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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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5日在Tracy Gee 社區活動
中心由兩位亞裔負責人芮久玟、Du-Ha Kim
Nguyen召開選舉說明會、陳述有關

11 月 5 日 星 期 二 是
Harris 縣的聯合普選與
特選，目前至 2019 年
八月為止，Harris 縣以
華人姓名註冊的選民
總計約有28,473人。

2019 年 11 月 5 日-
聯合普選與特選票選
項涵蓋：

§ 10個本州憲法修
正案

§ Houston 市席位
包括: 市長，市議員，
市審計長。

§ 其他政府機關
選票選項取決於你

居住縣裡的地區而異
，請到 Harrisvotes.com
網站查詢您的選票樣

本。
今年Harris縣的聯合普選與特選的亮點如下

：

1） 選民可選擇在Harris縣內的任一個投
票所投票。

提前投票：選民可選擇至在 Harris 縣內 52
個投票地點的任一個投票所投票。

選舉日投票: 選民可選擇在 Harris 縣內 700
多個投票地點的任一個投票所投票。同時我們
HarrisVotes.com網站上增設了"投票所等待時間
即時通"功能,
除此之外，還可以幫助選民找到距離最近的5個
投票所地點。

2） 同時我們延長所有投票所的開放時
間為上午7點到下午7點 (星期日除外)。

3） 為了方便選民，選民可攜帶自己標記
的選票樣本至投票所投票。

4） 郵遞選票: 如果選民在選舉日當天年
滿65歲及65歲以上，或是殘障的選民，或是無
法出席投票，可以申請郵遞選票。申請日期為1
月1日至10月25日。根據新法令規定，以傳真
或電子郵件方式申請郵遞選票，申請表必須在
傳真或電郵至提前選務官後的四個工作天內以
郵寄方式送達至提前選務官，該郵遞選票申請
始得以生效。詳情請到Harrisvotes.com網站查詢

。
提前投票日期及時間:
10月21日－10月26日(星期一至星期六):上

午7點到下午7點
10月27日 (星期日):下午1點到下午6點
10月28日－11月1日(星期一至星期五):上

午7點到下午7點
選舉日投票日期及時間:
11月5日－星期二:上午7點到下午7點
投票所工作人員
我們正在招聘投票所工作人員，如果您是

Harris縣登記選民，或是居住在Harris縣滿16歲
的高中生，中，英文流利，歡迎您参加我們的
行列。

再一次提醒，選民登記截止日是１０月７
日(星期一)，郵遞選票申請截止日 (收件日, 非郵
戳日)是 １０ 月 2５
日(星期五)，請具有投票資格的選民踴躍投票。
您若需要更多的訊息，請到Harrisvotes.com網站
查詢。

我是芮久玟 JoAnne Ray，我的電話號碼是
713-274-4325。歡迎您直接與我連絡。

哈里斯郡行政書記官
選民宣導服務處召開選舉說明會

（本報訊） 2019年9月7日 (六)
下午2點至4點
地點：光鹽社
(9800 Town Park Dr, Sutie 251, Houston, Tex-

as 77036)
題目：整合醫學簡介
講員：劉文利醫師
整合醫學（Integrative Medicine）是現代醫學

體系中新興的一個醫療模式，是醫學發展史上最
新進展，是邁向系統醫學(Systems Medicine)的台
階。整合醫學既保存了傳統整體醫學(Holistic
Medicine)思維，又融匯了現代醫學的技術，在臨
床中已經顯示了治療的優勢。基於整體觀的醫學
理論體系，整合醫學強調人體疾病與內外環境的
緊密聯繫，強調人體內部系統間相互關聯與作用

；治療模式以來源於自然界藥物為優先，致力於
微觀和系統水平的全方位多靶點治療。劉文利醫
師將會在本次的健康講座，為大家介紹整合醫學
。

劉醫師是 MDAnderson 腫瘤中心整合科的副
教授，也是整合臨床的主治醫生。她臨床工作的
主要內容是為癌症患者提供整合醫學的會診。

劉醫師畢業於中國湖南湘雅醫科大學，在德
克薩斯大學休斯頓醫學中心完成住院醫生培訓。
培訓後就職於MDAnderson腫瘤中心。有著19年
服務癌症患者的臨床經驗。劉醫生從事多項的臨
床研究，她的研究工作著重於癌症患者生活方式
的改善和中西醫結合。

本次講座免費，無須報名，講座後備有水果
與點心，歡迎民眾踴躍參加!

光鹽社健康講座整合醫學簡介 福遍中國教會中文學校新舊校長交接
（本報訊） 福遍中國教會中文學校八

月十八日開學了! 今年的開學典禮中並舉辦
了新舊校長交接。

服務十五年的陸惠萍校長感謝家長及
老師們的支持，學生也一路由學前班到現
在, 都已上大學或大學畢業工作了, 頗感欣
慰。未來將退而不休, 換個跑道服事。新任
林琬真校長致辭時 表示教育乃十年樹木, 百
年樹人的大計, 未來將繼往開來, 以新穎活
潑的教學方式, 提高學生學習中文的興趣,
並且繼續品格教育, 從小培育學生道德品格
, 演講表演及文化課,內容包括民族舞教學,
慶祝中華節日, 書法, 剪紙等, 學生還可報名
參加台灣鼓隊和創啟教學營, 這是用遊戲方
式啟發學生創造力, 想像力, 臨場應變和解

決問題能力的課外活動。
許裕文校友也前來分享學習中文的重

要性。校長提及還有一位在福遍任職警察
的校友, 在臉書上述說中文如何在職場上幫
助他執行任務, 以此鼓勵學生努力學習中文
。典禮後召開家長會, 成立家長委員會, 協
助推展校務並增強家長與老師及學校之間
的溝通與聯絡.

林琬真校長過去曾任該校副校長九年,
多才多藝, 期盼在林校長的帶領下, 學校蒸
蒸日上,鴻圖大展!

