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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福地板以其在休斯頓地板行業十多年的專業經驗，

主營各類(CARB II)環保認證的Hardwood ,Laminate 
,(WPC ,SPC防水耐磨)地板、地磚及地毯的零售和批
發服務，並能為客人量身訂做個性化的檯面和浴室裝

修，提供從專業設計到精品施工的一條龍服務。萬尺

倉庫現貨，歡迎批發零售。

又福地板
最佳品質 

最優質服務 
追求極致完美 綠色環保健康

Tel: 281-501.8330 / 832-978.6440 
9630 Clarewood Dr.,#B-3 ,Houston TX 77036  

www.yulfgroup.com Mon-Sat:9:00Am-6:00Pm   
Sun:電話預約

 WJ 2019 /  ZZT05252  

優惠截止日8/31/2019。有其他條件限制。詳細規範、費用與條件請參閱開戶細則或洽各華美銀行分行。
1-優惠僅限新開立的一般商業支票帳戶。開戶後前六個月期，若未達到最低存款額要求，相應的月服務費將被免除。月服務費細則請洽您當地的華美銀行分行。可能依帳戶活動收取其他交易服務費。
2-優惠僅適用於新開立的一般商業支票帳戶、Business Suite 或Business Elite 支票帳戶。僅限一盒華美銀行 “Image Check” 樣式支票。更改樣式可能須收取額外費用。
3-優惠僅適用於Business Suite支票帳戶與Business Elite支票帳戶客戶。遠程存款掃描機須搭配兩年合約，提前解約須支付$300罰金。每月須繳交遠程存款服務費。可能依帳戶活動收取其他交易服務費，詳情請參閱費用細則。
4-優惠僅適用於Business Suite支票帳戶與Business Elite支票帳戶客戶。Business Suite支票帳戶，每帳單月內首四筆電匯入款免收手續費；Elite支票帳戶，每帳單月內首四筆電匯入款、首四筆電匯出款免收手續費。詳情請參閱費用細則。
5-月服務費減免適用於Business Suite支票帳戶內，月平均存款$35,000以上，或Business Elite支票帳戶內，月平均存款$75,000以上的客戶。月服務費細則請洽您當地的華美銀行分行。可能依帳戶活動收取其他交易服務費。

華美中小企業方案

輕鬆管理現金流
我們的商業支票帳戶為不同規模的
公司提供多層次的服務，助您簡化
日常營運，全力擴展事業。

詳情請上網 eastwestbank.com/easy 或致電 888.819.8880。

2019年8月31日前開立合格商業支票帳戶，即可獲享：

• 首六個月無最低存款額要求1(僅限一般商業支票帳戶)

• 免費標準樣式支票一盒2

若存款額達到標準，您還可獲得：

• 遠程存款掃描機3

• 免收電匯入款/出款手續費4

• 免收月服務費5

• 更多優惠歡迎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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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美華天主堂新年度的成人慕道班將於 8 月 24 日
開課。慕道班旨在引導慕道者，領悟天主的愛，暸解生命的意義
，認識天主教的信仰進而皈依天主的大家庭。另外，兒童教理班
及青年組的信仰陶成，也在8 月 18 日起開始接受報名註冊；並
於 9 月 8 日開課，上課地點：美華天主堂活動中心。

我們將分別在8月24日舉行兩場歡迎說明會，時間：早上九
時至中午十二時 (有午餐招待)，或下午一時至四時 (有茶點招待)
。歡迎有興趣的朋友來參加，請到教堂或以手機簡訊報名。

報名及查詢，請聯絡: 趙善才 832-600-1308 (英語班), 李邦
寧 832-275-8178 (國語班), 黎達文 832-755-3872 (粵語班)。

美華天主堂的地址為 4650 Jetty Lane，近百利大道 在 Kirk-
wood和 Cook 之間，從百利大道轉口處有AutoZone店標，電話
281-575-8855。

（本報訊）休士頓華人攝影學會經過二十多年的努力，已成
為北美最大規模和高水準之一的華人攝影活動團體之一。在過去
的幾年開設的數碼攝影班，深受廣大攝影愛好者好評。華人攝影
學會會長關本俊表示，從8月25日開始，連續12週將邀請華人
攝影學會的多名資深攝影師擔任授課老師，講授內容包括最基礎

的攝影知識 ( 曝光、構圖、景深)；旅遊風光攝影、舞臺攝影、
人物攝影以及如何利用Photoshop處理圖像, 電腦修改相片等。

華人攝影學會數碼攝影班授課時間是每週日的下午2時到4
時(兩小時) ，共12 週共24 小時，其中將根據情況安排適當攝影
外拍活動，包括去德州文藝復興節人像抓拍等。希望對攝影有興

趣的朋友，與攝影學會董事潘英俊報名，電話：713-668-2881
。授課地點：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教室。(10303 West Office
Drive, Houston)。

休士頓華人攝影學會8月25日舉辦數碼攝影班

（本報訊） 2019 年秋季學期開學典禮將於 2019 年八月二十二日上午 10 時假松年學
院的 Daily Hall 舉行，我們感謝您長年多方支持本學院，再次感謝您對本學院教學及對
社區年 耆老的支持和貢獻。松年學院自 2003 年創校以來，我們努力為社區長輩提供一
個終身學習，全人身心靈健康，樂於實踐愛心，關心和服務他人的 場所。學院是集合許
多各行各業熱心人士和學有專精的老師，藉由教導學習互相切磋，啟發學習興趣，發揮
才能與潛力使生活更加多采多姿。 2019 年秋季學期開學典禮將於 2019 年八月二十二日
上午 10時假學院的 Daily Hall 舉行，主講人 C C Lee, 名建築師李兆瓊先生:主題 「老年人
居家優良環境規劃」。我們誠執地邀請您來參加分享參與終 身學習，鼓勵更多的長輩學
習使生命更加充實，希望能高興地見到您。再次、誠摯地祝福您! 董事長 陳美芬 院長 許
勝弘 行政副院長 黃逢春

2019 年秋季學期開學典禮
將於八月二十二日上午 10 時假松年學院的 Daily Hall 舉行

關於赴中國人活動中心辦理 《在境外居住人員領取養老金資格審核表》的通知
（本報訊） 為更好地服務廣大僑胞，駐休斯

敦總領館將於近日赴中國人活動中心，為僑胞現
場辦理《在境外居住人員領取養老金資格審核表
》（原稱“健在證明”），歡迎有需要者屆時前
往辦理。有關通知如下：

一、辦證時間：2019年8月17日10:30至12:00
。當日受理，當日取證。

二、辦證地址：中國人活動中心（Chinese
Civic Center, 5905 Sovereign Dr. Houston, TX
77036)

