技公司老總出身，而且他的競選理念
也很獨特。

其實，公開表示支持楊安澤的企業家不止
特斯拉首席執行官，還有Facebook首席執行官
扎克伯格。有分析稱，這與楊安澤支持的“全
民基本收入”政策有關。

“全民基本收入，簡稱 UBI，是指每個成
人——無論貧窮還是富有，無論是否工作——
都可以從政府拿到的一份固定收入。全民基本
收入的金額通常是相同的，而且不需要條件就
能獲得。”

楊安澤曾經承諾，若自己當選總統，將會
每月向每一個美國民眾發放1000美元的全民基

本收入。
楊安澤於8日宣佈，他獲得進入第三輪初選

電視辯論的參加資格，成為第9位有此資格的候
選人。

一項最新的民調顯示，楊安澤在愛荷華州
選民中的支持率達到了2%，加上此前在另外三
項民意調查中獲得了至少2%的支持。

[本報訊]德州艾爾巴索(El Paso)沃爾瑪
3日槍擊案造成22死，此事件發生的數日
前，一名密西西比南海文市(Southaven)沃
爾瑪門市一名員工因心懷不滿，持槍射殺
兩名沃爾瑪經理.

零售業巨擘沃爾瑪(Walmart)在上週陸
續發生兩起槍擊案後，沃爾瑪開始撤除店
內的暴力電玩展示與廣告牌，但該公司決
定不會停售槍枝。

沃爾瑪人員8日證實，沃爾瑪寄出備
忘錄給店家，要求立刻採取行動，移除涉
及暴力主題或侵略行為的廣告標示與展示
品；相關備忘錄在推特和Reddit上流傳。

根據備忘錄內容，沃爾瑪要求關閉或
拔除涉及暴力遊戲的電玩展示，尤其是
PlayStation和Xbox上的遊戲；同時要求店
家取消任何對戰型態或第三人稱射擊遊戲
的推銷活動。

沃爾瑪發言人塔拉‧豪斯(Tara House)
在聲明中指出： 「基於對過去一週事件的
尊重，我們已採取行動，而這次行動並不
表示本公司電玩分類的長期變動。」

沃爾瑪人員本週表示，沃爾瑪不打算
停售槍枝，雖然部分槍枝控制維權者作出
這類呼籲。

（本報訊）本週一，休斯度汽油價格和全美的平均價格相比
，連續出現第三週的下跌，並且創下今夏最低水平。

根據一家汽油價格跟踪網站GasBuddy的統計，休斯頓平均
汽油價格本週再次下跌0.05美元，降至每加侖2.39美元，汽油價
格和一個月之前相比也減少了0.08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了0.2
美元。

根據網站GasBuddy的報告，本週一，休斯頓最便宜的汽油
為每加侖2.08美元，而最貴的汽油價格為每加侖3.19美元。

縱觀全美範圍，平均油價比上週減少了0.07美元跌至每加侖
2.63美元，比一個月之前減少了0.16美元，同時比一年前同期下
降了0.22美元。

石油分析專家Patrick DeHaan表示，全美平均油價已經降至

今夏最低水平，同時，由於中美貿易戰的開始，自三月份以來油
價一直呈現跌勢。

此外，專家稱，在世界石油大會討論有關削減石油產量之前
，油價將有望重啟。

美華裔總統競選人楊安澤美華裔總統競選人楊安澤 獲特斯拉獲特斯拉CEOCEO馬斯克支持馬斯克支持 德州擊案後德州擊案後 沃爾瑪槍枝照賣沃爾瑪槍枝照賣

德州汽油價格連續第四周下跌 創今夏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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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夏之時，萬物並秀。2019年7月
26日，“美南山東同鄉會”年中聚會暨
理事會在休斯敦中國城敦煌廣場的友家
山東館隆重舉行，同鄉會理事會除部分
理事出差請假以外，有35位理事參加了
本次理事會聚會活動。

會長修宗明博士對上半年同鄉會工
作做了認真總結，重點感謝了會長理事
們無私奉獻、團結協力、互幫互助的精
神，對各位會長和理事半年來對同鄉會
大小活動的支持表示了謝意。關於在上
半年活動中做出突出貢獻的理事和同鄉
會誌願者，理事會一致通過增選顧國偉

博士、杜英傑博士、杜小月為同鄉會副
會長，也從誌願者中吸納了靖殿國、成

林、苗巍、張正元四位老鄉為新任理事
。

前會長房文清代表歷任前會長講話
，表示全體理事的共同參與和老鄉們的
積極支持就是對同鄉會工作最高的肯定
。房會長同時對新晉的副會長與增選的
理事表示了熱烈的歡迎，歡迎大家加入
同鄉會的大家庭，並期望大家能團結一
致，積極奉獻，進一步的提高美南山東
同鄉會的聲譽。

