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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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3.2019

1182

 全球直播
LIVE

想贏得高薪熱門的好職位 ?

HCC 提供多樣課程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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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哈塔伊土耳其哈塔伊，，堂兄弟堂兄弟Mehmet KurtulanMehmet Kurtulan和和Huseyin GunduzHuseyin Gunduz已有已有
2020年沒剪胡子了年沒剪胡子了，，他們的胡子長他們的胡子長8080厘米厘米。。平日會用吹風機和發膠來塑平日會用吹風機和發膠來塑
造胡子塑形造胡子塑形。。

甘肅瑪曲格薩爾賽馬節上演甘肅瑪曲格薩爾賽馬節上演““馬上絕技馬上絕技””

甘肅瑪曲格薩爾賽馬節甘肅瑪曲格薩爾賽馬節
上演的上演的““馬上絕技馬上絕技””表演吸表演吸
引民眾引民眾。。當日當日，，中國中國··九色九色
甘南香巴拉甘南香巴拉··第十二屆格薩第十二屆格薩
爾賽馬節在甘肅甘南藏族自爾賽馬節在甘肅甘南藏族自
治州瑪曲縣格薩爾賽馬中心治州瑪曲縣格薩爾賽馬中心
拉開帷幕拉開帷幕。。來自甘肅來自甘肅、、青海青海
、、四川四川、、西藏西藏、、雲南雲南55省區省區
4646支參賽隊的支參賽隊的873873匹馬匹馬，，將將
在在66天時間裏進行傳統項目天時間裏進行傳統項目
和專業項目等和專業項目等77項賽事的角項賽事的角
逐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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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數字人民幣即將推出
具有哪些突破性意義？