福遍中國教會中文學校位處糖城, 密蘇
里市區, 地址 7707 HWY 6, Missouri City,
Tx 77459. 週日下午 1:30-3:30 pm 上課, 報
名電話8325606184 (請留言/text) 。

行政書記官辦公室選民宣導服務處中文負責人芮久玟行政書記官辦公室選民宣導服務處中文負責人芮久玟(JoAnne Ray,(JoAnne Ray,右右
一一))、、越文負責人越文負責人Du-Ha Kim Nguyen(Du-Ha Kim Nguyen(左一左一))在在Tracy GeeTracy Gee 社區活動中心社區活動中心
召開選舉說明會召開選舉說明會、、陳述有關資訊陳述有關資訊。。((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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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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司法部周三發表聲明稱，美國堪薩斯大學
一名副教授被聯邦政府起訴。罪名是他在堪薩斯大學進行政府資
助研究的同時，隱瞞了全職為一所中國大學工作的事實。

現年47歲的陶豐 (Feng “Franklin” Tao) 來自堪薩斯州勞倫
斯市，是堪薩斯大學環境有益催化中心 (Center for Environmen-
tally Beneficial Catalysis，CEBC) 的一位副教授。他自2014年8月

起受僱於CEBC，CEBC致力於開展可持續技術研究，以節約自
然資源和能源。

美國司法部助理部長約翰·德默斯 (John Demers)說：“陶豐
被控受僱於一所中國研究型大學的同時，非法接受聯邦撥款，從
而欺騙了美國政府。他向堪薩斯大學和聯邦機構隱瞞了這一事實
。研究人員的任何潛在承諾衝突都必鬚根據法律和大學政策的要

求公開。司法部將繼續追查任何沒
有這樣做的非法行為。 ”

起訴書稱，陶於2018年5月與中
國福州大學簽署了一份為期五年的
合同，任命他為 “長江學者” 特聘
教授。合同要求他作為福州大學的
全職教工。陶與福州大學簽訂合同
時，他正在加州大學進行研究，這
項研究由美國能源部 (U.S.Depart-
ment of Energy) 和美國國家科學基
金 會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資助。

堪薩斯大學要求員工提交年度利
益衝突報告。在陶給大學的報告中
，他謊稱自己沒有利益衝突。起訴
書稱，他騙取了能源部和國家科學

基金會支付的逾3.7萬美元工資。
陶被控一項通信欺詐罪和三項項目欺詐罪。如果罪名成立，

通信欺詐罪將使他面臨最高20年的監禁和最高25萬美元的罰款
，而每一項項目欺詐罪將讓他面臨最高10年監禁和最高25萬美
元的罰款。

陶星期三在家中被捕，法庭記錄沒有列出陶的律師。

堪薩斯大學華人教授陶豐在中國大學秘密全職工作 被控欺詐

共和黨全國委員會（RNC）宣布7月份收到創紀錄的2080萬美元募捐

【泉深報導】華盛頓消息 ：今天，共和黨全國委員會
（RNC）主席Ronna McDaniel宣布，該黨在7月份創造了創紀
錄的2080萬美元募捐，這是RNC有史以來最大的非週期募捐，
使2019-2020週期的總額達到1.179億美元。

“上個月的籌款活動再次破了記錄，我們繼續將這筆資金直
接用於發展我們一流的數據驅動基礎設施，招募和培訓數千名新
志願者，並在全國范圍內登記選民”，主席Ronna McDaniel說

。 “我們的籌款成功進一步證明了美國人民喜歡特朗普政府和
共和黨繼續提供的促增長議程和經濟記錄，這使我們處於有利地
位，可以在2020年獲得更多的共和黨勝利。 ”

RNC籌款快速數據：
2019年7月的收入：2080萬美元
2019-2020年周期收益：1.179億美元
手頭現金總額：4660萬美元

債務：0美元
我們繼續看到來自大大小小的捐贈者的熱情全面激增。
自2018年以來，主席麥克丹尼爾將高額美元捐款從33％增

加到總籌款的45％左右。
與民主黨全國委員會（DNC)相比，RNC仍然保持較多份額

的小額捐款（200美元或更少）。



BB55休城工商
星期五 2019年8月23日 Friday, August 23, 2019

休斯頓旅遊權威【全旅假期】推出
亞洲團特別計畫

凡購買日本6天團(豪華團/超值團), 韓國6天團,
台灣6/7天團, 泰國6天團, 新加坡馬來西亞6天團

即可享有買一送一優惠
新日本東京名古屋大阪超值6天！買一送一！

日本東京大阪精彩6天遊！買一送一！

韓國首爾雪獄山六天遊！買一送一！

臺灣日月潭墾丁六天或七天遊！買一送一！

泰國曼谷芭提雅六天遊！買一送一！

買一送一買一送一！！亞洲遊特價亞洲遊特價!! 日本日本66天天，，韓國韓國66天天，，臺灣旅遊臺灣旅遊66//77天天，，
泰國泰國66天天,, 新加坡馬來西亞新加坡馬來西亞66天天!! 全部買一送一全部買一送一！（！（不含機票不含機票））

（（為食書生為食書生）） 金冠金冠 並無飯後鐘並無飯後鐘 楊楚楓楊楚楓
今年四月，金冠酒家為了慶祝開業3 周年，

特別舉辦酬賓廣告活動，午市晚市，均有特定點
心菜式優惠。我有好友李氏夫婦，來自鄰埠達拉
斯來光顧。誰知中途塞車，來到金冠，已是下午
三點，超過優惠時段。幸得店方通融，得以享受
酬賓特賣，開心不已。並向我告知，難得金冠如
此方便食客，我為它出力，實是理所當然。

從這個例子，使我想到中國歷史上曾出現
「飯後鐘」 典故，我樂意就此篇幅，向大家介紹
一下。

唐朝有宰相王播，自幼勤奮好學，苦於父母
雙親早早亡故，家境日益貧寒，漸漸地連吃住都
難以維持了。好在當時一些佛寺為示行善積德，
普濟眾生，給孤苦無依者施捨齋食。他於是寄居
在揚州惠昭寺木蘭院中，一來賴以糊口，二來趁
著寺中清靜，正好念書做文章。