三、申請條件：
在美國居住的中國離退休、退職人員，為領

取國內養老金，可申辦健在證明，即《在境外居
住人員領取養老金資格審核表》（以下簡稱“審
核表”，請點擊此處下載表格並在線填寫打印）
。

四、提交材料：
1、填妥的《審核表》一份。該《審核表》分

上、下兩部分，可打印，也可使用黑色水筆、中

文楷體填寫，字跡要清楚，不塗改。 《審核表》
的編號、經辦人簽名、審核人簽署三欄由總領事
館工作人員填寫，確認機構公章處由總領事館工
作人員加蓋館章，其它部分由申請人填寫。

2、申請人本人有效中國（或第三國）護照、
美國合法居留證件或美國護照原件及復印件。護
照只複印個人資料頁（含延期頁）。如持美國
（或第三國）護照，請提交有原中文姓名的證件
複印件。如更改過姓名，請提交改名相關文件。

五、注意事項：
（一）申請人須本人親自到場辦理。
（二）《審核表》由申請人填寫，分上下兩

聯，上聯由總領館留存，下聯由申請人提交中國
國內有關部門。

（三）填寫出生日期時，請按中文習慣年月
日順序填寫。

（四）送往香港、澳門使用的健在證明仍應
辦理健在公證。

（五）《審核表》免費辦理，當場領取。

美華天主堂 慕道班和主日學開班通告

華人攝影學會董事長蔡保羅在攝影班講課華人攝影學會董事長蔡保羅在攝影班講課。。 華人攝影學會董事賈忠在攝影班講課華人攝影學會董事賈忠在攝影班講課。。 華人攝影學會董事潘英俊在攝影班講課華人攝影學會董事潘英俊在攝影班講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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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E4D電腦制牙最新科技一次完成
三維X光機  全新激光治療機

敦煌植牙 牙周病專科
Dunhuang Periodontics $ Dental Implants PA

Board Certified Periodontist
二十多年牙科臨床實踐經驗

接受老人各類牙科保險

德州大學休士頓牙醫學院牙周病專科
上海第二醫科大學口腔學院牙醫博士
美國牙周病學會會員
國際植牙學會會員

激光牙周病治療
無刀片牙齦萎縮治療
牙齦牙床植骨手術、美容
複雜植牙手術，併發症處理

陳志堅
牙周病植牙專科醫生
Jennifer Chen
D.D.S.M.S

www.drchenimplant.com

中國城診所
9889 Bellaire Blvd., #322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
      (713)995-0086      

糖城診所 Delight Dental
3524 Hwy 6 South
Sugar Land, TX 77478(大華超市旁)
       (281)565-0255

drchenimplant@gmail.com           delightdental@gmail.com 
D02_DUNHUANG 敦煌植牙_1234567B_8

白牙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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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深報導】北京時間8月14日，NBA自由市場再次傳來
震撼訊息，阿里巴巴聯合創始人、加拿大華裔蔡崇信，最近從籃
網的大老闆米哈伊爾-普羅霍夫手中，用13.5億美元的價格收購
籃網剩餘的51%的股份。

再加上他手中用10億買來的籃網49% 的股份，相當於他用
23.5億美元成為籃網唯一的股東，收購他們100% 的股權。

按照目前美元和人民幣的匯率來算，蔡崇信將會用165.4億

人民幣買下籃網這支球隊，目前就等交易宣布了。
蔡崇信完成剩下51%股權的收購，這也就意味著他將擁有一

支完整的NBA球隊，在報導中蔡崇信將以23.5億美元的價格收
購了籃網100%的股份，而這樣的收購價格也是創造了NBA歷史
的最高紀錄，而休斯頓的費爾蒂塔以22億美元收購了火箭則是
排在了第二位。據悉，美國媒體的報導是該交易將會於本周宣布
。

下個賽季的籃網也是讓人十分的期待的。在這個休賽期，籃
網可以說是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從季后賽球隊一度升級為總
決賽熱門球隊，杜蘭特、歐文、小喬丹聯手加盟籃網，籃網目前
的陣容實力完全有能力去沖擊總決賽。對於籃網來說現在要做的
就是等待，等待杜蘭特在傷病中滿血歸來，等待球隊能盡快的去
磨合。

華裔富豪23.5億美元收購布魯克林籃網 收購價創NBA歷史

費城天普大學附近發生槍擊事件

【泉深報導】8月14日星期三，在美國費城天普大學附近發
生了警方稱之為“活躍且持續”的槍擊事件。至少6名警察受傷
。

費城警察局長理查德·羅斯說，所有 6 人都無生命危險，
“每個人都會好起來的。

新聞台的實況視頻顯示，該市的尼城區有大量警察。

警方試圖與槍手取得聯繫。羅斯說，“我們試著和這個男人
談話，讓他知道他現在可以和平地結束這一切，”

他說他們給槍手打了多次電話。他接了電話，但沒有說話。
警方說，槍擊事件是從一名警官試圖在往該地址送達搜查令

開始的。
槍擊事件導致坦普爾大學健康科學中心校園被封鎖。校方的

推特說，”把門關好。保持沉默。安靜。警方正在作出反應。
”

白宮表示，總統“已經聽取了費城槍擊案的簡報，並繼續監
控事態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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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朋友們：
本學會八月份開會通知：

時 間 : 8月17日(週六)上午10時
至12時
地 點 : 美南銀行會議廳
講 題 : 「攝影學範例」 之3

講 員 : 會長 亓國華
請大家踴躍參與！
秘書
李兆琳

台北新劇團入圍今年金曲獎最佳團體演出獎台北新劇團入圍今年金曲獎最佳團體演出獎
入圍戲曲表演類

【最佳團體演出獎】
渭南之戰

台北新劇團
台北新劇團成立於1997年，係由辜公亮文

教基金會衍生，著名京劇文武老生李寶春，集

合海內外有志一同的專業青年同好組成。定期
公演 「新老戲」 ，並創演新編劇，宏揚傳統戲
曲，培養戲劇人口。長期定時定點在 「臺北戲
棚」 演出，展現精湛的傳統表演藝術，供來臺
旅客觀賞。現有正式與特約團員計30餘人，係
民間非營利性組織，一般人事、行政費用以公