中國人民銀行推出的數字貨幣，是

基於互聯網新技術，推出全新的加密電

子貨幣體系，這無疑是壹場貨幣體系的

重大變革。

研究五年之久的中國央行數字貨幣

“呼之欲出”。中國人民銀行支付結算

司副司長穆長春在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

上表示，央行數字貨幣即將推出，將采

用雙層運營體系。

個人和企業數字貨幣項目壹度是
主流

隨著互聯網科技和大數據的發

展，全球湧現了不少所謂的“數字

貨 幣 ” 。如今央行數字貨幣呼之欲

出，眾多的非主權“數字貨幣”即此

也將相形見絀。

截至目前，全球還沒有壹家央行推

出主權“數字貨幣”。正因如此，“劍

走偏鋒”的IT科技奇才們，充分利用金

融科技創新和“區塊鏈”技術，早在十

年前就搞出了所謂的“數字貨幣”比特

幣。

但從貨幣屬性看，比特幣本質上並

非貨幣。從技術上來講，比特幣確有壹

定的先進性，比如，它采用了區塊鏈技

術，多邊記賬、實時查詢、軟件開源、

P2P 形式，它不依靠特定貨幣機構發

行，依據特定算法，通過大量的計算

產生。比特幣使用整個P2P網絡中眾多

節點構成的分布式數據庫，來確認並記

錄所有的交易行為，並使用密碼學的設

計來確保貨幣流通各個環節安全性。點

對點的傳輸，意味著壹個去中心化的支

付系統。

比特幣誕生十年來，壹直被定義

為“衍生產品”，受各國監管尺度不

同、勒索軟件贖金、跨境洗錢及投機

逐利炒作等影響因素，上漲壹度超 2

萬美元壹枚。然而，其投機性受到監

管趨緊和技術問題等影響，導致價格

大起大落。

受比特幣示範效應影響，眾多類

比特幣們應運而生，時下非主權的所

謂“數字貨幣”全球總計超百種之多，

壹定程度幹擾了國際貨幣金融體系。

在巨大的“鑄幣稅”誘惑下，更多企

業和個人躍躍欲試。甚至美國著名上

市公司臉書也發布數字貨幣Libra 項目

，這引發了許多全球區塊鏈概念企業

的奮起直追。

值得關註的是，並非任何個人和企

業都可以發行數字貨幣。從貨幣的本質

看，只有國家才能對貨幣行使發行的最

高權力，而且這是排他性的權力。因此

，不管技術多麼先進，也不能超越國家

的貨幣發行權。

央行推數字貨幣具有突破性意義

在金融科技大數據時代，對主權國

家來講，最好的踐行貨幣國家發行權的

辦法是由政府和中央銀行發行管控範圍

的主權數字貨幣。我國央行推出數字貨

幣具有重要的突破性意義。

我國央行推出的數字貨幣，它不是

指現有貨幣體系下的貨幣數字化，而是

基於互聯網新技術，特別是區塊鏈技術

，推出全新的加密電子貨幣體系，這無

疑是壹場貨幣體系的重大變革。

據報道，我國央行數字貨幣將采用

雙層運營體系，即人民銀行先把數字貨

幣兌換給銀行或者是其他運營機構，再

由這些機構兌換給公眾。在這個過程中

，央行將堅持中心化的管理模式：央行

不預設技術路線，不壹定依賴區塊鏈，

將充分調動市場力量，通過競爭實現系

統優化。

事實上，央行數字貨幣在壹些功能

實現上與電子支付有很大的區別。以往

電子支付工具的資金轉移必須通過傳統

銀行賬戶才能完成，采取的是“賬戶緊

耦合”的方式。而央行數字貨幣是“賬

戶松耦合”，即可脫離傳統銀行賬戶實

現價值轉移，使交易環節對賬戶依賴程

度大為降低。央行數字貨幣既可以像現

金壹樣易於流通，有利於人民幣的流通

和國際化，同時可以實現可控匿名。

可以預見的是，數字人民幣時代即

將到來，數字人民幣是基於國家信用、

由央行發行的法定數字貨幣，將會產生

很大的積極影響。

對商業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來講，

其既是機遇又是挑戰，未來將基於數字

貨幣衍生出更多的數字信貸、數字資產

和數字負債等創新，而非主權“數字權

貨幣”也會逐漸降溫。此外，央行數字

貨幣發行後能提升對貨幣運行監控的效

率，豐富貨幣政策手段。

發行央行法定數字貨幣，將使貨幣

創造、記賬、流動等數據實時采集成為

可能，並在數據脫敏以後，通過大數據

等技術手段進行深入分析，為貨幣的投

放、貨幣政策的制定與實施提供有益的

參考，並為經濟調控提供有益的手段。

與此同時，央行數字貨幣還能夠在反洗

錢、反恐融資方面提供幫助。

總之，中國人民銀行推出數字貨幣

，無論是對國內還是對國際，都是壹場

重大的貨幣體系變革。

中國與東盟農業合作：未來如何把握機遇？
綜合報導 今年以來，東盟歷史性地成為中國

第二大貿易夥伴，僅次於中國與歐盟貿易額，中

國則連續10年保持東盟第壹大貿易夥伴的地位。

中國—東盟商務理事會執行理事長許寧寧表示，

當前世界經濟不穩定性增多，比鄰而居的中國和

東盟特別需要加強包括農業在內的產業合作，以

應對挑戰。

由中國—東盟商務理事會和連雲港政府共同主

辦的農業經貿洽談會在北京舉行。

許寧寧說，中國與東盟貿易、投資活躍，得益

於雙方經貿互補性強、經貿合作需求大，也得益於

雙方睦鄰友好關系的不斷鞏固和發展。如今，農業

日益成為中國與東盟國家合作的重點領域。

許寧寧表示，不管是發達國家與發達國

家之間，還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相

互開放農業都非易事。中國和東盟率先把農業

作為開放的領域，充分表達了雙方之間合作的

信心。

由於存在優勢互補，中國與東盟農業合作正迎

來更多商機。

泰國駐華大使館商務公使齊雅文表示，泰中在

農業領域已簽訂壹系列備忘錄，在農業領域的經貿

合作已給兩國和兩國農民都帶來收益。泰國與中國

的農產品之間存在優勢互補，很多有特點的泰國農

產品，如大米、幹果、蜂蜜、奶制品、木薯幹等已

獲得批準向中國出口，泰中之間在推廣農產品貿易

方面還有很大空間。

菲律賓駐華大使館農業參贊安娜(Ana Abe-

juela)表示，菲律賓與中國之間在農產品投資和貿

易合作領域，存在很大互補合作空間。譬如很多

中國投資者在尋求香蕉種植的投資機會，而菲律

賓鼓勵外國企業參與到香蕉的生產和種植過程中

。菲律賓希望能提高榴蓮等農產品對中國的出口

量，解決市場準入問題；菲律賓非常適合種植草

藥和香料用於生產各種調味品，這也是中國企業

值得關註的投資領域。

目前，越南、緬甸等東盟國家正在大力發

展食品工業，為中國食品加工機械和食品包裝

機械走進東盟帶來了新商機。此外，中國與東

盟國家相互交通便利，運輸周期較短，經貿互

補性大，這也為中國與東盟的農業合作帶來更

多商機。

怎樣抓住機遇？許寧寧就未來中國各地如何發

展與東盟的合作提出幾點建議。

第壹，根據本地區優勢與東盟十國的各自優勢

、雙方產業互補性，找準著力點，有計劃、有組織

的積極推動本地區與東盟有關國家合作，將合作做

細做實。

第二，大力提高國際合作水平。目前，中國地

方部門在農業領域整體國際合作水平不高，需要更

好地結合現在開放形勢的需要，積極了解東盟國家

的需求、市場特點、產業規劃等等。

第三，積極走進東盟，推進商機，洽談合作。

第四，多領域、多渠道與東盟合作，充分

發揮有關非政府組織、商會、專業機構的作用

和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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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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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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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55美南電視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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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露風聲 柯文哲拱郭臺銘參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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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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方便，也可以在Apps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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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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0日 Tuesday, August 20,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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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阿努纳奇人，是远古时期来

到地球的外星文明，尽管研究者长期

以来争论著，但是他们存在地球的事

实被许多古代文献完整记载，主流历

史却全然漠视。

根据民间科学爱好者撒迦利亚·

西琴(Zecharia Sitchin)的研究，阿努纳

奇的神祇创造了人类成为奴隶种族，

称做阿达姆(Adamu)，是第一批在地

球的人类，这群人类是 450,000 年前阿

努纳奇人以智能设计创造出来的产物

，当时的古阿努纳奇人混种他们自己

和史前地球人的基因(DNA)，目的是

为了获取人力来协助他们开采地球自

然资源。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在古代苏美

文献和现在宗教典籍像是圣经两者之

间有着许多的相似处，他们持有相似

的人类起源吗？一些非洲文化相信外

星人已经造访地球已好几万年历史了

，例如祖鲁族传说着某段时期来自星

星的访客 (visitors from the stars) 来地

球开凿黄金和其它自然资源。这些矿

石是由第一批创始人类(First People)奴

隶来进行开采的。

由奥斯丁 · 亨利 · 莱亚德 (Austen

Henry Layard) 带 领 的 考 古 团 队 开 凿

《 圣 经 》 中 描 述 的 尼 尼 微 城 市

(Nineveh) 期 间 ， 发 掘 了 亚 述 巴 尼 拔

(Ashurbanipal)统治时期的古代亚述图

书馆遗迹。有趣的是，在开凿过程中

，其中一个重要的发现是一系列的楔

形文字刻写板，叫做埃努玛· 埃利什

史诗，或者更为人所知的是七片创作

(The Seven Tablets of Creation)。根据许

多的研究者指出，七片创作是在描述

一个故事，关于一群叫做阿努那奇的

神祇，从天堂降临下来创造了人类种

族。

苏美王表( The Sumerian King List)

可能是最重要的古代文献之一，完美

的叙述一段时期的历史，由「神」

(Gods)身份的国王统治人类数千年之

久。﹝ 这里有更多苏美王表的报导

﹞

苏美王表最有趣的部份之一是在

描写最早时期的历史，八位国王统治

地球共二十四万一千两百年，自从第

一位王权从天而降之后，君主统治一

直到大洪水来临

，将整片大地横

扫之后，洪水过

后，王权再度从

天而降。

你 知 道 大 洪

水的早期记载是

在古代苏美文献

中发现的吗？根

据苏美人说法，

埃 里 都 (Eridu)，

就是现代伊拉克

的阿部沙林 (Abu

Shahrein)，据说是

第一个被创造的

城市，是伟大的

神祇恩基(Enki)的

故乡城邦，这座

城市被认定大约

于西元前 5400 年

创立的。

埃里都创世纪是在西元前 2,300 年

前创作文献，是最早大洪水的记载，

比圣经的创世纪所记载的大洪水预期

更早，埃里都的创世纪神指导乌特纳

匹什提姆（Utnapishtim ）建造一艘大

船并集结所有生命的种子(the seed of

life).。

南非马布多(Maputo)港口以西一百

五十公里处，我们发现了现今人们提

到最早的古阿努纳奇人的大城遗址，

根据一开始的测试报告，一个大于一

千五百平方公里的史前城市存在证据

被发现了，它属于一个远古时期不知

名的人类居住古文明所在，主流学者

告知，这是并非一开始就在地球居住

的高度发展文明。

根据其中一位调查南非遗址的研究

员Michael Tellinger看法，这个发现将会

彻底改观我们对人类历史的起源。

Tellinger 提到这个令人惊讶的古城

，甚至只是一个更大规模社会的一部

份，估计约有一万平方公里的面积，

大约是在西元前 160,000 至 200,000 年

之间建造的。

1976 年，撒迦利亚· 西琴的著作

《第十二个天体》(The Twelfth Planet)