木蘭院有個規矩，就是一日三餐以撞鐘為號
，稱之為飯前鐘。王播與僧尼一樣，每聽到鐘聲
敲響，便放下書卷，起身到飯堂用餐，日復一日
，習以為常。

一天，時到正午了，仍不聽得鐘聲響起，王
播看了看日影，心裡奇怪：都已過了時間了還不
敲飯前鐘，這是為何？忍著轆轆飢腸，重又落筆

，估約半個多時辰過去了，方才聽得鐘聲傳來，
忙擱下筆，三步並作兩步趕到膳食處，但見碗筷
狼藉，僧尼早已吃完了飯各分東西去了。

王播不知所以，呆若木雞。不經意間，發現
幾個和尚隱身在灌木叢後，瞄著自己掩面竊笑，
其中法名惠果的還笑出聲來，那神態、笑聲分明
是譏諷、嘲弄。他似乎明白了甚麼，拂袖轉身離
去，背後傳來一陣哄笑聲。

不出所料，惠果等幾個和尚討厭王播長期吃
白食，便搞了個惡作劇戲弄他，突然改變常規，
待吃過了飯方才敲鐘。又氣又愧的王播，揮筆在
牆上寫了兩句詩：

上堂已了各西東，慚愧闍黎飯後鐘。
大意謂，待得我趕到飯堂時，眾人都已用膳

完畢四散而去，和尚吃過了飯才打鐘的事，讓我
深感羞愧。

就在當天，王播離開了木蘭院，所寫的兩句
詩一直留在寺壁上，成了惠果等幾個的笑柄。

再說王播另找了一個棲身處讀書，雖然生活
清苦，往往殘杯冷炙，勉強維持著一日三餐，但
毫不懈怠，夜以繼日發奮攻讀，持久如初。天不
負，有心人，終於金榜題名，踏入仕途，屢經升
遷，官拜尚書右僕射（相當於宰相），成了位高

權重的朝廷重臣。
長慶二年，（西元八二二年），王播以右僕

射身分兼鹽鐵轉運使巡視江南，經過揚州時，重
遊惠昭寺木蘭院，離山門外一箭之地時，著人通
報。

當年惡作劇和尚，聽說今日光臨廟寺的當朝
一品，就是當年在此吃白食的窮書生王播，想起
往事，心頭 「砰砰」 ，惶恐不已。這兩句詩還留
著吶，怎麼辦呀？剷除、塗抹已來不及了，算是
急中生智吧，不知從哪裡扯來一塊碧紗，手忙腳
亂將壁上題詩籠罩了起來。

王播已看在眼裡，不動聲色敬香拜佛。僧尼
簇擁陪伴，惠果等幾個尤顯畢恭畢敬，躬身稽首
，連眼皮都不敢抬一下。前倨後恭至此，王播好
氣又好笑，感慨萬端，索來筆墨，挽袖揮灑，在
前詩後續寫了兩句：

二十年來塵撲面，如今始得碧紗籠。
意思是說，經二十載辛苦，他的詩句，終於

換來了碧紗籠書的優待。
後人遂以 「飯後鐘」 或 「碧紗籠詩」 ，用作

貧窮落魄遭受冷遇的典故。事見五代王定保《唐
摭言》。

特別提醒特別提醒:: 中國國際航空公司取消中國國際航空公司取消
部分部分99月與月與1010月航班月航班,, 請請99--1010月間月間
搭乘中國國際航空的乘客盡快確搭乘中國國際航空的乘客盡快確

認機票是否受到影響認機票是否受到影響!!

中國國際航空電話:
(USA) 800-882-8122 (中國) 95583

(台灣) 02-8101-1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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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休斯頓報導) 為了有效提高中
學生的英文寫作水平，讓他們在語言表
達上面更豐富地道，同時避免常見的錯
誤，內容能自然融入美國的文化元素和
時事背景，美金榜高中規劃部特別為美
高同學推出系列寫作訓練教程：每兩週
一個題目，全年共20次。題目選擇有趣
又嚴肅的話題，介於文化、娛樂、時事
和學術之間。

此次寫作訓練的師資極強，是由美
金榜高級文書顧問、美國英語文學博士
Kieran Lyons 親自選題，給與寫作說明
，並且為每一位同學提交的作品進行修
改和點評。

為英語寫作打下堅實的基礎
同時，Lyons 博士還針對每個題目

就同學們的作品做30分鐘視頻點評，指
出大家寫作的優良之處和容易犯的錯誤
，以便同學們在寫作之後舉一反三、相
互學習和借鑒。相信經過一段時間的堅
持，同學們一定能寫出更地道的英語文
章，為高中學業、大學申請、和未來的
職業發展打下堅實的基礎。

本教程不同於其他課程，不上課，
不固定時間，同學們可以利用碎片時間

來完成寫作。有話則長，無話則短，文
書老師為每位同學建檔，比較進步曲線
，點評視頻，具體實際，錄像隨時回放
。結合日常生活，隨時插入時事話題，
針砭時弊，幫助大家提高寫作和思辨能
力。 （備註：這不是大學申請文書的寫
作課）

時 間 ： 2019 年 9 月 -2020 年 5 月

September 2019 - May 2020
題目：20 個主題，每兩週一個( 20

prompts， one every other week)
導師：Kieran Lyons博士
學員：高中生
學費：$1499 (美金榜規劃學員免費)
報名：加微信：Lonestar2012
文書題目發放日期：每月1日和15日

（節假日除外）
文書提交日期：文書題目發放後一周
文書點評日期：文書提交日後一周內
Kieran Lyons博士
資深本科生指導教授，帶領本科生

申請和論文評審過程。Lyons 博士獲得
萊斯大學的認知科學/工作室藝術文學
士（雙專業）、密西西比大學創意寫作
碩士、和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英語文學
博士學位。他曾在密西西比大學和路易
斯安那州立大學教授英語作文和文學。

最近，他在亞特蘭大舉辦了杜克大
學英才發掘項目(Duke TIP)的夏季課程
，藉由寫作創意的思想和熱情，Lyons
博士幫助許多高中畢業生獲得常春藤聯
盟如麻省理工學院、萊斯、和加州大學
等頂級美國大學的錄取。

美金榜教育集團
美金榜教育集團是美國本土、美南

最大、美國教育機構認證的留學升學諮

詢公司，提供一對一精准定制的高端升
學服務。包括初高中、本科、研究生申
請和轉學、高中規劃/背景提升、SAT/
TOEFL/ISEE 培訓和美高全科輔導、赴
美夏/冬令營、高端夏校、網上私立高
中、中美教育對接等，免費諮詢，不成