演自籌外，不足數端賴企業界贊助支持，聯演
或海外巡演，則採專案籌措方式辦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
PNMT8UBDuu0

……………………………………………
＃傳藝金曲獎

＃渭南之戰
＃台北新劇團
＃世代感應
＃共振三十

＃第30屆傳藝金曲獎
＃傳藝金曲獎

美南作協明舉辦講座美南作協明舉辦講座
邀請成彥邦醫師邀請成彥邦醫師

從文學評論來解析三國演義中的華佗醫學從文學評論來解析三國演義中的華佗醫學
(本報訊)成彥邦醫生沉

潛於華佗醫學達二十餘年，
研習華佗秘傳，曾於第九屆
中醫針灸大會上，發表華佗
發明用來作麻醉藥劑的麻沸
散，剖腹、鋸開腦骨，抽割
積聚或腫瘤，斷截煎洗，除
去積穢，為世界外科手術之
首創，華佗醫學見稱於世，
蓋以此也。

成醫生師法華佗，無中
生有的創造發明精神，突破
九十年來無人能解的一項中
藥配方，名為 Phlobalance
富鹼寶，能改善人體酸性體
質為弱鹼性，他不但證實了
1931 年諾貝爾醫學獎得主
Otto Warburg 的假說，其
重點為：沒有任何疾病包括
癌症能在鹼性環境下生存；
而且已將富鹼寶向美、加、
中、日、歐盟等三十餘國申
請專利，以造福人群。美南
作協能邀請一個發明家來作

文學演講非常不容易，聽眾
如因文或因醫而有興趣者均
勿失良機。

曾是美南華文作協會員
的成彥邦醫師，期間曾擔任
多項職務，支持各種活動，
不遺餘力，是一個盡責盡職
的會員。他的著述涉獵甚廣
，除擔任台灣自然療法雜誌
海外編輯外，並在該雜誌闢
有杏林夜談專欄，從事對中
醫的介紹和推廣。除了醫學
專長外，成醫師在美南新聞
報載有十餘年的政治笑話專
欄，原盼借笑話方式，改革
雜亂的政治現象。可惜政客
多過笑話，辜負成醫師的一
番苦心，他自責是不是因寫
笑話越多，造就更多政客呢
？因此封筆不談政治。

過去他也經常在世界日
報兒童版，發表其所著兒童
短篇故事和小說，期引發兒
童的創作和想像力。他曾在

故臧武雲老師主辦的文化講
座演講多次，談抗戰史、談
兒童文學、談本草綱目等。
世界日報副刊推出極短篇小
說(文長不超過300字)時，
成醫師亦有不少極短篇發表
。

此次接受美南作協秦會
長力邀，以〈從文學評論的
角度談三國演義中的華佗醫
學〉為題演講，不但是文學
評論，也是醫學評論，聽他
的演講必定收獲良多。成醫
師謙虛地說，三國演義中華
佗醫學的內容，無論從文學
或醫學的領域，大家都可像
老朋友一樣坐下來聊聊。

成醫師採非常新穎的方
法，將以文釋文的方式切入
主題，大可做為教學的借鏡
，絕無冷場。機會難得，舊
雨新知均請踴躍參加。演講
會於8月17日下午二時在僑
教中心203室舉行。

影像學會影像學會
八月份開會通知八月份開會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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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韋霓糖城報導) 退休之後，銀
髮族的生活面臨巨大的變化，原來忙於
上班或工作，突然之間，都因為退休而
改變，生活步調慢了下來，不用再承受
工作的壓力、或是看老闆客戶的臉色等
，也可以開始嘗試許多上班時沒有時間
去做的事，然而，在度過 「退休蜜月期
」之後，更該開始規畫，或是參加同齡
社團，讓自已的退休生活閃出光彩，開
心的過日子。

位於密蘇里市（Missouri City ）的
長樂活動中心(Wellcare Senior Center)是

一個多元性的年長者健康活動中心，環
境清幽舒適，工作人員都非常友善，這
裡就像一個大家庭似的，讓退休的銀髮
族們在此交流互動，認識新朋友，也組
織各種活動與課程，讓長者們鍛鍊身體
、娛樂心境，還有接送服務，帶長者們
去看醫生、外出購物、與郊遊，參加的
長者們均給予極高評價。

充裕的活動項目
長樂活動中心為長者提供充足多樣

的活動，如早操運動、跳舞、太極拳、

撞球、電腦手機操作、卡拉OK歌唱、
手工藝、英文等課程。長者們在這裡活
得多采多姿、同時也交到好朋友，談的
來的夥伴在一起閒話家常，也不時提供
生活經驗彼此支持。也有以各種興趣而
聚在一起的，讓生活變得更有意思。

美味的餐飲
長樂活動中心有名廚掌理，供應早

餐、中餐與下午茶點，餐飲的滿意度相
當高。每天有不同的菜色與營養餐，早
餐有8種不同的選擇，像是芝麻包、紅
豆包、菜包、全麥饅頭(加上核桃跟蔓越
莓，口感好)、各類素菜、稀飯、皮蛋粥
、麵、水煮蛋、糙米粥、麥片、水煮花
生、及有毛豆、日本地瓜等 「原型食物
」，富含營養與纖維質，讓老人家降低
便秘的困擾，減輕狀況。每天會有不同
的變化，未來還會考慮每周有一天供應
西式早餐，讓長者們可以換換口味。中

餐都是四菜一湯，兩葷兩素，營養均衡
而美味。

接送服務
長樂活動中心考慮到長者們的實際

需 要
，每天有車子接送往返長樂活動中心，
也有帶長者們到中國城看診，還有購物
團，帶長者們shopping.