引起了各方争议，在他后来的著作里

，西琴发表了古代苏美文献翻译本，

这些译本是关于地球人类的起源一些

不可思议故事，和我们在学校所学的

正统历史大异其趣。

译本中描述，尼比鲁(Nibiru)是位

于太阳系边缘的一个神秘大星体，是

阿努纳奇人的故乡，但后来毁坏了，

唯一可以拯救星体的东西是「黄金」

(gold)。

西琴假设阿努纳奇人是来自尼比

鲁(它有一个 3,600 年椭圆形的轨道)到

地球开采黄金，原来的行星的矿石和

资源已全数耗尽，尤其是黄金。阿努

纳奇人的母星大气层中的黄金消失了

需要黄金来补救，所以他们就来地球

开采黄金并且运回故乡行星。

你知道黄金可以反射出红外线光

吗？红外线是不可见光，然而若与一

定热度交互作用，放射物与粒子作用

后振动更快速，你就会感受到热能，

黄金也可以制出一个极佳的热能防护

层，部份原因是黄金相当具有展延性

。

黄金有更好的优点，你可以把它

做的很薄，以便更容易操作，它有着

极优的热能反射和保护作用属性使得

寿命周期可以延续，我们这么说好了

，黄金是无法毁坏的，古代文明在数

千年前用它来做雕像和建物，将黄金

物尽其用，几千年前如此，现代也一

样。

不仅仅是古代苏美文明，全世界

的古文明的社会中，黄金总是占有特

别位置。

阿努纳奇人 颠覆人类历史认知

【泉深/圖文】8月17日晚，由來自世界五十多個國家的100
名醫生組成的世界醫生交響樂團（world Doctors Orchestra）在萊
斯大學Rice University) 校園的音樂廳舉行的盛大慈善音樂會，目
的是支持無國界，政治或經濟利益都不受限制的全球基本醫療保
健， 將音樂會的收益捐贈給當地的慈善機構。休斯敦KHOU電
視台11頻道和美南國際電視頻道進行了現場錄播。

世界醫生交響樂團的創始人和指揮是Stefan Willich，他是柏
林Charité大學醫學中心的醫學教授，柏林Hanns Eisler音樂學院
的前任院長。他的到來為休斯敦音樂愛好者送上一場精彩的交響
樂盛宴！

音樂會由休斯敦 KHOU 電視台 11 著名主持人 Shern-min
Chow主持。世界醫生交響樂團演奏了以鋼琴家梅瑞（Mei Rui）
博士為主題的鋼琴協奏音樂會，她彈奏了拉赫瑪尼諾夫的第一鋼
琴協奏曲，隨後是勃拉姆斯的第二號交響曲。

鋼琴家梅瑞博士於2015年世界鋼琴比賽中獲得銅獎，被波
士頓環球報稱讚為“鉚釘”（riveting）藝術家，並被波士頓音樂
情報部門譽為“深深感受和激烈音樂性” （deeply felt and in-
tense musicality） 的藝術家。梅瑞無論是在美國還是在國外都獲
得了好評，包括最近與辛辛那提交響樂團一起演奏拉赫瑪尼諾夫
第3鋼琴協奏曲（Rachmaninoff Piano Concerto No.3 ）。她畢業
於耶魯大學，耶魯大學音樂學院和斯托尼布魯克（Stony Brook
），擁有分子生物物理學和生物化學（B.A.）和音樂（M.M.，A.
D，D.M.A）的雙學位。在攻讀（Doctor of Musical Arts ，D.M.
A.) 期間，她在紐約城市大學索菲戴維斯生物醫學院擔任有機和

普 通 化 學 客 座 助 理 教 授
（2008-2012）。去年，她
在法國巴黎的盧浮宮博物館
禮堂與小提琴家項羽進行了
一場開季的音樂會。她與製
片人朱迪思謝爾曼合作錄製
了Eric Nathan的鋼琴獨奏作
品，她於 2015 年獲得格萊
美獎提名。邁克格林伯格最
近在聖安東尼奧舉行的獨奏
音 樂 會 寫 到 ： “ 瑞 擁 有
‘令人驚嘆的技巧’和‘非
凡的色彩指揮’（Rui pos-
sesses ‘breathtaking tech-
nique’ and an ‘extraordi-
nary command of color’ ）
。

世界醫生管交響樂團成
立於 2008 年，目的是將精
美音樂的樂趣與全球醫療責
任相結合，每年有來自世界五十多個國家約100名醫生聚集在一
起舉行兩到三次演出，並為醫療援助項目舉辦一場慈善音樂會。
他們指出，雖然他們的日常工作重點是治愈患者，但作為一個交
響樂團，他們堅信無論是國界還是政治或經濟利益都不應限制基

本醫療保健的使用。樂團有專業音樂家的指導，演奏員需要精通
古典樂器和有交響樂隊的經驗。

世界醫生交響樂團是一個獨立的非營利組織，靠奉獻精神驅
動。

世界醫生交響樂團在萊斯大學
音樂廳舉行大型慈善音樂會

首席演奏家首席演奏家Stefan Willich & Mei RuiStefan Willich & Mei Rui 钢琴家钢琴家Mei RuiMei Rui

世界醫生交響樂團萊斯大學演出世界醫生交響樂團萊斯大學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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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佛教會於2019年8月18日假玉佛寺大雄
寶殿啟建 「盂蘭盆供僧暨超薦法會」 。由本會會
長會長上宏下意法師任主法和尚，其他九位法師
與會，約有五百五十人參加，場面嚴淨自持。盂
蘭盆梵語意為解到懸，為解除痛苦的意思，在佛
教中則有孝親報恩，超薦先人，祈福父母的涵義
。

法會有一系列誦經、超薦、說法和供僧活動
，包括星期四和星期五兩晚的恭誦《地藏菩薩本
願經》；星期六的 「三時繫念」 佛事；星期天
「盂蘭盆供僧暨超薦法會」 以及念佛大迴向。9月

1日還將在美洲菩提中心舉行 「報恩塔迴向法會」
。

法會於早上十點開始，鐘鼓聲中信眾合掌而
起，迎請法師開壇說法，首先和尚引領四眾諷頌
《戒定真香贊》及《佛說盂蘭盆經》。經畢，圓
福法師以 「在現代生活中，如何實踐供僧孝親的
善行」 為題開示宣講。法師首先指出布施功德就
如高處的流水，向著低處運流，得以充滿大海，
遍一切處，如此善行能資益往生的親友。子女應
該憶及父母親友的恩情，為他們修行布施。甚至
把所有需要的眾生想成是我的親友，觀想對方曾
施我為我所做。同時對往生的親人，不要過度哭
泣與憂愁，因為這樣對逝去的親人毫無利益。能