功全額退款。
美金榜教育集團(To The Top Edu-

cation Group)聯絡電話: (281)797-5614
。WeChat：HeOu88。電子郵件：mi-
chelle@tothetopeducation.com。 美 金 榜
官網：tothetopeducation.com。

運用碎片時間運用碎片時間 美金榜推出系列寫作訓練美金榜推出系列寫作訓練
美國文學博士手把手教你寫地道英語文章美國文學博士手把手教你寫地道英語文章

大家对食人鱼的第一印象是什

么呢？也许很多亲们会说：恐怖、

凶残、人类的噩梦。在几年前，就

有两部以食人鱼吃人为素材的恐怖

电影风靡全球，也让这类鱼的名声

更是臭名远昭。

在影片中，它们嗜血狡猾，残

暴异常，所到之处任何活物都会在

瞬间被吃得只剩枯骨。人们纷纷逃

离水边，闻“鱼”丧胆，而食人鱼

俨然成了水中的霸主。

但是，食人鱼真的像电影中那么

可怕吗？它们身上又隐藏着哪些不为

人知的秘密呢？它们到底是种什么鱼

？它有多危险？中国也有食人鱼吗？

今天，三水就带大家一起走进食人鱼

的国度，一一揭晓谜底。

其实，“食人鱼”这个名字并

不是特指某一种鱼，而是对生活在

南美洲热带地区，亚马孙河流域的

具有肉食习性的淡水鱼的统称。在

当地的土著方言中，这类鱼被叫作

piranha，意思是“长着牙齿的鱼”