有時，中心還會安排特別活動，像
是去美術館賞畫、採草莓，或是去赫曼
公園踏青散心，去Katy Mill逛街等等，
這些活動都讓長者們心情愉悅，並期待
著下一次的郊遊。

保持活躍
當長者們多與不同人交往和接觸，

彼此交流談心，進而相互幫助、建立友
誼與信任，這種種都使老人家們的身心
更放鬆，因而達到延年益壽的效果。

在長樂活動中心這裡，常常會聽到長者
們的笑聲，笑是樂觀開心的表現，當有
好心情時，自然笑容會流露，心理上若
有壓力也會漸漸解開，讓老人家的心境
舒坦，身體自然會健康。

同伴的重要
長樂活動中心裡，長者們能常常與

同伴一起做些合適的運動，有利於關節

與肌肉，可疏通
氣血，強健筋骨
，減緩衰老。

老人家若是
有話不說藏在心
裏，時間長了會
憋出病來，在長
樂活動中心，長
者們可以找到好
同伴，無論是高
興的事、或是讓
人煩心的事，能
夠有人一吐為快
。對老人家來講
， 「說出來」是

一劑通氣的良方，能讓心境更好，心態
更健康。

健康服務
有護理人員協助個人護理，幫助血

壓監測、藥物管理，並不時提供健康知
識，幫助長者們更健康。

畫展
許多長者們，年紀雖大，以前年輕

時的嗜好依舊繼續著，有人志願教其他
人畫畫或跳舞，教學同樂；甚至，有長
者的畫作還贈與溫莎長照中心，將畫懸
掛在牆上供人觀賞，能看到自己的作品
掛在公開場合，長者們內心都非常歡悅
。

長樂活動中心(Wellcare Senior Cen-
ter)地址是 3250 Williamsburg Lane, Mis-
souri City, TX 77459，歡迎長者加入會
員。電話：281-208-7709 。

長樂活動中心服務長者長樂活動中心服務長者
活動豐富活動豐富 讓退休生活閃出光彩讓退休生活閃出光彩

廣 告美南副刊

我叫樓士爵，是殺手，通常殺手都有化

名，我叫青。在殺手界，青這個名字，如雷

貫耳，一是因為我殺技高超，二是因為我的

障夠古怪。

杜七是我的殺手經紀人，我所有的活兒

以及人際往來，都是通過他聯絡，唯獨認識

孫曲婉與他無關。杜七對這件事十分不滿，

淡淡地說：“她不是你想的那麽簡單。”

說這話的時候，他正好是來給我下單子

的，我打斷他：“好了，我知道了，說單子

吧。”

“孫世傑。”他說。聞聽此言，我身子

一抖，沈默了足有十分鐘：“好吧，七日之

內，孫世傑死！”

孫世傑是我破除障殺之前的最後一個單

子。每個殺手入行前，都要選定自己的障。

這個障，也就是你脫離殺手行列的條件，比

如說殺夠一百人，或者在月圓之夜的亂墳崗

殺一個人等等。只要條件得到滿足，殺手就

可以完美地退出殺手圈，拿著自己積攢的傭

金，去過自己想過的生活。

這其實就像是普通人的退休年齡一樣，

若畢生做不到，就永遠也不能退出。而殺手

若想在破障前強行不做，障殺就會立即啟動

。

我的障種於十二年前，當時師父帶我去

殺手堂讓我選障，我所選的障，讓殺手堂的

種障人很驚詫——我要殺滿百家姓上各姓的

人，殺滿一百個就能破障。而我的對應死法

，是溺死在大腦虛擬的海中。

孫氏集團矗立在城市的最中心，富麗奢

靡。從杜七手裏接單後三天，我已調查清楚

了所有關於孫世傑的信息。如何動手其實很

簡單，但我心裏卻像壓了塊大石——因為曲

婉。

我和她的故事，需要從幾個月前說起。

這些年，我住在城郊一幢別墅，由於不喜歡

開車，平時沒單子時，我會騎一輛賽車，去

城裏的棒球訓練館打球健身。

四個月前的某一天，傍晚打完球回家的

路上，一輛紅燦燦的跑車停在前方不遠處，

一群小流氓正從車裏往外拉一個女子。我本

想疾駛而過不管不問，但眼角一掃卻大為驚

訝，因為那女子面對一群小流氓，眼睛裏流

露的不是驚慌，而是生死由天的那種淡漠。

正是她的這種表情，促使我出手救了她。

這幫家夥看見有人多管閑事，仗著人多

，躍躍欲試地圍了過來，沒辦法，為了盡早

擺脫困境，我只好揮舞手中的棒球棍，將他

們有的扔進垃圾箱，有的打成了皮開肉綻。

幾個家夥這才知道厲害，爬起來一溜煙跑得

幹幹凈凈。

我把她帶回自己的別墅，泡了杯茶，然

後聽她說起沖突的原委。她說她叫孫曲婉，

剛考過駕照，父親便送她一輛紅色法拉利。

今天心情不好，驅車去郊外兜風，不小心擦

到了路邊停放的一輛自行車，本來她準備下

車道歉的，但看見騎車的是一群頭發五顏六

色的年輕人，就沒敢停。

結果當她黃昏返回時，車剛駛到這兒就

爆胎了。還沒等她下車，路邊沖過來早上見

到的那群年輕人，情況正危急時，我剛好路

過。

孫曲婉二十來歲，是個很打眼的女孩子

，只是神情冷漠疲倦，一點兒也不像富家女

。她跟我說完事由，就再沒有講一句話，也

不道謝，只是安靜地坐到沙發上。這讓我很

沒有英雄救美的成就感。

而且我也看得出，她之所以這副狀態，

絕不是因為剛才那場沖突。為了不使場面尷

尬，我開了瓶低度紅酒，兩杯酒下肚，她臉

上泛起了紅暈，眉眼也舒展開來，我這才知

道她是孫氏集團孫世傑的女兒。

她說她從小就在普通的學校上學，所交

的朋友也都是普通人家的孩子，她爸爸對於

這一點十分堅持，而她自己也不喜歡那個所

謂上流社會的虛偽氣氛，她一直向往能和所

愛的人找個地方安靜地生活。也許就是她這

番話，突然讓我心動。

那天晚上，我們住到了一起。她動作生

澀但熱情，事後，我們躺著說話。她什麽都

跟我說，比如後媽陳雪媚對自己的仇恨，比

如爸爸盡管很愛她，但從來不了解她。

在這之前，我聽過很多類似的故事，殺

手愛上自己的目標，殺手殺了自己的愛人等

，每次我都不以為然。但在曲婉這件事上，

我做不到淡漠。我從來沒有感覺到一個小女

人的絮叨，竟也可以這麽迷人。後來她常常

開著那輛法拉利來找我，這樣過了三個多月

，我終於確定，自己愛上了這個女孩。

就在這時，我接到了杜七發來的郵件，

說是有新活兒，我終於可以破障了。所以當

我聽到我要殺的人是孫世傑時，才會有那樣

的沈默。

殺手行業有個死規矩，對於適用自己障

的單子，只要接到就不能推辭，否則就會死

於非命。

我躺在床上，呆呆地望著天花板。雖然

我完全有殺死孫世傑而不讓曲婉察覺的能力

，但那種負罪感卻不是我所能承受的。這時

我才知道，原來做個心硬如鐵的殺手，竟是

那麽難的一件事。我想起在兩個月前某個夜

晚，她問我：“我們永遠都不會傷害對方的

，是不是？”