布施三寶和需要的眾生，把功德迴向往生父母親
友，如此長遠受益，自他得利，才是為人子女應
有的做法。孝順父母需要實踐以下四法: 1. 對三寶
和正法有信心；2. 受持五戒—不殺生、不偷盜、
不邪淫、不妄語、 不用麻醉品。3. 供養僧團，佈
施需要幫助的人。4. 對日常生活，要有諸法無常
的觀照智慧。

法師開示後，由李洪林居士鋼琴伴奏，許瑞
慶居士演唱 「浮生千山路」 和 「三百六十五里路
」 兩首歌曲，藉以表達佛教會四十年來法師們他
鄉異鄉，百里千山的弘法辛勞。接著由陳嘉昇居
士佛學分享，陳居士四歲就跟隨祖母來佛寺，後
來參加中文學校，少青組，目前是青少年佛學夏
令營的總輔導員。二十多年的過程中，接受佛法

的薰習，特別感謝家人和法師的指
導。佛前大供完畢後，在二胡《讚
僧歌》的絲竹聲中，佛教會信眾代
表，以香、花、燈、塗、果、樂六
事至誠供養僧寶。宏意法師，在供
僧後開示，首先代表出家師父感謝
信眾供養，並說明佛陀在世時是先
有結夏安居，再有超薦。盂蘭盆為
佛教報恩孝親的節日，為佛弟子，
常應感念四恩，藉此因緣感謝傳燈
淨海長老和永惺法師創立德州佛教

會，使佛法在美南地區生根。也感謝常住師父平
日不辭辛勞的弘法利生，也感謝會眾信徒多年的
護持。同時也介紹兩位新加入僧團，畢業於北京
佛學院的通弘法師和畢業於福嚴佛學院的法隆法
師 。

上午的法會結束後，大眾一起念佛經行到齋
堂用齋，過堂遵循止語，清淨莊嚴。這是此次法
會的另一個特色。盂蘭盆供僧暨超薦法會於下午
三點念佛大回向之後圓滿。

《佛說盂蘭盆經》中記載目犍連尊者看到自
己去世的母親在餓鬼道中受苦，於是用缽盛飯，
想送給母親吃，但是飯剛送到他母親手中，尚未
入口即化為灰燼。世尊指點說因為目犍連的母親
罪業深重，要靠十方僧眾的道力才能救拔。要在

七月十五日眾僧結夏安居修行圓滿的日子裡，敬
設盛大的盂蘭盆供，以百味飲食供養十方眾僧，
唯有以僧眾安居時，所成就的眾功德，才得以解
救其母。目犍連按照指示去做，果然使他的母親
得救。因此，盂蘭盆節表達了佛教的孝道。

20192019盂蘭盆供僧暨超薦法會盂蘭盆供僧暨超薦法會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國軍退徐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李文忠副主任委員蒞休探訪袍澤國軍退徐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李文忠副主任委員蒞休探訪袍澤
88月月1818日中午在姚餐廳與休士頓榮光會會員們聯歡交流日中午在姚餐廳與休士頓榮光會會員們聯歡交流

國軍退徐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李文忠副主任委員國軍退徐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李文忠副主任委員
搭乘長榮航空班機於搭乘長榮航空班機於88月月1717日深夜抵達休士頓日深夜抵達休士頓
訪問訪問，，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
長長、、休士頓榮光會董元慶會長休士頓榮光會董元慶會長、、左大為副會長左大為副會長

等到休士頓布希國際機場接機等到休士頓布希國際機場接機

孫鐵漢孫鐵漢、、美國退輔會友人及僑務諮詢委美國退輔會友人及僑務諮詢委
員劉秀美於員劉秀美於88月月1818日中午在休士頓姚餐日中午在休士頓姚餐

廳聯歡交流廳聯歡交流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參事李步青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參事李步青
代表與休士頓榮光會會員及孫鐵漢代表與休士頓榮光會會員及孫鐵漢、、美國美國
退輔會友人熱烈歡迎國軍退徐役官兵輔導退輔會友人熱烈歡迎國軍退徐役官兵輔導

委員會李文忠副主任委員委員會李文忠副主任委員

休士頓榮光會會長董元慶休士頓榮光會會長董元慶（（前右二前右二）、）、前會長丁方印前會長丁方印（（二右一二右一）、）、張連佑張連佑（（二左八二左八），），
副會長左大為副會長左大為（（二右三二右三），），理事陳煥澤理事陳煥澤（（二左一二左一）、）、禹道慶禹道慶（（二左三二左三）、）、朱幼楨朱幼楨（（一左一左
一一），），會員張台孝會員張台孝（（二左四二左四）、）、孫鐵漢孫鐵漢（（一左二一左二））及眷屬們及眷屬們，，僑務諮詢委員劉秀美僑務諮詢委員劉秀美（（一一
右一右一），），台北經文處副參事李步青台北經文處副參事李步青（（二右五二右五））與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與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李文忠李文忠（（前右三前右三）、）、科長葛得生科長葛得生（（二左七二左七）、）、科員黃詩雅科員黃詩雅（（二左六二左六））歡聚一堂歡聚一堂。。

國軍退徐役官兵輔國軍退徐役官兵輔
導委員會李文忠副導委員會李文忠副
主任委員與封昌明主任委員與封昌明

交流交流

休士頓榮光會董元慶會長休士頓榮光會董元慶會長（（左一左一））於於88月月1818日日
中午在姚餐廳贈送德州牛仔靴紀念品給國軍退中午在姚餐廳贈送德州牛仔靴紀念品給國軍退

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李文忠副主任委員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李文忠副主任委員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李文忠副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李文忠副
主任委員記念品由休士頓榮光會會長主任委員記念品由休士頓榮光會會長

董元慶代表接受董元慶代表接受

休士頓榮光會會長董元慶夫婦與國軍退休士頓榮光會會長董元慶夫婦與國軍退
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葛得生服務照顧處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葛得生服務照顧處

科長科長((右一右一))、、黃詩雅科員黃詩雅科員((左二左二))合影合影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李文忠副主任委員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李文忠副主任委員((右二右二))、、葛得葛得
生服務照顧處科長生服務照顧處科長((左一左一))與休士頓榮光會會長董元慶與休士頓榮光會會長董元慶、、前會前會

長張連佑長張連佑、、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參事李步青互動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參事李步青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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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01-ZHANG SOPHIE 張晴_C246_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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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3.2019

1182

 全球直播
LIVE

想贏得高薪熱門的好職位 ?