終身名譽會長豐建偉醫生點名表彰
了部分有突出貢獻的會長和理事，表示
同鄉會的強大離不開每一位理事的默默

奉獻，離不開大家的團結一心。同鄉會
在修會長的帶領下，在理事會成員之外

，充分的調動了山東青年誌願者的積極
性。目前同鄉會有誌願者23名，這些年
輕的學者誌願者們在剛剛過去的金鷹地
產頒獎大會、馬欣會長生活方式醫學講
座等活動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前會長馬欣博士強調同鄉會是各會員、
理事在休斯敦的“家”，期許大家珍惜
這份真摯感情，待友如兄弟姐妹，守護
好彼此情誼。

前會長孫鐵漢先生是剛從歐洲出差
回來，從機場直接奔赴會場，代表歷屆
老會長向同鄉會送上深深祝福。他很欣
慰同鄉會老中青三代齊聚一堂，團結一
致，共同維護美南地區山東同鄉的聲譽
。前會長李莉穎女士長期擔當同鄉會財
務長，其一絲不苟的工作態度獲得大家
尊重，李女士對於同鄉會的工作成效則
倍感欣慰。
本次會議亦提出擬於下半年擇機舉辦
“2019山東同鄉燒烤會”活動，最大限
度的調動山東老鄉的積極性，為大家互
通有無、結新訪舊、加深友誼構建平臺

與機會。
“齊魯之邦，禮儀之鄉”，山東同

鄉會將以此次會議為契機，繼續團結美
南鄉澤同袍，揚長避短、互親互愛，充

分發揮同鄉會會員、理事、會長等各自
專長，助力大家事業發展、家族和順。
“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山東同
鄉會，是大家彼此心意相通、情誼相連
的家。

附：參會人員名錄：
會長：修宗明
終身榮譽會長：豐建偉
前任會長：孫鐵漢、李莉穎、美齊、李
守棟、馬欣、房文清
副會長：徐洪斌、黃雲忠、江嶽、李峰
、秦鴻鈞、陳文、季維強、顧國偉、杜
小月、杜英傑
理事：範崇海、楊俊毅、成林、桑留安
、王琦、 Amy Jin、趙昊陽、李冰潔、
韓偉忠、李生、Jason 吳、王求峰、鄶
修傑、辛華偉、苗巍、張正元、靖殿國

共敘同鄉誼共敘同鄉誼 巍巍齊魯情巍巍齊魯情 美南山東同美南山東同
鄉會年中理事會聚會順利舉行鄉會年中理事會聚會順利舉行

（（本報記者秦鴻鈞本報記者秦鴻鈞 ））農曆七月為農曆七月為
教孝月教孝月。。休士頓華嚴蓮社定於國曆休士頓華嚴蓮社定於國曆
20192019年年88月月1313日日（（下週二下週二，，即農曆七即農曆七
月十三日月十三日））至至88月月1818日日（（下週日下週日，，即即
農曆七月十八日農曆七月十八日））在最吉祥殿啓建梁在最吉祥殿啓建梁
皇寶懺法會六永日皇寶懺法會六永日。。每日上午九時起每日上午九時起
，，禮拜梁皇寶懺禮拜梁皇寶懺，，下濟六道群靈下濟六道群靈。。每每
日下午圓滿時施放蒙山施食日下午圓滿時施放蒙山施食。。圓滿日圓滿日

施放三時繫念佛事施放三時繫念佛事。。
屆時敬請諸大護法信眾屆時敬請諸大護法信眾，，駕臨拈駕臨拈

香香，，同祈福益同祈福益。。同時仰仗諸佛菩薩之同時仰仗諸佛菩薩之
威神力威神力，，令檀越在生父母師長令檀越在生父母師長，，兒女兒女
眷屬眷屬，，福慧增長福慧增長，，四季康寧四季康寧，，消災免消災免
難難，，吉祥如意吉祥如意。。已故歷代先亡已故歷代先亡，，即時即時
離苦得樂離苦得樂，，往生淨土往生淨土。。並祈求世界和並祈求世界和
平平，，國泰民安國泰民安，，風調雨順風調雨順，，以此功德以此功德

福佑冥陽兩利福佑冥陽兩利。。此外每日正午備有素此外每日正午備有素
齋供眾齋供眾。。敬請檀信踴躍隨喜參與法延敬請檀信踴躍隨喜參與法延
，，同沾法益同沾法益，，共邀福庇共邀福庇。。

法會期間法會期間，，設有超薦往生蓮位及設有超薦往生蓮位及
平安燈平安燈、、報恩燈等報恩燈等（（農曆七月一日至農曆七月一日至
二十九日二十九日），），冀參加者請儘早與華嚴冀參加者請儘早與華嚴
蓮社聯絡報名登記蓮社聯絡報名登記，，以利作業以利作業。。