我把下巴抵在她額頭上，發誓般回答：

“是。”但沒想到就在說完這話不到兩個月

，我卻要去殺她的父親了。要我在自己的性

命和愛情之間抉擇，那麽愛人，原諒我的自

私，我唯有選擇活著。

孫世傑死了，死於後腦的一枚冰針，那

枚針輕輕把他的大腦皮層下的血管刺破，讓

血液瞬間和腦漿混合起來，癥狀一如腦溢血

，當然是我出的手。這是我從未用過的秘技

，連杜七都不知道。

一件兇殺案的發生，最先被懷疑的，總

是因兇殺獲益的人，而孫世傑的死，最大的

贏家就是他現在的妻子陳雪媚。所以警方很

快就將視線鎖定在她身上，而我也確定，我

的雇主就是她。但我沒問杜七，這些對我來

說已經不重要了。當我選擇自私地活著時，

我和曲婉就已經不可能在一起了。

正當我準備離開這座城市時，孫氏集團

突然又爆出了大新聞：第一繼承人陳雪媚於

昨夜猝死寓所，癥狀與其夫類似，皆為腦溢

血……

我一聽她的死法，就知道是師娘或阿紫

幹的。因為在師父死後，這世上除了我，就

只有師娘和她的徒弟阿紫會使用冰針。阿紫

入門比我早得多，但年齡卻比我小。我師父

和師娘早在我投入門下前就離異了，所以我

從沒見過她們，只聽師父說起過。

我之前推測陳雪媚是我的雇主，但現在

她死了，那接下來被殺的對象，會不會是曲

婉呢？我想去探查一番，但考慮到破障殺手

的禁忌，沒敢造次。想來想去，我推遲行程

，決定留在這裏等事態的發展。過了幾天，

新聞報道說，孫氏集團繼董事長和夫人都過

世後，他們的女兒孫曲婉全盤接手了這個大

商業集團。我終於松了口氣，那個殺死孫氏

夫婦的勢力，既然甘願讓曲婉一個年輕女孩

在此刻登上高位，那就說明一時之間不會傷

害她。

於是我離開這座城市，到各地走走停停

，最終選擇了北方一個小城，開了間書店，

日子一天天悠閑溫暖起來。

半年後的一天，我正在店裏上網，突然

接到杜七的郵件。他說有很多事自己解不開

，想來請教我。看在多年的交情份上，我和

他約在一個酒吧見面。

杜七進門就向我賠罪，說打擾了我的生

活，另外還有件事讓我不要生氣。我橫了他

一眼，示意他進入正題。於是，杜七羞答答

地說：“我最近接了個單子，是殺孫曲婉的

。”他邊說邊偷看我的臉色，一副只要我神

色一變，他就撒腿跑路的樣子。見我不準備

把他怎樣，他這才接著說下去。

原來他在接到殺曲婉的這個單子後，三

個月裏派出了五個殺手，但都是有去無回，

然後過幾天就會傳來海裏找到浮屍的消息。

他去看過，正是他麾下的殺手。警方的屍檢

報告，每次都說這些人是因腦血管破裂而死

，是自然死亡。但他知道絕對不會是這麽回

事。這次他過來見我，倒不是要我出手，只

是想讓我幫他分析情況。

我聽完，指著杜七的鼻子大罵：“杜七

，虧你想得出來！居然找我來討教怎麽殺曲

婉？”

他唯唯諾諾：“我已經損失五個人了，

這樣下去生意還怎麽做？我也要活命不是，

那麽多人靠我吃飯。你知道，我們這行是不

能推單的。”

“不是還有另一條規矩嗎？三次出手無

功，經紀人可以向殺手堂申請移單。”我咬

牙切齒地說。

杜七嘀咕一句：“別人不也是殺？這事

不見得就沒人做，和我做有什麽區別？”

我沈默半晌，道：“殺手的規矩我懂，

我只是不希望她死在你手裏。你的損失我會

補給你，只要你有臉要。”杜七聽完，郁悶

地笑笑了事。

直到回到書店呆坐了半天，我還是沒厘

清思路。杜七派去的殺手同樣死於冰針，難

道說是師娘或者阿紫在做曲婉的守護者？那

之前殺陳雪媚的主顧會是誰呢？而且，我太

了解殺手堂的風格了，它會不斷派殺手去殺

曲婉，直到成功為止。

這麽想著，我突然擔心起她來了。雖然

我剛才嚴詞拒絕了杜七，但這不妨礙我自己

去探個究竟。

再次回到這個城市，正逢孫氏集團辦一

個慶典。我遠遠地躲在人群後面，看見曲婉

盛裝出席。她變了好多，整個人威儀煊赫，

讓人不敢逼視，再也沒有我們初遇時那種柔

弱疲倦。以我的觀察，並沒發現她周圍有任

何超強的保護者。看來想要查出真相，只有

再扮一次殺手。

我稍作易容縮在女衛生間的天花板上面

，一個小時後，上廁所的人突然少了，先是

兩個保鏢進來清場，然後高跟鞋聲響起，她

進來了。

我在天花板上壁虎般趴著，看她撩水洗

臉，手指輕挑一下，一枚細如發絲的透明冰

針，眼見就要插入我的頭顱，我瞬間伸手捏

住針尾，然後融化。這是冰針的唯一破法，

本來任何人都會，但在時間的拿捏上，幾乎

無人能做到。

“士爵？”曲婉失聲驚呼。我拉開天花

板，一個翻身落在了地上，微笑著說：“阿

紫？”

時隔數月，當我們再次見到對方時，各

自的表情，已是恍若隔世。我苦笑，原來這

麽久以來，我所苦苦思念的曲婉，竟然和我

一樣，是一個絕世殺手。

“這算是我們師兄妹的第一次會面吧？

”過了好半晌，我苦笑著說，“想不到阿紫

竟會是你，你也想不到我會是青吧？原來那

五個殺手都是你殺的，呵呵，真是世事弄人

，早知道是這樣，我又何必跑來呢。”聽到

這些，她把臉偏向窗戶那邊，一言不發。

洗手間外面的保鏢“咚咚”地敲門，她

隔門喊了句：“我沒事，只是滑了一下。”