。在中国，人们则常把这类鱼称为

水虎鱼、食人鲳。

在南美洲，食人鱼的自然分布

非常广泛。仅仅在巴西就有20多处

城镇、河流、山脉以“食人鱼”命

名。几乎在当地的所有河流、小溪

、湖泊中都隐藏着这种鱼类。对于

当地人而言，食人鱼是他们生活的

一部分。

目前，全世界共生活着数十种

食人鱼，小型种类的体长仅约15厘

米，大型种类则可以长到50厘米左

右。从分类学上看，大多数种类的

食人鱼都是脂鲤科的鱼类。脂鲤科

是一个物种繁多，鱼丁兴旺的大家

族，其中不仅有肉食的食人鱼，也

有不少杂食和草食的鱼类。脂鲤科

的成员不论是吃肉、吃素，还是杂

食，嘴里大都长着锋利的牙齿。

在恐怖片里，食人鱼总是被描

绘得面目可憎，恐怖狰狞，事实真

是这样吗？

其实，许多种类的食人鱼都色

彩艳丽，鳞光闪闪，具有颇高的颜

值。历史上，它们曾经作为观赏鱼

被引入到原产地以外的很多国家地

区。但是在此之后，食人鱼在这些

地区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生态破坏

和人员伤亡，一些问题至今都在影

响着人们的生活。

自从1914年，美国总统罗斯福

在自己的探险日记中将食人鱼描述

为“漩涡般的猛兽、世界上最凶残

的鱼”后，这种鱼的危险性似乎就

已扎根在人们的意识中。

在恐怖电影里，经过夸张和艺

术加工，食人鱼更被塑造成一种噩

梦般的杀手。它们会对任何落入水

中的动物大开杀戒，结实的身体甚

至连钢板都能撞破……现实中的食

人鱼也这样危险吗？

其实，食人鱼只有在某些特定

的情况下才会攻击猎物。大多数时

候，它们对河流中健康的动物不太

感兴趣，相反，那些虚弱的、快死

的、受伤的动物更能引起它们的注

意，这就像狼群会寻找羊群中比较

弱的目标进攻一样。

食人鱼的绰号之一——“水中

狼族”，就隐喻着它们在亚马孙地

区的生态地位与草原上的狼十分相

似。作为捕食者，食人鱼位于食物

链的顶部，影响着生存区域内其他

动物的数量。作为清道夫，它们吃

掉一切柔弱的、生病的、死亡的动

物，清理河水中的腐殖质，保持生

态环境的健康和平衡，促进自然界

的优胜劣汰。

对于亚马孙地区的居民来说，

食人鱼与其他动植物一样，也是生

态系统中的重要角色，受着自然法

则的约束。只要人们尊重食人鱼的

习性，不带着伤游泳，不在洗澡的

水域里清理动物的肉等，便可有效

减少，甚至避免食人鱼的攻击

和伤害。

实际上，食人鱼的主要食

谱并不是大型动物，而是鱼类

、螃蟹、昆虫，偶尔还有包括

鸟类、青蛙和蜥蜴。虽然，现

实中的食人鱼并不像电影中那

样狂躁，但它们毕竟是肉食性

鱼类，其危险性不可忽视。在

几十种食人鱼中，以红腹食人

鱼、黑食人鱼、胭脂食人鱼等

几种最为凶猛。

红腹食人鱼即便在食人鱼

的圈子里以凶暴闻名。它们的

身体短而粗，背部呈灰绿色，

腹部呈鲜红色，体长一般只有

15 ~20厘米。红腹食人鱼在落

单时胆子很小，可一旦它们被

食物吸引，聚集成群，就会变

成横行水中的杀手。

它们的牙齿非常尖利，能

直接把肉从猎物身上咬下来。

虽然被红腹食人鱼咬一口不足

以致命，但是它们会迅速把肉

吞下，然后一口接一口地继续

咬，整个鱼群也会从各个角度

对猎物进行漩涡般的攻击。仅

仅几分钟，一群10多厘米长的

食人鱼就能把大约50公斤的肉

吃个精光。

黑食人鱼的性情要比红腹食人

鱼温和一些，但是它们的长相特别

恐怖，一双血红色的眼睛目露凶光

。黑食人鱼的体长可以超过40厘米

，重约5千克。这种鱼的咬力超群

，牙齿也异常锋利。

在南美洲国家委内瑞拉，黑食

人鱼有一个不雅的称呼，叫做“阉

驴者”。因为当地人深信，牲畜涉

水过河时，其睾丸会被黑食人鱼吃

掉。不论这种说法是否正确，黑食

人鱼确实对当地的牧业造成了一定

的损失。它们常把试图喝水的牲畜

的鼻子咬伤，引起感染，最终导致

牲畜的死亡。

胭脂食人鱼（Pygocentrus piraya

）长着一双银灰色的眼睛。它们的身

上仿佛打翻了油画板，红色、紫色、

黄色的火焰纹路交错相间，色彩缤纷

。野生的胭脂食人鱼可以长到50厘米

以上，体重超过5公斤，与红腹食人

鱼相比已称得上是“巨人”。

虽然外观艳丽夺目，胭脂食人

鱼可绝不是吃素的“花瓶”，它们

同其他食人鱼一样有强有力的下颚

和非常锋利的牙齿。在拥挤的水域

里，其性情会变得愈加凶暴。

总体来看，食人鱼的危险程度

并不一定与它的体型成正比。它们

之所以有凶猛的名声，主要是因为

撕咬的功夫非常厉害。食人鱼到底

有怎样的身体构造，怎样的捕食策

略，才具备了令人“谈鱼色变”的

杀伤力呢？

食人鱼的身体构造十分卓越，

它们的头型大而独特，头部周围长

有发达的肌肉，这使其具备了惊人

的咬力。测试食人鱼的咬力是项危

险的工作。科学家们冒着被咬断手

指的风险，在亚马逊的河流里抓到

了10多条黑食人鱼。

他们把一种特制的力量测量器

放到食人鱼的嘴里，测出了黑食人

鱼的咬力约是其自身体重的30倍，

即约150千克。从体重、体形与咬

力的比例关系来看，食人鱼的相对

力量远远超过了大白鲨、土狼和凯

门鳄。

除了咬力非凡，食人鱼在进攻

时还能够迅速地开合短而有力的下

颚。它们三角形的牙齿非常锋利，

而且可以精确地闭合。亚马逊土著

部落的居民曾将食人鱼的上下颚作

为剪刀使用。

当食人鱼咬住猎物时，它们会

紧咬不放，然后扭动身体，将肉块

硬生生地撕扯下来。有时候，它们

的牙齿会因为用力过猛的撕咬而折

断、脱落。但是不用担心，新的牙

齿又会再度生长出来，使食人鱼始

终保持最佳的猎杀状态。

除了牙齿、下颚、肌肉等“硬

件”过硬之外，食人鱼的某些感观

也是非常灵敏的。在亚马孙地区，

由于植物的遮挡，水中往往只有微

弱的阳光。食人鱼生长在昏暗的世

界里，视觉因此而退化，听觉和嗅

觉却得到了进化。

当受伤的动物掉入水中挣扎，

血液的味道弥散开来，食人鱼便开

始密切地注意这些声音和气味，直

到某一个最恰当的时机，它们将不

约而同、争先恐后地进攻。

在捕食策略方面，食人鱼是

非常高明的。它们总是先咬住猎

物的眼睛或尾巴，使其失去逃生

能力，然后再成群结队地轮番发

起攻击。

对于体形、体重比自身大出数

倍的猎物，食人鱼会从伤口上开始

吃肉，它们很快就能把伤口撕开，

进入到猎物内部，先进攻内脏，再

吃脂肪和肌肉，进进出出，大块朵

颐。它们的这种生存智慧是亿万年

进化的结果，是从它们的祖先身上

继承、演化而来的本能。

食
人
鱼
，
究
竟
有
多
可
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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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19年年88月月2020日洛日洛
杉磯訊杉磯訊】】國泰銀行基金會國泰銀行基金會
近日向近日向2020位今年秋季全職位今年秋季全職
就讀高等院校的十二年級就讀高等院校的十二年級
學生每位頒發學生每位頒發$$11,,000000 的獎的獎
學金學金。。這是國泰銀行基金這是國泰銀行基金
會的獎學金首次惠及高中會的獎學金首次惠及高中
生生。。

國泰銀行第一副總裁國泰銀行第一副總裁
兼 社 區 發 展 總 監兼 社 區 發 展 總 監 BruceBruce
GumbinerGumbiner表示表示：： 「「教育對教育對

社會發展尤其重要社會發展尤其重要，，是國是國
泰銀行基金會長期支持的泰銀行基金會長期支持的
重點項目之一重點項目之一。。我們非常我們非常
榮幸榮幸，，能藉由這次獎學金能藉由這次獎學金
計劃資助這些優秀的學生計劃資助這些優秀的學生
。。我們也十分感謝亞太社我們也十分感謝亞太社
區基金協助我們管理獎學區基金協助我們管理獎學
金計劃金計劃。。」」

這次獎學金吸引了共這次獎學金吸引了共
570570 名學生的申請名學生的申請；；申請申請
者分別來自加州者分別來自加州、、紐約州紐約州

、、華盛頓州華盛頓州、、伊利諾州伊利諾州、、
德州德州、、馬裏蘭州馬裏蘭州、、麻州麻州、、
新澤西州及內華達州新澤西州及內華達州。。經經
亞太社區基金初審亞太社區基金初審，，逾逾
200200 名優秀學生脫穎而出名優秀學生脫穎而出
，，再由國泰銀行評審委員再由國泰銀行評審委員
會選出獎學金得主會選出獎學金得主。。

恭喜以下獎學金得主恭喜以下獎學金得主
：：

南加州—南加州—
o Samad Acklino Samad Acklin

o Pawee Akkharachoto Pawee Akkharachot--
mongkholmongkhol
o Jeanette Cheno Jeanette Chen
o Angelina Quinto Angelina Quint
o Tyler Roacho Tyler Roach
o Edward Trano Edward Tran