HCC 提供多樣課程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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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哈塔伊土耳其哈塔伊，，堂兄弟堂兄弟Mehmet KurtulanMehmet Kurtulan和和Huseyin GunduzHuseyin Gunduz已有已有
2020年沒剪胡子了年沒剪胡子了，，他們的胡子長他們的胡子長8080厘米厘米。。平日會用吹風機和發膠來塑平日會用吹風機和發膠來塑
造胡子塑形造胡子塑形。。

甘肅瑪曲格薩爾賽馬節上演甘肅瑪曲格薩爾賽馬節上演““馬上絕技馬上絕技””

甘肅瑪曲格薩爾賽馬節甘肅瑪曲格薩爾賽馬節
上演的上演的““馬上絕技馬上絕技””表演吸表演吸
引民眾引民眾。。當日當日，，中國中國··九色九色
甘南香巴拉甘南香巴拉··第十二屆格薩第十二屆格薩
爾賽馬節在甘肅甘南藏族自爾賽馬節在甘肅甘南藏族自
治州瑪曲縣格薩爾賽馬中心治州瑪曲縣格薩爾賽馬中心
拉開帷幕拉開帷幕。。來自甘肅來自甘肅、、青海青海
、、四川四川、、西藏西藏、、雲南雲南55省區省區
4646支參賽隊的支參賽隊的873873匹馬匹馬，，將將
在在66天時間裏進行傳統項目天時間裏進行傳統項目
和專業項目等和專業項目等77項賽事的角項賽事的角
逐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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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數字人民幣即將推出
具有哪些突破性意義？