那邊立刻安靜了。

“你怎麽會是孫世傑的女兒呢？”

她的頭終於轉了過來，只是剛才看見我

時迸發的驚喜光芒，已然消退殆盡。“我也

寧願自己不是。”她夢囈般說道。

“師娘還好嗎？”我換個話題，再問。

師父當年最痛苦的事，就是和師娘分手，雖

然他已經過世，我還是有必要替他問一句。

曲婉突然擡頭，笑若春花：“陳雪媚就

是你師娘。是我殺了她。”

陳雪媚是師娘？我正楞神的工夫，曲婉

動了，她的長發突然筆直飄起來，右手剎那

間扣住我的頸脈，纖纖五指力道充盈。

“我這次沒有收傭金。”我盡量平穩思

緒，緩緩說道。

“我知道，在我發現你之前，你有七次

出手機會，但你沒出手。”她的聲音溫柔，

但手還是那麽穩。

“我已經破障了，我只是來看看你。我

的經紀人找到我，說他的幾撥殺手都在你這

裏折翼了，我，我只是擔心你……”她絲毫

不放手，看來是不想放過我了。我停頓幾秒

，繼續道，“我想知道所有的事情。”

這時，她的手突然松開，退後一步，輕

笑著說：“當年陳雪媚離開你師父後，來到

這個城市，千方百計結識了孫世傑，並成功

嫁給他。陳雪媚教我最厲害的技藝，也種下

同樣惡毒的障。”

“你的障是什麽？”我問。

“殺死一個我真正愛的人。”她的笑容

在燈光下格外慘淡，“爸爸被殺，我第一眼

就看出，那是青師兄出的手，只是我不知道

你就是青。爸爸死後的第三天，陳雪媚突然

來找我，讓我殺掉你。我問為什麽？她說你

就是青，她早就知道了我們倆的事。她說我

若殺了你，不但能為爸爸報仇，還可以破自

己的障。

“我就在那時突然出手，用冰針刺破了

她的腦脈。這麽多年來，她過慣了貴婦人的

生活，對殺人技藝已經生疏。我知道我的殺

障再也無法破除了，我燒了她的經紀人手冊

，從此沒人知道我是殺手，我以為可以就此

平靜度過一生。但在我接手孫氏集團後，才

發現這世界原來一樣殘酷，我不過是把殺手

的身份換到了商界而已。但我既然註定沒有

自由，也抓不住愛情，那麽，財富和權勢，

就是我唯一能抓住的東西了。我剛才本想殺

了你，但我發現自己已經不愛你了，殺了你

也破不了我的障。”說完，她看了我一眼，

把頭偏過去，輕聲道，“你走吧。”

那一瞬間，我知道記憶裏的那個孫曲婉

，的確已經消逝，眼前只是一個美麗的空殼

。

我推開門，在眾目睽睽中走出了女衛生

間。墻上的鏡子泛出刺眼的光，像網一樣罩

在她身上，一如她心裏的障，此生再也逃不

脫，解不開。

我回到那個小城，不再回想過去，繼續

開我的書店。我的障殺在孫世傑身上得到終

結，我的情障在曲婉之後化為烏有。這世間

那麽多的障，沒有人能一一破開，但我卻很

幸運地破開了最重要的兩個。作為殺手，這

也就夠了。

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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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3535屆美南華裔青少年夏令營在營屆美南華裔青少年夏令營在營
長陳禮及副營長陳佳琪的領導下長陳禮及副營長陳佳琪的領導下，，260260
位學員位學員、、6060位輔導員位輔導員、、副輔導員及副輔導員及5050
位行政人員歡樂充實度過了夏令營的文位行政人員歡樂充實度過了夏令營的文
化薰陶化薰陶。。在為期一週的夏令營群體生活在為期一週的夏令營群體生活
，，88歲到歲到1818歲的學員們不但學到了中華歲的學員們不但學到了中華
文化文化，，也在所有行政人員的身上感受到也在所有行政人員的身上感受到
傳承的氛圍傳承的氛圍。。

休士頓華裔夏令營休士頓華裔夏令營（（HoustonChiHoustonChi--
neseYouth CampneseYouth Camp））在董事長石思孟於在董事長石思孟於
19851985年創辦之後年創辦之後，，66年前由華裔第二代年前由華裔第二代
張馥及陳婷儀接棒到今年第三代的陳禮張馥及陳婷儀接棒到今年第三代的陳禮
及陳佳琪及陳佳琪，，在這過程中在這過程中，，真的讓孩子們真的讓孩子們
感受到傳承的重要感受到傳承的重要。。雖然營長及副營長雖然營長及副營長
都只有都只有2020多歲多歲，，導師也都是導師也都是3030 至至4040歲歲
的志工的志工，，他們都是曾經參加過他們都是曾經參加過CYCCYC的成的成
員員，，就因為就因為CYCCYC的一股凝聚年輕人的魅的一股凝聚年輕人的魅
力力，，讓志工願意讓志工願意犠犠牲一個禮拜的假期來牲一個禮拜的假期來
幫忙幫忙，，也因此也因此CYCCYC在大家的努力下在大家的努力下，，不不
斷的成長茁壯斷的成長茁壯。。

今年夏令營自今年夏令營自77月月2121日從休士頓搭日從休士頓搭
巴士出發到路州的巴士出發到路州的McNeese State UniMcNeese State Uni--
versityversity之後之後，，大家就開始了緊湊的課程大家就開始了緊湊的課程
。。孩子們在短短的一星期內學習到由曾孩子們在短短的一星期內學習到由曾
老師帶領的中國功夫老師帶領的中國功夫、、黃老師的國畫欣黃老師的國畫欣

賞賞、、陳老師的手工藝術陳老師的手工藝術，，今年的合唱蕭今年的合唱蕭
老師還教學員近代歌曲老師還教學員近代歌曲，，讓營區裡每天讓營區裡每天
都洋溢著青春的氣息都洋溢著青春的氣息！！多年來一直支持多年來一直支持
CYCCYC的的DOUGDOUG老師老師，，頂著個大鬍子教著頂著個大鬍子教著