北加州—北加州—
o Vienna Hoango Vienna Hoang
o Kelly Huango Kelly Huang

紐約州—紐約州—
o Chelsea Gyimaho Chelsea Gyimah

o Emily Polancoo Emily Polanco
o Bintou Syllao Bintou Sylla

華盛頓州—華盛頓州—
o Kristin Hongo Kristin Hong

伊利諾州—伊利諾州—
o Guetzemany Guardao Guetzemany Guarda--
dodo

德州—德州—
o Natalie Grimeso Natalie Grimes
o Nhi Trano Nhi Tran

馬裏蘭州—馬裏蘭州—

o Hyo Jin Jeono Hyo Jin Jeon
麻州—麻州—

o Emily Jussaumeo Emily Jussaume
新澤西州—新澤西州—

o Myunghoon Kimo Myunghoon Kim
o Gail Mensaho Gail Mensah

內華達州—內華達州—
o Rossi Keith Osorioo Rossi Keith Osorio

關於國泰銀行基金會關於國泰銀行基金會
國泰銀行基金會成立國泰銀行基金會成立

於於20022002 年年，，為國泰銀行立為國泰銀行立
足的九個州內的非牟利社足的九個州內的非牟利社
區服務機構籌募及管理資區服務機構籌募及管理資
金金。。基金會支持發展廉租基金會支持發展廉租
房房，，推動社區推動社區、、經濟發展經濟發展
及教育機遇及教育機遇；；亦可支持對亦可支持對
社區有所裨益的文化及藝社區有所裨益的文化及藝
術術、、保健與福祉及人道服保健與福祉及人道服
務活動務活動。。有關更多詳細資有關更多詳細資
訊訊，，請瀏覽請瀏覽 cathaybankcathaybank--
foundation.orgfoundation.org。。

國泰銀行基金會公佈獎學金得主國泰銀行基金會公佈獎學金得主

20192019國泰銀行基金會獎學金得主國泰銀行基金會獎學金得主

七月吉祥月祈福會七月吉祥月祈福會

慈濟基金會將於八月二十四日上午慈濟基金會將於八月二十四日上午
十時至十二時舉行農曆七月吉祥月祈福十時至十二時舉行農曆七月吉祥月祈福
會會，，歡迎社區民眾及社會賢達一起到靜歡迎社區民眾及社會賢達一起到靜
思堂祈福思堂祈福。。近年來近年來，，氣候極端氣候極端，，天災人天災人
禍頻傳禍頻傳，，四大不調四大不調，，釀諸多苦難釀諸多苦難，，希望希望

藉此祈福會匯集大眾誠心祈禱藉此祈福會匯集大眾誠心祈禱，，並實際並實際
付諸行動付諸行動，，愛惜地球愛惜地球，，祈祝天下無災難祈祝天下無災難
，，淨化人心社會祥和淨化人心社會祥和。。

20192019年之七月吉祥月年之七月吉祥月，，以素食以素食、、環環
保為推動主軸保為推動主軸，， 「「茹素愛自己茹素愛自己，，環保愛環保愛
地球地球」」 ，，讓人人真正明瞭讓人人真正明瞭 「「普度之真義普度之真義
」」 是是 「「用普遍的愛心用普遍的愛心，，廣度眾生廣度眾生」」 ；；是是
在眾生最坎坷在眾生最坎坷、、最苦難的時候最苦難的時候，，及時幫及時幫
助他助他。。

祈福會後歡迎參觀專人解說環保一祈福會後歡迎參觀專人解說環保一
條龍的環保概念教育條龍的環保概念教育。。邀請您和我們一邀請您和我們一
起關心社區起關心社區，，盡一己之力並集合大眾力盡一己之力並集合大眾力
量量，，讓社會更加祥和讓社會更加祥和。。

Auspicious 7th Lunar Month Celebration
2019年德州分會                                 祈福會

(English)

6200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T: 713-270-9988 

Tzu Chi Southern Region, 
Houston Branch Office

慈濟美國德州分會

8.24
10 AM to 12 PM

六
SAT

TZU CHI USA

(會後備簡餐結緣 A light lunch will 
be provided after the ceremony)

(中文)



BB88綜合經濟

R03-CHI AME中美酒樓56B_16

星期五 2019年8月23日 Friday, August 23, 2019

新中國的第壹：
掉渣兒面包引發的外資潮

如今，外資已經成為中國經濟不可

或缺的壹部分。今年前7個月，中國新

設外商投資企業超過2.4萬家，每天都有

100多家外企來華掘金；吸收外資額接

近800億美元，相當於每小時都有1500

多萬美元投資流入中國。

然而，也許很少有人想到，這些數

據背後中國吸收外資走過了壹條多麼曲

折的道路。

第壹個發現中國開放商機的世界
500強

目前，世界500強企業都在中國投

資興業，有的在中國分支機構達數百家

之多。不過，要論對中國市場的信心，

美國通用汽車公司說第二，恐怕沒有外

企好意思稱第壹。

1978 年中共十壹屆三中全會還沒

召開、中美尚未正式建交，大多數外

企對投資中國還猶豫不決時，通用汽

車時任董事長墨菲就親自率領了壹個

由17人組成的代表團來到北京，與中

方就舉辦合資企業進行了壹個星期的

洽談。

當時，通用汽車給出了很有誠意的

合作條件，如該公司投資比例可以從

10%到90%不等，具體可以由中方決定

；中國既可以和美國通用汽車合資，也

可以和通用在德國、英國、澳大利亞的

公司合資。此外，通用汽車還壹再表示

願意根據中國汽車業發展的實際情況共

同商定合作有關事宜。

這是當時全球最大的跨國公司正式

提出與中國以合資形式進行長期合作。

後來，盡管因通用汽車內部原因和中國

重型汽車項目建設方針變動，與該公司

的合資經營沒能談成，但卻為中國其他

合資項目的談判打開了局面。

中外第壹次“聯姻”
1980年5月1日，新中國第壹家中外

合資企業——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正

式開業。這家公司由內地和香港共同投

資創辦，正式開業。按合同規定，雙方

投資588萬元人民幣，其中內地占投資

總額的51%，港方占49%。

從某種意義上講，這家公司是被

“逼出來的”。那時，中國民航飛機上

的配餐種類又少又難吃，面包做出來像

饅頭，口感硬還不斷掉渣兒，導致進出

中國的國外飛機不得不從香港或者國外

配餐。後來，香港以經營食品聞名的伍

沾德便向民航總局提議，在北京合資創

辦航空食品公司。

合資後，港方不僅帶來了三文魚、

牛柳等當時內地廚師“聽都沒聽說過”