中國人民銀行推出的數字貨幣，是

基於互聯網新技術，推出全新的加密電

子貨幣體系，這無疑是壹場貨幣體系的

重大變革。

研究五年之久的中國央行數字貨幣

“呼之欲出”。中國人民銀行支付結算

司副司長穆長春在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

上表示，央行數字貨幣即將推出，將采

用雙層運營體系。

個人和企業數字貨幣項目壹度是
主流

隨著互聯網科技和大數據的發

展，全球湧現了不少所謂的“數字

貨 幣 ” 。如今央行數字貨幣呼之欲

出，眾多的非主權“數字貨幣”即此

也將相形見絀。

截至目前，全球還沒有壹家央行推

出主權“數字貨幣”。正因如此，“劍

走偏鋒”的IT科技奇才們，充分利用金

融科技創新和“區塊鏈”技術，早在十

年前就搞出了所謂的“數字貨幣”比特

幣。

但從貨幣屬性看，比特幣本質上並

非貨幣。從技術上來講，比特幣確有壹

定的先進性，比如，它采用了區塊鏈技

術，多邊記賬、實時查詢、軟件開源、

P2P 形式，它不依靠特定貨幣機構發

行，依據特定算法，通過大量的計算

產生。比特幣使用整個P2P網絡中眾多

節點構成的分布式數據庫，來確認並記

錄所有的交易行為，並使用密碼學的設

計來確保貨幣流通各個環節安全性。點

對點的傳輸，意味著壹個去中心化的支

付系統。

比特幣誕生十年來，壹直被定義

為“衍生產品”，受各國監管尺度不

同、勒索軟件贖金、跨境洗錢及投機

逐利炒作等影響因素，上漲壹度超 2

萬美元壹枚。然而，其投機性受到監

管趨緊和技術問題等影響，導致價格

大起大落。

受比特幣示範效應影響，眾多類

比特幣們應運而生，時下非主權的所

謂“數字貨幣”全球總計超百種之多，

壹定程度幹擾了國際貨幣金融體系。

在巨大的“鑄幣稅”誘惑下，更多企

業和個人躍躍欲試。甚至美國著名上

市公司臉書也發布數字貨幣Libra 項目

，這引發了許多全球區塊鏈概念企業

的奮起直追。

值得關註的是，並非任何個人和企

業都可以發行數字貨幣。從貨幣的本質

看，只有國家才能對貨幣行使發行的最

高權力，而且這是排他性的權力。因此

，不管技術多麼先進，也不能超越國家

的貨幣發行權。

央行推數字貨幣具有突破性意義

在金融科技大數據時代，對主權國

家來講，最好的踐行貨幣國家發行權的

辦法是由政府和中央銀行發行管控範圍

的主權數字貨幣。我國央行推出數字貨

幣具有重要的突破性意義。

我國央行推出的數字貨幣，它不是

指現有貨幣體系下的貨幣數字化，而是

基於互聯網新技術，特別是區塊鏈技術

，推出全新的加密電子貨幣體系，這無

疑是壹場貨幣體系的重大變革。

據報道，我國央行數字貨幣將采用

雙層運營體系，即人民銀行先把數字貨

幣兌換給銀行或者是其他運營機構，再

由這些機構兌換給公眾。在這個過程中

，央行將堅持中心化的管理模式：央行

不預設技術路線，不壹定依賴區塊鏈，

將充分調動市場力量，通過競爭實現系

統優化。

事實上，央行數字貨幣在壹些功能

實現上與電子支付有很大的區別。以往

電子支付工具的資金轉移必須通過傳統

銀行賬戶才能完成，采取的是“賬戶緊

耦合”的方式。而央行數字貨幣是“賬

戶松耦合”，即可脫離傳統銀行賬戶實

現價值轉移，使交易環節對賬戶依賴程

度大為降低。央行數字貨幣既可以像現

金壹樣易於流通，有利於人民幣的流通

和國際化，同時可以實現可控匿名。

可以預見的是，數字人民幣時代即

將到來，數字人民幣是基於國家信用、

由央行發行的法定數字貨幣，將會產生

很大的積極影響。

對商業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來講，

其既是機遇又是挑戰，未來將基於數字

貨幣衍生出更多的數字信貸、數字資產

和數字負債等創新，而非主權“數字權

貨幣”也會逐漸降溫。此外，央行數字

貨幣發行後能提升對貨幣運行監控的效

率，豐富貨幣政策手段。

發行央行法定數字貨幣，將使貨幣

創造、記賬、流動等數據實時采集成為

可能，並在數據脫敏以後，通過大數據

等技術手段進行深入分析，為貨幣的投

放、貨幣政策的制定與實施提供有益的

參考，並為經濟調控提供有益的手段。

與此同時，央行數字貨幣還能夠在反洗

錢、反恐融資方面提供幫助。

總之，中國人民銀行推出數字貨幣

，無論是對國內還是對國際，都是壹場

重大的貨幣體系變革。

中國與東盟農業合作：未來如何把握機遇？
綜合報導 今年以來，東盟歷史性地成為中國

第二大貿易夥伴，僅次於中國與歐盟貿易額，中

國則連續10年保持東盟第壹大貿易夥伴的地位。

中國—東盟商務理事會執行理事長許寧寧表示，

當前世界經濟不穩定性增多，比鄰而居的中國和

東盟特別需要加強包括農業在內的產業合作，以

應對挑戰。

由中國—東盟商務理事會和連雲港政府共同主

辦的農業經貿洽談會在北京舉行。

許寧寧說，中國與東盟貿易、投資活躍，得益

於雙方經貿互補性強、經貿合作需求大，也得益於

雙方睦鄰友好關系的不斷鞏固和發展。如今，農業

日益成為中國與東盟國家合作的重點領域。

許寧寧表示，不管是發達國家與發達國

家之間，還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相

互開放農業都非易事。中國和東盟率先把農業

作為開放的領域，充分表達了雙方之間合作的

信心。

由於存在優勢互補，中國與東盟農業合作正迎

來更多商機。

泰國駐華大使館商務公使齊雅文表示，泰中在

農業領域已簽訂壹系列備忘錄，在農業領域的經貿

合作已給兩國和兩國農民都帶來收益。泰國與中國

的農產品之間存在優勢互補，很多有特點的泰國農

產品，如大米、幹果、蜂蜜、奶制品、木薯幹等已

獲得批準向中國出口，泰中之間在推廣農產品貿易

方面還有很大空間。

菲律賓駐華大使館農業參贊安娜(Ana Abe-

juela)表示，菲律賓與中國之間在農產品投資和貿

易合作領域，存在很大互補合作空間。譬如很多

中國投資者在尋求香蕉種植的投資機會，而菲律

賓鼓勵外國企業參與到香蕉的生產和種植過程中

。菲律賓希望能提高榴蓮等農產品對中國的出口

量，解決市場準入問題；菲律賓非常適合種植草

藥和香料用於生產各種調味品，這也是中國企業

值得關註的投資領域。

目前，越南、緬甸等東盟國家正在大力發

展食品工業，為中國食品加工機械和食品包裝

機械走進東盟帶來了新商機。此外，中國與東

盟國家相互交通便利，運輸周期較短，經貿互

補性大，這也為中國與東盟的農業合作帶來更

多商機。

怎樣抓住機遇？許寧寧就未來中國各地如何發

展與東盟的合作提出幾點建議。

第壹，根據本地區優勢與東盟十國的各自優勢

、雙方產業互補性，找準著力點，有計劃、有組織

的積極推動本地區與東盟有關國家合作，將合作做

細做實。

第二，大力提高國際合作水平。目前，中國地

方部門在農業領域整體國際合作水平不高，需要更

好地結合現在開放形勢的需要，積極了解東盟國家

的需求、市場特點、產業規劃等等。

第三，積極走進東盟，推進商機，洽談合作。

第四，多領域、多渠道與東盟合作，充分

發揮有關非政府組織、商會、專業機構的作用

和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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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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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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露風聲 柯文哲拱郭臺銘參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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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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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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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阿努纳奇人，是远古时期来

到地球的外星文明，尽管研究者长期

以来争论著，但是他们存在地球的事

实被许多古代文献完整记载，主流历

史却全然漠视。

根据民间科学爱好者撒迦利亚·

西琴(Zecharia Sitchin)的研究，阿努纳

奇的神祇创造了人类成为奴隶种族，

称做阿达姆(Adamu)，是第一批在地

球的人类，这群人类是 450,000 年前阿

努纳奇人以智能设计创造出来的产物

，当时的古阿努纳奇人混种他们自己

和史前地球人的基因(DNA)，目的是

为了获取人力来协助他们开采地球自

然资源。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在古代苏美

文献和现在宗教典籍像是圣经两者之

间有着许多的相似处，他们持有相似

的人类起源吗？一些非洲文化相信外

星人已经造访地球已好几万年历史了

，例如祖鲁族传说着某段时期来自星

星的访客 (visitors from the stars) 来地

球开凿黄金和其它自然资源。这些矿

石是由第一批创始人类(First People)奴

隶来进行开采的。

由奥斯丁 · 亨利 · 莱亚德 (Austen

Henry Layard) 带 领 的 考 古 团 队 开 凿

《 圣 经 》 中 描 述 的 尼 尼 微 城 市

(Nineveh) 期 间 ， 发 掘 了 亚 述 巴 尼 拔

(Ashurbanipal)统治时期的古代亚述图

书馆遗迹。有趣的是，在开凿过程中

，其中一个重要的发现是一系列的楔

形文字刻写板，叫做埃努玛· 埃利什

史诗，或者更为人所知的是七片创作

(The Seven Tablets of Creation)。根据许

多的研究者指出，七片创作是在描述

一个故事，关于一群叫做阿努那奇的

神祇，从天堂降临下来创造了人类种

族。

苏美王表( The Sumerian King List)

可能是最重要的古代文献之一，完美

的叙述一段时期的历史，由「神」

(Gods)身份的国王统治人类数千年之

久。﹝ 这里有更多苏美王表的报导

﹞

苏美王表最有趣的部份之一是在

描写最早时期的历史，八位国王统治

地球共二十四万一千两百年，自从第

一位王权从天而降之后，君主统治一

直到大洪水来临

，将整片大地横

扫之后，洪水过

后，王权再度从

天而降。

你 知 道 大 洪

水的早期记载是

在古代苏美文献

中发现的吗？根

据苏美人说法，

埃 里 都 (Eridu)，

就是现代伊拉克

的阿部沙林 (Abu

Shahrein)，据说是

第一个被创造的

城市，是伟大的

神祇恩基(Enki)的

故乡城邦，这座

城市被认定大约

于西元前 5400 年

创立的。

埃里都创世纪是在西元前 2,300 年

前创作文献，是最早大洪水的记载，

比圣经的创世纪所记载的大洪水预期

更早，埃里都的创世纪神指导乌特纳

匹什提姆（Utnapishtim ）建造一艘大

船并集结所有生命的种子(the seed of

life).。

南非马布多(Maputo)港口以西一百

五十公里处，我们发现了现今人们提

到最早的古阿努纳奇人的大城遗址，

根据一开始的测试报告，一个大于一

千五百平方公里的史前城市存在证据

被发现了，它属于一个远古时期不知

名的人类居住古文明所在，主流学者

告知，这是并非一开始就在地球居住

的高度发展文明。

根据其中一位调查南非遗址的研究

员Michael Tellinger看法，这个发现将会

彻底改观我们对人类历史的起源。

Tellinger 提到这个令人惊讶的古城

，甚至只是一个更大规模社会的一部

份，估计约有一万平方公里的面积，

大约是在西元前 160,000 至 200,000 年

之间建造的。

1976 年，撒迦利亚· 西琴的著作

《第十二个天体》(The Twelfth Planet)