孩子們最愛的扯鈴孩子們最愛的扯鈴；；AndrewAndrew老師的街老師的街
舞更是孩子們期待的課程舞更是孩子們期待的課程。。遠從台灣來遠從台灣來
的郭老師的郭老師，，神奇的以兩堂課的時間神奇的以兩堂課的時間，，讓讓
5050位孩子跳完一支美妙的民俗舞蹈位孩子跳完一支美妙的民俗舞蹈！！學學

員們也都在團隊生活中員們也都在團隊生活中，，領略到互相支領略到互相支
持及鼓勵的重要性持及鼓勵的重要性。。

休士頓經文處處長陳家彥及僑教中休士頓經文處處長陳家彥及僑教中
心副主任楊容清當天也特地前來參加夏心副主任楊容清當天也特地前來參加夏
令營的結業典禮令營的結業典禮。。陳處長致詞時勉勵學陳處長致詞時勉勵學
員多參與台灣來美的文化團隊活動員多參與台灣來美的文化團隊活動。。家家
長當天看到自己孩子的學習成果長當天看到自己孩子的學習成果，，也都也都
深深感受到深深感受到CYCCYC工作團隊的努力及對學工作團隊的努力及對學

員的真心付出員的真心付出。。從大家離營前依依不捨從大家離營前依依不捨
的眼神中的眼神中，，依稀透露出明年夏令營大家依稀透露出明年夏令營大家
一定還會在一起的自信神情一定還會在一起的自信神情！！

有興趣瞭解或支持美南華裔夏令營有興趣瞭解或支持美南華裔夏令營
的僑胞朋友的僑胞朋友，，請點閱官網請點閱官網 www.houswww.hous--
toncyc.comtoncyc.com，，今年的精采焦點也都在今年的精采焦點也都在
youtubeyoutube上哦上哦！！

華裔青年打破傳統華裔青年打破傳統，，
讓文化傳承走的更富創意讓文化傳承走的更富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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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8月15日（星期四）體育新聞5 ■責任編輯：郭愉薇

港超首輪賽程（前者主場）
日期

8月30日（星期五）

8月31日（星期六）

8月31日（星期六）

8月31日（星期六）

9月1日（星期日）

開賽時間

20:00

14:30

17:30

20:00

14:30

對賽隊伍

傑志對愉園

和富大埔對富力R&F

佳聯元朗對東方龍獅

冠忠南區對標準流浪

理文對香港飛馬

地點

旺角大球場

大埔運動場

元朗大球場

旺角大球場

深水埗運動場

2019姚基金希望小學籃球季
全國集訓及聯賽日前在貴州省銅
仁市揭幕。來自全國各地區的44
支球隊齊聚於此，將在接下來的
一周時間內展現歷經籃球季成長
帶來的蛻變。

今年的籃球季首次設立“支
教之星”獎項，旨在表彰籃球季期
間表現優異的高校志願者。他們燃
燒自己的青春，用汗水和愛心為鄉
村孩子帶去專業的體育教育課程，
並見證他們從鄉村走向城市的每一
步。作為今年全國賽最為特別的環
節，16位“支教之星”也受邀來
到現場，他們將參與全國賽各個分
項活動。

截至2019年，姚基金希望小
學籃球季已經覆蓋全國29個省區
市的700餘所鄉村小學，規模進一

步擴大，山西、湖北、內蒙古和
湖南成為新的賽區，將“以體育
人”理念植入更多地方。開幕式
現場，在2019國際籃聯籃球世界
盃吉祥物“夢之子”的帶領下，
各支球隊身着代表各地區的服裝
進入場館，他們的出場獲得了全
場觀眾的熱烈歡迎。

姚基金副理事長陸浩表示，
2019姚基金希望小學籃球聯賽落
戶銅仁，是姚基金積極走進西部
地區的具體行動。“扶貧先扶
智，讓更多鄉村地區的孩子接受
良好的教育是扶貧開發的重要任
務，也是阻斷貧困代際傳遞的重要
途徑。希望孩子們能夠感受體育精
神，享受運動的快樂，因體育而獲
得成長。”陸浩說。

活動開啟後，來自全國各個

地區的孩子們除了用籃球語言交
流切磋之外，還將體驗豐富多彩
的室內課，並接受來自美國的職
業青訓教練的輔導。據悉，今年
的室內課將包括營養健康課、財

商課、手工課、世界盃小知識課
堂等內容，致力於拓寬孩子們的
視野，讓他們除了在籃球場上揮
灑汗水外，還能學習和掌握更多
的技能。 ■新華社

姚基金全國賽貴州揭開戰幕
整個夏天，“大魔王”周琦的去向都牽動着

多支CBA勁旅和眾多球迷的心。作為周琦征戰
CBA的老東家，新疆廣匯男籃日前發佈消息
稱，周琦已與新疆男籃完成簽約，只待向CBA
聯賽正式報送註冊材料，經審核、公示後，周琦
便可身披新疆隊戰袍重返CBA賽場。

在這條題為“周琦回來了”的官宣消息中，
新疆男籃對周琦在2016-2017球季總決賽上帶傷
出戰表示稱讚，該季周琦幫助新疆男籃奪得了球
隊歷史首座CBA總冠軍獎盃。奪冠後，周琦赴
美加盟NBA侯斯頓火箭。在2017-2018球季期
間，周琦共為火箭出戰19場，場均上場6.5分
鐘，貢獻1.3分、1.2個籃板和0.1次助攻，其餘
時間則在為NBA發展聯盟的毒蛇隊効力。

自周琦決定重返國內籃壇以來，關於他的轉
會傳聞就未曾間斷，引起外界廣泛關注。今年4
月，CBA公司做出裁決表示，周琦如果在下季
回到CBA賽場，那麼新疆男籃享有對周琦為期
兩年的優先註冊權或獨家簽約權。新疆男籃在本
次官宣中表示，球會與周琦就簽署合約細節進行
了多次溝通和交流，並在遵守CBA相關合同制
度要求的前提下表達出高度誠意。而周琦出於對
個人職業規劃的嚴謹、認真的訴求和對母隊的濃
厚感情，最終雙方完成簽約。

目前，周琦正隨國家男籃備戰2019男籃世
界盃，新疆男籃在官宣中表示，希望周琦全力以
赴投入集訓備戰，力爭以最佳狀態迎接世盃，為
中國男籃爭取佳績作出貢獻。 ■新華社