的配餐材料，以及先進的生產工藝和操

作方法，還在公司內推行上班打卡等國

際通行管理制度，讓職工震驚之余眼界

大開，很快改變了中國航空食品落後的

局面。合資前，北京航空食品公司的日

配餐量只有640份，而2007年底每日配

餐量已達6萬份。

第壹家外商獨資企業
隨著改革開放走向深入，外商投資

方式也從單壹的中外合資向外商獨資、

外商投資股份制等方式拓展。

在深圳蛇口自貿區坐落著壹家占地

面積兩萬多平米，以生產加工為主體的

公司：正大康地集團。該公司是由泰國

正大集團(蔔蜂集團)和美國大陸谷物有

限公司共同投資興建的大型綜合性畜牧

企業，也是改革開放後在深圳經濟特區

註冊成立的第壹家外商獨資企業。

該公司老員工回憶說，因為當年深

圳生活水平與香港和泰國差距太大，公

司從香港派來的員工有的壹到深圳就打

了退堂鼓。為留住外籍人才，公司專門

進口了壹部21寸彩電，放在露天給員工

觀看。

如今，正大康地集團已為中國飼

料工業培養了大批優秀人才，被稱為

飼料工業的“黃埔軍校”。截至目

前，正大集團在中國設立企業超過400

家，總投資額超 1200億元，成為在華

投資規模最大、投資項目最多的外商投

資企業之壹。

第壹批在華設研發中心的外企
隨著中國創新實力增強以及經濟結

構持續升級，外企來華投資也從開工廠

逐步轉向更高大上的形式：設立研發中

心。

1995年 IBM公司成立IBM中國研究

院後，在中國大搞科研的IT企業越來越

多。微軟1998年斥資8000萬美元在北京

設立微軟中國研究院，這是其除英國劍

橋在本土外設立的第二家全球研發機

構。此後，大眾等壹批制造業企業也在

中國設立了研發中心。

世界壹流跨國公司在中國開展研發

活動，對推動中國科技進步起到了重要

作用。

吸收外資第壹大來源：中國香港
多年來，港商在對華投資方面壹

直扮演了重要角色。不論是來華投資

企業數量還是投資金額，香港都穩居

第壹。

據官方數據，截至2018年12月底，

內地累計批準港資項目接近46萬個，實

際使用港資超過1萬億美元，港資占內

地累計吸收境外投資總額的54.03%。香

港對華投資主要分布在信息傳輸、軟

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制造業，房地

產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批發零售業

等行業。

隨著中國進壹步擴大高水平開放，

預計將有越來越多投資者來華興業，用

腳投出“信任票”。

綜合報導 日前，又壹批貨物經快速審單、查驗、

清關放行等步驟後，在福建平潭金井作業區搭乘“臺

北快輪”駛向臺灣臺北，當天即可到達目的地。

隨著自由貿易試驗區政策紅利凸顯，對臺海運

快件業務持續走熱。今年6月18日電商購物節期間，

福建自貿試驗區平潭片區總計出貨票數約65萬票

，金額達5934萬余元人民幣，出貨效率在“菜鳥網

絡”全國口岸通關效率評價中排名靠前。

福建省商務廳相關負責人介紹，自2015年起，

福建自貿試驗區試點開展對臺海運快件業務，利用

高速船舶運載快件，以集裝箱作為運輸容器，替代

了航空運輸，將兩岸快件運輸成本降低了40%，顯

示出“海運價格、空運時效”優勢。

發展對臺海運快件業務，福建優勢獨特。目前，

福建自貿試驗區有海滄、東渡、江陰、平潭等港區，

擁有多條對臺貨物航線。

自貿區的通關效率和創新舉措也是閩臺海運

快件持續增長的強勁推動力。不久前，平潭海關

創新對臺海運快件監管方式，推出海運快件數字

檔案管理系統，節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福建易北

速遞有限公司經理鄭皓勇說，以往，企業要整理數

千份紙質材料，需要三四天，如今改為加密電子數據

存檔，企業將紙質材料電子化刻錄成光盤，1小時

即可完成。

福建易北速遞有限公司自2018年下半年啟動海

運快件出口業務後，每月業務量達500多噸。鄭皓

勇認為，在平潭，閩臺海運快件有很大的市場潛力

，特別是海運快件出口方面。

如今，自貿紅利逐漸釋放，為平潭對臺海運快

件業務帶來蓬勃生機，更吸引了壹大批上下遊企業

入駐。截至目前，平潭吸引了電商企業94家、物

流企業11家、支付企業16家、報關行9家入駐。平

潭綜合實驗區相關負責人表示，航運物流業發展可

帶動人流、資金流，進而繁榮旅遊業、貿易業，將

是平潭未來重點聚焦、重點扶持的支柱產業。

福建自貿試驗區廈門片區也在大力推進廈臺海

運快件發展，積極落實各項惠臺利民政策，不斷優

化監管措施和服務質量。統計數據顯示，2018年以

來廈臺海運快件數和價值成倍增長。

福建師範大學經濟學院院長黃茂興認為，開通

海運快件業務試點，改變了過去兩岸傳統快速通路

受制於航空運力、成本的局面，大幅降低了物流成

本，增加了運量，將推動福建成為兩岸經貿交流主

通道。

自貿紅利凸顯 兩岸快件運輸成本降四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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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家朗於21日比賽未有遇到太大考驗，面對Felix Burstedt
首局輕鬆以21：14先下一城；到第二局，伍家朗的發揮更

加出色，並以21：9再贏一局過關，全場只花了37分鐘，16強
對手將是諶龍和李卓耀的勝方。至於新晉混雙組合張德正/吳詠
瑢，21日晚則以14、21、25：23和17：21不敵英國的Marcus
Ellis/Lauren Smith出局。而直接進入32強的鄧俊文/謝影雪，
則直落兩局21：10、21：19勇挫日本的金子祐樹/松友美佐紀過
關。

另外，香港女雙代表吳芷柔/袁倩瑩苦戰3局後，以21：
13、15：21、18：21不敵丹麥的Amalie Magelund/Freja Ravn組
合，無緣過關。

諶龍獨撐國羽男單項目
中國羽隊（國羽）方面，國羽女單小花韓悅直落兩局23：21、

21：10勇挫日本選手高橋沙也加，將和隊友何冰嬌爭奪一個8強席位。
陳雨菲21日則以 21：14、21：19淘汰泰國球手Pornpawee Chochu-
wong。男單的陸光祖面對世界排名第13位的馬來西亞選手李梓嘉，以局數
21：12、14：21、15：21被淘汰出局；在這情況下，國羽男單便只餘下2016
年奧運冠軍諶龍一人獨撐大旗。