引起了各方争议，在他后来的著作里

，西琴发表了古代苏美文献翻译本，

这些译本是关于地球人类的起源一些

不可思议故事，和我们在学校所学的

正统历史大异其趣。

译本中描述，尼比鲁(Nibiru)是位

于太阳系边缘的一个神秘大星体，是

阿努纳奇人的故乡，但后来毁坏了，

唯一可以拯救星体的东西是「黄金」

(gold)。

西琴假设阿努纳奇人是来自尼比

鲁(它有一个 3,600 年椭圆形的轨道)到

地球开采黄金，原来的行星的矿石和

资源已全数耗尽，尤其是黄金。阿努

纳奇人的母星大气层中的黄金消失了

需要黄金来补救，所以他们就来地球

开采黄金并且运回故乡行星。

你知道黄金可以反射出红外线光

吗？红外线是不可见光，然而若与一

定热度交互作用，放射物与粒子作用

后振动更快速，你就会感受到热能，

黄金也可以制出一个极佳的热能防护

层，部份原因是黄金相当具有展延性

。

黄金有更好的优点，你可以把它

做的很薄，以便更容易操作，它有着

极优的热能反射和保护作用属性使得

寿命周期可以延续，我们这么说好了

，黄金是无法毁坏的，古代文明在数

千年前用它来做雕像和建物，将黄金

物尽其用，几千年前如此，现代也一

样。

不仅仅是古代苏美文明，全世界

的古文明的社会中，黄金总是占有特

别位置。

阿努纳奇人 颠覆人类历史认知

【泉深/圖文】8月17日晚，由來自世界五十多個國家的100
名醫生組成的世界醫生交響樂團（world Doctors Orchestra）在萊
斯大學Rice University) 校園的音樂廳舉行的盛大慈善音樂會，目
的是支持無國界，政治或經濟利益都不受限制的全球基本醫療保
健， 將音樂會的收益捐贈給當地的慈善機構。休斯敦KHOU電
視台11頻道和美南國際電視頻道進行了現場錄播。

世界醫生交響樂團的創始人和指揮是Stefan Willich，他是柏
林Charité大學醫學中心的醫學教授，柏林Hanns Eisler音樂學院
的前任院長。他的到來為休斯敦音樂愛好者送上一場精彩的交響
樂盛宴！

音樂會由休斯敦 KHOU 電視台 11 著名主持人 Shern-min
Chow主持。世界醫生交響樂團演奏了以鋼琴家梅瑞（Mei Rui）
博士為主題的鋼琴協奏音樂會，她彈奏了拉赫瑪尼諾夫的第一鋼
琴協奏曲，隨後是勃拉姆斯的第二號交響曲。

鋼琴家梅瑞博士於2015年世界鋼琴比賽中獲得銅獎，被波
士頓環球報稱讚為“鉚釘”（riveting）藝術家，並被波士頓音樂
情報部門譽為“深深感受和激烈音樂性” （deeply felt and in-
tense musicality） 的藝術家。梅瑞無論是在美國還是在國外都獲
得了好評，包括最近與辛辛那提交響樂團一起演奏拉赫瑪尼諾夫
第3鋼琴協奏曲（Rachmaninoff Piano Concerto No.3 ）。她畢業
於耶魯大學，耶魯大學音樂學院和斯托尼布魯克（Stony Brook
），擁有分子生物物理學和生物化學（B.A.）和音樂（M.M.，A.
D，D.M.A）的雙學位。在攻讀（Doctor of Musical Arts ，D.M.
A.) 期間，她在紐約城市大學索菲戴維斯生物醫學院擔任有機和

普 通 化 學 客 座 助 理 教 授
（2008-2012）。去年，她
在法國巴黎的盧浮宮博物館
禮堂與小提琴家項羽進行了
一場開季的音樂會。她與製
片人朱迪思謝爾曼合作錄製
了Eric Nathan的鋼琴獨奏作
品，她於 2015 年獲得格萊
美獎提名。邁克格林伯格最
近在聖安東尼奧舉行的獨奏
音 樂 會 寫 到 ： “ 瑞 擁 有
‘令人驚嘆的技巧’和‘非
凡的色彩指揮’（Rui pos-
sesses ‘breathtaking tech-
nique’ and an ‘extraordi-
nary command of color’ ）
。

世界醫生管交響樂團成
立於 2008 年，目的是將精
美音樂的樂趣與全球醫療責
任相結合，每年有來自世界五十多個國家約100名醫生聚集在一
起舉行兩到三次演出，並為醫療援助項目舉辦一場慈善音樂會。
他們指出，雖然他們的日常工作重點是治愈患者，但作為一個交
響樂團，他們堅信無論是國界還是政治或經濟利益都不應限制基

本醫療保健的使用。樂團有專業音樂家的指導，演奏員需要精通
古典樂器和有交響樂隊的經驗。

世界醫生交響樂團是一個獨立的非營利組織，靠奉獻精神驅
動。

世界醫生交響樂團在萊斯大學
音樂廳舉行大型慈善音樂會

首席演奏家首席演奏家Stefan Willich & Mei RuiStefan Willich & Mei Rui 钢琴家钢琴家Mei RuiMei Rui

世界醫生交響樂團萊斯大學演出世界醫生交響樂團萊斯大學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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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佛教會於2019年8月18日假玉佛寺大雄
寶殿啟建 「盂蘭盆供僧暨超薦法會」 。由本會會
長會長上宏下意法師任主法和尚，其他九位法師
與會，約有五百五十人參加，場面嚴淨自持。盂
蘭盆梵語意為解到懸，為解除痛苦的意思，在佛
教中則有孝親報恩，超薦先人，祈福父母的涵義
。

法會有一系列誦經、超薦、說法和供僧活動
，包括星期四和星期五兩晚的恭誦《地藏菩薩本
願經》；星期六的 「三時繫念」 佛事；星期天
「盂蘭盆供僧暨超薦法會」 以及念佛大迴向。9月

1日還將在美洲菩提中心舉行 「報恩塔迴向法會」
。

法會於早上十點開始，鐘鼓聲中信眾合掌而
起，迎請法師開壇說法，首先和尚引領四眾諷頌
《戒定真香贊》及《佛說盂蘭盆經》。經畢，圓
福法師以 「在現代生活中，如何實踐供僧孝親的
善行」 為題開示宣講。法師首先指出布施功德就
如高處的流水，向著低處運流，得以充滿大海，
遍一切處，如此善行能資益往生的親友。子女應
該憶及父母親友的恩情，為他們修行布施。甚至
把所有需要的眾生想成是我的親友，觀想對方曾
施我為我所做。同時對往生的親人，不要過度哭
泣與憂愁，因為這樣對逝去的親人毫無利益。能