華嚴蓮社這次的華嚴蓮社這次的 「「清明法會清明法會」」最最

大的特色大的特色，，是一次盛邀六大法師蒞臨是一次盛邀六大法師蒞臨
華嚴蓮社主持梁皇法會華嚴蓮社主持梁皇法會。。他們是他們是：：見見
石法師石法師、、見燦法師見燦法師、、天因法師天因法師、、天融天融
法師法師、、天寧法師天寧法師、、維正法師維正法師，，他們的他們的
蒞臨是一大盛事蒞臨是一大盛事，，華嚴蓮社希望大家華嚴蓮社希望大家
把握這千載難逢的良機把握這千載難逢的良機，，好好跟法師好好跟法師
們學習們學習。。

休士頓華嚴蓮社地址休士頓華嚴蓮社地址：：93699369 WilWil--

crest Dr., Houston TXcrest Dr., Houston TX 7709977099--21282128,, 電電
話話 ： （： （281281）） 495495--97009700，， 或或 （（281281））
879879--44854485，， Fax:(Fax:(281281))498498--29842984,,
E-Mail : ablsbuddha@yahoo.com.twE-Mail : ablsbuddha@yahoo.com.tw

休士頓華嚴蓮社今起啓建清明法會六永日休士頓華嚴蓮社今起啓建清明法會六永日
特邀六大法師蒞臨華嚴蓮社主持梁皇法會特邀六大法師蒞臨華嚴蓮社主持梁皇法會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黃麗珊報導黃麗珊報導

代表休士頓台灣同鄉聯誼會的全美繪畫比代表休士頓台灣同鄉聯誼會的全美繪畫比
賽作品在少年組榮獲第三名的佳績賽作品在少年組榮獲第三名的佳績。。

休士頓台灣同鄉聯誼會馮啟豐會長領軍九人代表團休士頓台灣同鄉聯誼會馮啟豐會長領軍九人代表團
在舊金山出席第在舊金山出席第4242屆全美台灣同鄉聯誼會年會盛會屆全美台灣同鄉聯誼會年會盛會

休士頓台灣同鄉聯誼會前會長鄭長祥休士頓台灣同鄉聯誼會前會長鄭長祥（（右一右一）、）、王曉明王曉明
夫婦夫婦（（右二右二、、右三右三）、）、會長馮啟豐夫婦會長馮啟豐夫婦（（左四左四、、左三左三）、）、
前會長賴李迎霞前會長賴李迎霞（（左二左二）、）、理事郭蓓麗理事郭蓓麗（（左一左一））與會與會。。

休士頓台灣同鄉聯誼會馮啟休士頓台灣同鄉聯誼會馮啟
豐會長夫婦豐會長夫婦（（右一右一、、左一左一））

在舊金山出席盛會在舊金山出席盛會。。

代表休士頓台灣同鄉聯誼會的全美繪畫比賽作品在少年組榮獲第三名代表休士頓台灣同鄉聯誼會的全美繪畫比賽作品在少年組榮獲第三名
，，馮啟豐會長馮啟豐會長（（右一右一））代表領獎代表領獎，，並與各地台聯會得獎代表合影並與各地台聯會得獎代表合影。。

休士頓台灣同鄉聯休士頓台灣同鄉聯
誼會會長馮啟豐在誼會會長馮啟豐在
台聯會全美年會上台聯會全美年會上

致詞致詞。。

休士頓台灣同鄉聯誼會會長馮啟豐主講人之一休士頓台灣同鄉聯誼會會長馮啟豐主講人之一，，童童
惠珍立委的介紹人惠珍立委的介紹人。。

馮啟豐會長馮啟豐會長（（左四左四））持休士頓分會會名看版出列持休士頓分會會名看版出列，，
並與州並與州、、縣代表參加盛會縣代表參加盛會。。

休士頓台灣同鄉聯誼會前會長王曉明夫婦休士頓台灣同鄉聯誼會前會長王曉明夫婦（（左七左七、、
左八左八）、）、會長馮啟豐夫婦會長馮啟豐夫婦（（左六左六、、左五左五）、）、理事郭理事郭

蓓麗蓓麗（（左三左三））在大會現場參與年會盛會在大會現場參與年會盛會。。

休士頓台灣同鄉聯誼會前會長賴李迎霞休士頓台灣同鄉聯誼會前會長賴李迎霞（（右三右三）、）、鄭長祥鄭長祥（（右四右四），），會會
長馮啟豐夫婦長馮啟豐夫婦（（左八左八、、左七左七）、）、前會長王曉明夫婦前會長王曉明夫婦（（左二左二、、左三左三））與大與大

會貴賓來自台灣會貴賓來自台灣、、國民黨立委陳宜民國民黨立委陳宜民、、童惠珍童惠珍、、江啟臣歡聚一堂江啟臣歡聚一堂。。

休士頓台灣同鄉聯誼會會長馮啟豐夫婦休士頓台灣同鄉聯誼會會長馮啟豐夫婦
（（左一左一、、右一右一））與大會貴賓與大會貴賓（（左二左二））在年在年

會上合影會上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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