新
疆
男
籃
官
宣
周
琦
歸
隊

在日前進行的第二屆全國
青年運動會游泳比賽中，女子
800米自由泳亞洲紀錄保持者王
簡嘉禾以8分33秒48的成績奪
冠，捍衛了自己在這個項目的
統治。東道主太原泳校隊狂攬
三金成當日最大贏家。

本屆青運會游泳項目已進
行至第四個比賽日，王簡嘉禾
僅在首日女子甲組400米自由
泳比賽中斬獲一塊金牌。在日
前的800米自由泳決賽中，17

歲的她再次以絕對優勢奪冠，
另一名中國泳壇新生代小花李
冰潔奪得第四。“這個成績算
是在預期之內，大家都發揮出
了最好的水平。”王簡嘉禾
說，下一階段將按照教練安排
備戰東京奧運會，爭取取得好
成績。

是日比賽共產生 9 塊金
牌，太原泳校隊一舉奪得女子
乙組50米蝶泳、女子甲組100
米蛙泳和女子乙組200米自由

泳三塊金牌。此前奪冠熱門浙
江代表團的吳卿風和余依婷均
在女子乙組50米蝶泳中敗給14
歲的王一淳。在女子甲組100
米蛙泳中奪冠的山西本土選手
楊暢賽後表示，主場作戰壓力
確實是有，但勝在了心態：
“之前在自己主項上細節出了
問題，沒有拿到金牌，今天在
這個項目把金牌爭回來了，感
覺自己爭了一口氣。”

■新華社

王簡嘉禾橫掃二青會女800自

■■王簡嘉禾在比賽後王簡嘉禾在比賽後。。 新華社新華社

■■周琦正周琦正
為國家隊為國家隊
備戰世界備戰世界
盃盃。。

新華社新華社

■■姚基金姚基金
希望小學希望小學
籃球季揭籃球季揭
幕幕。。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愉園愉園88..3030演開幕戰演開幕戰傑傑志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新一

季港超聯賽程終於塵埃落定，開鑼戰將於8

月30日上演，由傑志於旺角大球場迎戰“升班

馬”愉園；而富力R&F的主場仍有待落實，如

未能在首場比賽前符合要求，富力來季需要移

師小西灣運動場出戰主場賽事。

足總14日終於公佈新球季完整賽程，2019/20球季
將於8月30日開鑼並於明年5月23日煞科，10支

球隊將會合演90場賽事，揭幕戰將由剛換帥的傑志迎
戰“升班馬”愉園，另外首周焦點大戰則是改頭換面
的上屆冠軍和富大埔硬撼大肆增兵的富力R&F。

富力或改以小西灣作主場
上季屈居亞軍的富力今季繼續簽入多名強援，其

中香港足球先生伊高沙托尼的加盟更是令球隊鋒力大
增，不過富力新球季的主場則仍未落實，如廣州燕子
崗球場在第二周對愉園的賽前仍未能符合要求，富力
來季將會以小西灣運動場作為主場，相信有關方面
會盡快作出決定。

大埔與傑志將於9月22日，在旺角大球場出戰
社區盃，爭奪新一季首項錦標；另外菁英盃賽制會
有所改變，10支球隊將分為兩組進行雙循環賽事，
而兩組首名則會直接晉身決賽。至於足總盃會於明
年2月開始首圈比賽，在5月30日上演決賽，作為
2019至20球季的最後一場本地賽事。

總結本季聯賽編排，上屆冠軍大埔開季便遇
上富力、飛馬和東方龍獅等對手，估計不易應
付；富力首兩周便先後遇上傑志和東方龍獅，相
信會遇上一定考驗；相反傑志首三輪對手僅為愉
園、元朗和理文，相信有利於季初搶分；至於東
方季初對手有元朗、富力、大埔和流浪，形勢可
說是較為平均。

港 超 賽 程 塵 埃 落 定

■■傑志於開鑼戰鬥愉園傑志於開鑼戰鬥愉園。。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富力或改以小西灣富力或改以小西灣
運動場作主場運動場作主場。。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伊高沙托尼伊高沙托尼（（右右））將於首將於首

輪聯賽倒戈大埔輪聯賽倒戈大埔。。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BB1010美南電視介紹

以脫口秀為中心，加入音樂表演，小品表演，

舞蹈，觀眾互動等多种表現形式。

▲ 節目截圖

節目介紹：
《大鵬劇場秀》是《大鵬嘚吧嘚》的另一種線下演出模式，可以說是
精編版，或者帶有綜藝性質的《大鵬嘚吧嘚》。劇場秀模式部分借鑒
了美國輝煌了70年的王牌綜藝節目《周六夜現場》，以大鵬擅長的脫
口秀為中心，加入音樂表演，小品表演，舞蹈，觀眾互動等多種表現
形式，在豐富傳統脫口秀形式的同時，力求加強現場演出時的代入感
和即興感，事實證明，這種區別於線上信息單向傳播的互動傳播方式
為live演出增色不少，也取得了非常好的口碑。
本期節目將介紹: 大鵬嘚吧嘚第416期：眾星亂舞時裝周

播出時間：
每個週五上午10點，重播為週一早上5點和中午12點半。 ▲ 節目截圖

《大鵬劇場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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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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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五 2019年8月16日 Friday, August 16, 2019



BB1111廣告

BB22廣 告
星期五 2019年3月15日 Friday, March 15, 2019

*優惠至2019年6月30日止。申請費用減免僅適用SBA 7(a)貸款並於放款時抵扣。申請資料必須於2019年6月30日前送達華美銀行，撥款日期最晚為2019年9月30日。可能收取其他費用。貸款產品需遵守華美銀行的申請、核保、

評估及信用審核要求。所有費率、期限、規範及產品如有變動或終止，恕不另行通知。可能適用其他限制。

華美中小企業方案

助您再創事業高峰
不論您需要營運資金或計畫購置商用地產，

讓我們的SBA小型商業貸款為您提供助力，

邁向成功。  

限時優惠

2019年6月30日前申請SBA 7(a)貸款，可獲得高達 

$2,500 的申請費減免優惠。*

詳情請上網 eastwestbank.com/offer19 

或致電 888.245.1756。

SBA小型商業貸款的優勢：

商業地產僅需10%頭款

貸款期較長 = 每月還款額較低

用途廣泛

可用於指定類型的商用地產

星期五 2019年8月16日 Friday, August 16,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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