至於衛冕混雙冠軍、世界排名第一的鄭思維/黃雅瓊，在次圈以21：10、
17：21、21：11戰勝了德國組合Mark Lamsfuss/Isabel Herttrich，順利過關。女雙
代表董文靜/馮雪穎，則於21日不敵韓國組合金昭映/孔熙容出局。

其餘戰果，女單爆出了大冷門，賽事頭號種子、日本選手山口茜以14：21、18：
21被20歲的新加坡小將楊佳敏淘汰。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浩然

在瑞士巴塞爾舉行的世界羽毛球錦標賽，21日繼續上

演多場賽事，其中男單伍家朗面對瑞典的Felix Burst-

edt，以直落兩局21：14、21：9晉級16強。至於中國

羽隊（國羽）方面，男單的陸光祖被馬來西亞選手李

梓嘉淘汰，令國羽於男單只餘下諶龍一人奮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
謙）Jordan Brand Invitational大專
邀請賽八強大戰21日展開，小組
賽全勝的香港教育大學踏入淘汰賽
亦霸氣未減，以123：50大勝香港
科技大學，繼續向冠軍目標邁進。

小組賽錄得10戰全勝，進入
八強後教大繼續以表現證明己隊是
冠軍大熱，有不少甲二球員坐鎮的
教大甫開賽就積極地向科大施加壓
力，令對手越過半場亦相當困難，
加上以文俊浩及蕭俊傑為首的內線
佔據絕對優勢，半場教大以64：
10輕鬆大比數領先。換邊後教大

雖然讓部分主力休息，不過攻勢仍
然未有因此放緩，最終教大在六名
球員得分「上雙」下以123：50大
破科大，強勢晉身四強。

上屆決賽被理大以「破百」
得分擊敗屈居亞軍，矢志捲土重
來的教大以出色表現成為今屆冠
軍大熱，主力之一的蕭俊傑表示
球隊勝在實力平均，而且有極強
的爭勝慾望：「隊中不少球員都
經歷過上屆決賽落敗之痛，今年
更希望可以奪冠證明實力，我們
的目標是取得冠軍，之後還有很
多硬仗要打。」

大專籃球邀請賽 香港教育大學霸氣未減
國際體育仲裁法庭（CAS）在當地

時間20日在官網發表聲明，宣佈原定
於下月舉行，有關中國游泳選手孫楊的
反興奮劑案件仲裁聽證會，因不可預見
的個人原因被推遲，最早將於10月底
召開。

去年9月，孫楊在家中接受興奮劑
賽外檢測時，出現「暴力抗檢風波」，
雖然國際泳聯判定他沒有責任，但世界
反興奮劑組織卻向CAS提出上訴。根
據報道，聽證會原定於9月進行，但
CAS的公告表示，由於不可預見的個人
原因，其中一方要求推遲聽證會，但
CAS並未有表示是世界反興奮劑組織、
孫楊還是國際泳聯提出了推遲申請。

日期方面，CAS表示會盡快確定
日期，但不太可能在10月底之前公
佈。因此外間估計聽證會最早將於10
月底才進行，對正在備戰奧運的孫楊未
知會否產生影響。

此外，孫楊的律師團隊據報提出了
聽證會對公眾開放的要求，而CAS已
確認接納要求，屆時將在瑞士公開作審
理。這是自1999年以來，第二次公開
審理案件。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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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備戰2022年卡塔爾世界盃亞洲區
外圍賽預賽階段（四十強賽）比賽，中
國足協21日公佈了35人集訓名單，廣
州恒大淘寶球員艾克森（原名艾傑臣）
首次入選。

在這份名單中，中超「領頭羊」廣
州恒大淘寶隊共有艾克森、老將鄭智在
內的8名球員入選。艾克森將成為繼李
可之後第二位被中國隊徵召的歸化球
員，同時也是第一位無中國血緣的歸化
國腳。上一期集訓中並未被教練納比徵

召的武磊，也將從西班牙回歸國家隊。
中國足協在官網表示，新一期的中

國國家男子足球隊定於8月25日至30日
在國家足球訓練基地（香河）舉行第一
階段集訓，9月2日至11日在廣州組織
第二階段集訓並赴馬爾代夫參加世界盃
亞洲區外圍賽。効力上海上港、廣州恒
大淘寶及西班牙愛斯賓奴的球員只參加
第二階段的集訓。

9月10日，中國隊將在客場出戰馬
爾代夫。 ■新華社

國足公佈35人集訓名單 艾克森首入選
國 足 集 訓 名 單

上海上港：顏駿凌、賀慣、石柯

廣州恒大淘寶：鄭智、張琳芃、艾克森、黃博文、徐
新、高準翼、韋世豪、楊立瑜

山東魯能泰山：王大雷、蒿俊閔

北京中赫國安：鄒德海、王剛、李磊、池忠國、李
可、張稀哲、王子銘

江蘇蘇寧：吳曦、阿不都海米提、謝鵬飛

河北華夏幸福：王秋明、陶強龍

上海綠地申花：朱辰傑

天津天海：張鷺、楊旭、姚均晟

大連一方：李帥

河南建業：韓軒

重慶當代力帆：馮勁

天津泰達：楊帆

武漢卓爾：廖均健

愛斯賓奴：武磊 ■孫揚要求仲裁公開進行。 資料圖片

■■艾克森首度入選艾克森首度入選
國足國足。。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羽 球 世 錦 賽 輕 取 瑞 典 代 表

■鄭思維（右）/黃雅瓊晉級。 新華社

■陸光祖無緣下一
輪。 新華社

■■伍家朗輕鬆過伍家朗輕鬆過
關關。。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教大主力蕭俊傑教大主力蕭俊傑（（左左））希望協助球隊奪冠希望協助球隊奪冠。。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攝攝

伍家朗伍家朗晉級晉級1616強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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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期：大鵬火星麻辣評娛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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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日 Friday, August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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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日 Friday, August 23,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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