布施三寶和需要的眾生，把功德迴向往生父母親
友，如此長遠受益，自他得利，才是為人子女應
有的做法。孝順父母需要實踐以下四法: 1. 對三寶
和正法有信心；2. 受持五戒—不殺生、不偷盜、
不邪淫、不妄語、 不用麻醉品。3. 供養僧團，佈
施需要幫助的人。4. 對日常生活，要有諸法無常
的觀照智慧。

法師開示後，由李洪林居士鋼琴伴奏，許瑞
慶居士演唱 「浮生千山路」 和 「三百六十五里路
」 兩首歌曲，藉以表達佛教會四十年來法師們他
鄉異鄉，百里千山的弘法辛勞。接著由陳嘉昇居
士佛學分享，陳居士四歲就跟隨祖母來佛寺，後
來參加中文學校，少青組，目前是青少年佛學夏
令營的總輔導員。二十多年的過程中，接受佛法

的薰習，特別感謝家人和法師的指
導。佛前大供完畢後，在二胡《讚
僧歌》的絲竹聲中，佛教會信眾代
表，以香、花、燈、塗、果、樂六
事至誠供養僧寶。宏意法師，在供
僧後開示，首先代表出家師父感謝
信眾供養，並說明佛陀在世時是先
有結夏安居，再有超薦。盂蘭盆為
佛教報恩孝親的節日，為佛弟子，
常應感念四恩，藉此因緣感謝傳燈
淨海長老和永惺法師創立德州佛教

會，使佛法在美南地區生根。也感謝常住師父平
日不辭辛勞的弘法利生，也感謝會眾信徒多年的
護持。同時也介紹兩位新加入僧團，畢業於北京
佛學院的通弘法師和畢業於福嚴佛學院的法隆法
師 。

上午的法會結束後，大眾一起念佛經行到齋
堂用齋，過堂遵循止語，清淨莊嚴。這是此次法
會的另一個特色。盂蘭盆供僧暨超薦法會於下午
三點念佛大回向之後圓滿。

《佛說盂蘭盆經》中記載目犍連尊者看到自
己去世的母親在餓鬼道中受苦，於是用缽盛飯，
想送給母親吃，但是飯剛送到他母親手中，尚未
入口即化為灰燼。世尊指點說因為目犍連的母親
罪業深重，要靠十方僧眾的道力才能救拔。要在

七月十五日眾僧結夏安居修行圓滿的日子裡，敬
設盛大的盂蘭盆供，以百味飲食供養十方眾僧，
唯有以僧眾安居時，所成就的眾功德，才得以解
救其母。目犍連按照指示去做，果然使他的母親
得救。因此，盂蘭盆節表達了佛教的孝道。

20192019盂蘭盆供僧暨超薦法會盂蘭盆供僧暨超薦法會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國軍退徐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李文忠副主任委員蒞休探訪袍澤國軍退徐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李文忠副主任委員蒞休探訪袍澤
88月月1818日中午在姚餐廳與休士頓榮光會會員們聯歡交流日中午在姚餐廳與休士頓榮光會會員們聯歡交流

國軍退徐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李文忠副主任委員國軍退徐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李文忠副主任委員
搭乘長榮航空班機於搭乘長榮航空班機於88月月1717日深夜抵達休士頓日深夜抵達休士頓
訪問訪問，，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
長長、、休士頓榮光會董元慶會長休士頓榮光會董元慶會長、、左大為副會長左大為副會長

等到休士頓布希國際機場接機等到休士頓布希國際機場接機

孫鐵漢孫鐵漢、、美國退輔會友人及僑務諮詢委美國退輔會友人及僑務諮詢委
員劉秀美於員劉秀美於88月月1818日中午在休士頓姚餐日中午在休士頓姚餐

廳聯歡交流廳聯歡交流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參事李步青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參事李步青
代表與休士頓榮光會會員及孫鐵漢代表與休士頓榮光會會員及孫鐵漢、、美國美國
退輔會友人熱烈歡迎國軍退徐役官兵輔導退輔會友人熱烈歡迎國軍退徐役官兵輔導

委員會李文忠副主任委員委員會李文忠副主任委員

休士頓榮光會會長董元慶休士頓榮光會會長董元慶（（前右二前右二）、）、前會長丁方印前會長丁方印（（二右一二右一）、）、張連佑張連佑（（二左八二左八），），
副會長左大為副會長左大為（（二右三二右三），），理事陳煥澤理事陳煥澤（（二左一二左一）、）、禹道慶禹道慶（（二左三二左三）、）、朱幼楨朱幼楨（（一左一左
一一），），會員張台孝會員張台孝（（二左四二左四）、）、孫鐵漢孫鐵漢（（一左二一左二））及眷屬們及眷屬們，，僑務諮詢委員劉秀美僑務諮詢委員劉秀美（（一一
右一右一），），台北經文處副參事李步青台北經文處副參事李步青（（二右五二右五））與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與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李文忠李文忠（（前右三前右三）、）、科長葛得生科長葛得生（（二左七二左七）、）、科員黃詩雅科員黃詩雅（（二左六二左六））歡聚一堂歡聚一堂。。

國軍退徐役官兵輔國軍退徐役官兵輔
導委員會李文忠副導委員會李文忠副
主任委員與封昌明主任委員與封昌明

交流交流

休士頓榮光會董元慶會長休士頓榮光會董元慶會長（（左一左一））於於88月月1818日日
中午在姚餐廳贈送德州牛仔靴紀念品給國軍退中午在姚餐廳贈送德州牛仔靴紀念品給國軍退

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李文忠副主任委員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李文忠副主任委員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李文忠副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李文忠副
主任委員記念品由休士頓榮光會會長主任委員記念品由休士頓榮光會會長

董元慶代表接受董元慶代表接受

休士頓榮光會會長董元慶夫婦與國軍退休士頓榮光會會長董元慶夫婦與國軍退
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葛得生服務照顧處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葛得生服務照顧處

科長科長((右一右一))、、黃詩雅科員黃詩雅科員((左二左二))合影合影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李文忠副主任委員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李文忠副主任委員((右二右二))、、葛得葛得
生服務照顧處科長生服務照顧處科長((左一左一))與休士頓榮光會會長董元慶與休士頓榮光會會長董元慶、、前會前會

長張連佑長張連佑、、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參事李步青互動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參事李步青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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