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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281-501.8330 / 832-978.6440
9630 Clarewood Dr.,#B-3 ,Houston TX 77036
Mon-Sat:9:00Am-6:00Pm
www.yulfgroup.com
Sun:電話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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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佳品質
最優質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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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佛寺中秋音樂會邀請
（本報訊）今年欣逢德州佛教會創立四十週年，在值此中秋佳節，佛教會邀請休士頓中華民樂團於玉佛寺大雄寶殿開辦一場
中秋音樂會，音樂會中安排有古箏、二胡、京胡、琵琶、鋼琴等樂器演奏及民歌演唱，敬邀大家當日同來歡慶佛教會創立四十週
年及同來歡慶觀賞美妙的管旋奏樂與歌聲。

炎黃中秋大型綜藝晚會

角聲社區中心9月份的講座

（本報訊）今年的＂炎黃中秋大型綜藝
晚會＂定於九月八日（星期天）晚上七點在
史丹佛藝術中心舉辦，節目豐富多彩，特邀
中國演員和本地多個著名劇隊演員同台演出
。今年特別歡慶中國捐贈的人民始祖軒轅黃
帝和神農炎帝二聖像已經抵達休士頓黃氏宗
親會大院，讓我們更好地宣揚炎黃文化，團
結僑社，將休士頓炎黃堂辦好。歡迎社團朋
友積極贊助和參與這次炎黃文化周和炎黃中
秋大型綜藝晚會，共同歡度中秋佳節。贊助
票$50，普通票$20，$10.
聯繫：Yan Huang Tang, Inc, 6925 Turtlewood Dr,Houston, TX 77072,
832-859-5790, khuang7038@hotmail.com

休士頓黃氏宗親會會長黃孔威(前右一
休士頓黃氏宗親會會長黃孔威(
前右一))與
香港會館會長梁國堅(( 前左一
香港會館會長梁國堅
前左一)) 手持
手持[[ 炎黃
中秋大型綜藝晚會]]門票
中秋大型綜藝晚會
門票.(.(記者黃麗珊攝
記者黃麗珊攝))

（本報訊）角聲社區中心將在 9 月 14 日週六早上 10 點到 12 全嗎？王曉明教授將從犯罪學的角度和他 10 多年實務經驗，來 ： www.cchchouston.org
點，舉辦個人安全管理講座，主講人王曉明教授是休斯頓大學城 談談個人安全管理，如何減少犯罪受害機率。講座免費，歡迎大
電話報名： 713-270-8660。免費參加，座位有限，從速報
中校區（UHD）刑事司法教授。人們知道如何管理財產—投資 家參加！
名。
理財，但是在這時時發生犯罪的時代，你知道如何管理自己的安
地點：7001 Corporate Dr. #379 Houston TX 77036 網上報名
參加者請來電或網上報名，若講座調動或更改方便通知。

光鹽社健康講座 整合醫學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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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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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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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斯安那州中國商務聯盟贊助
州政府拉斐特中心辦公大樓正式運營剪彩
路易斯安那州州長剪裁
李曉蘆（
李曉蘆
（中）與路易斯安那州州長
與路易斯安那州州長（
（左）

路易斯安那州州長剪裁
【泉深報導】2019 年 9 月 3 日下午 4 點，路易斯安那州現任
州長約翰.比爾.愛德華（John Bel Edwards）先生以及現任各部門
部長、議員、局長、市長，路易斯安那州重要政商及執法代表兩
百餘人，在路州“野生動物、魚類和自然資源保護局”拉斐特區
域中心辦公大樓舉行了正式運營剪彩儀式。
主持人傑克（Jack）局長在感謝和表彰了幾十名現任市長、
議員們對這個中心的成立所做的支持後，特別強調：“該中心在
不動用任何州政府資金的情況下，能夠順利從四個不同地區搬遷
組合到拉斐特市，必須感謝路州中國商務聯盟董事局主席李曉蘆
先生的大力支持。 “

kathy Fan (左
(左）與路易斯安那州州長
州長在會上特別強調：“成立這個緊急中心具有深遠的戰略
意義，此時我們路州有 180 輛緊急救援車正在佛州救助受災人民
，我們到佛州只有 6 小時車程，到休斯頓只要 3 小時（去年休斯
頓水災我們也給與了大力幫助）。 ‘拉斐特中心’有重要的地
理位置，他的組合能使我們更有效地服務大眾，也可以是實現美
國乃至國際人道主義合作的典範。 ”
路州中國商務聯盟董事局主席李曉蘆先生, 在帶領與會者參
觀訪問辦公大樓各個部門期間特別指出：“中美兩國人民有著深
厚的感情，從抗戰期間 1500 多名飛虎隊美國志願者犧牲在中國
戰區，到現在幾十萬中國留學生在美國學習生活，有的留學生還

是家裡的單代獨傳,充分體現了兩國人民之間的信
任。兩國人民之間進一步友好合作是唯一的出路
。 ”與會者完全贊成李先生的觀點。
根據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經濟商務司資料，路
易斯安那州面積約 13.5 萬平方公里，居全美第 31
位。人口約 468 萬，居全美第 25 位。是美南地區
非常重要的一個州，經濟上 2018 年路易斯安那州
GDP 為 2521.2 億美元，在全美排名 24 位，主要經
濟產業包括天然氣、石油、採礦業和石油加工業
。石油天然氣儲量佔全美 30%以上。海上勘探及
相關的服務業發達，是全美最早在海岸鑽井出產
石油及天然氣的地區。路州是全美最大的鹽產地
和主要的硫、石灰和矽土產地，礦產品產值居全
美第二。褐煤儲量達 3 億多噸。據美商務部統計
，2018 年，該州進出口貿易總額 1062.5 億美元，
在全美排名第 13。其中出口貿易額為 662.4 億美元，在全美 50 州
中排名第 5 位，其中出口到中國市場由 2017 年的 77.61 億美元降
至 30.54 億美元。主要出口商品包括石油和煤炭產品、油籽和飼
料、穀物、有機化學品、塑料及其製品等。
詳情請訪問網頁鏈接：http://houston.mofcom.gov.cn/article/
ziranziyuan/jiaoyu/201406/20140600634124.shtml
想要進一步了解路州及中國商務合作的有識之士請聯絡“路
易斯安那州中國商務聯盟 LCBAL3C@GMAIL.COM

敦煌植牙 牙周病專科

Dunhuang Periodontics $ Dental Implants PA

陳志堅
牙周病植牙專科醫生
Jennifer Chen
D.D.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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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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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光牙周病治療
白牙
無刀片牙齦萎縮治療
$199
牙齦牙床植骨手術、美容
複雜植牙手術，併發症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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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drchenimplant.com

中國城診所

糖城診所 Delight D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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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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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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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食書生
為食書生）
） 從老四川懷念新榮記
休斯頓的 8 月，每天均是驕陽高掛
，熱浪滾滾，我夫妻兩人，小別這段
酷熱時光，專誠參加休市王朝旅行社
安排的 6 天芝加哥旅遊。
芝加哥（Chicago)位於美國伊利諾
州, （Illinois), 既是美國中北部大城市，
更是緊隨紐約市成為美國第二大都會
。哪裡的 8 月， 怎麼看氣溫總沒有休
斯頓這麼酷熱，為的是它處於北部地
區， 氣溫較涼爽。又有密執安大湖
（Michigan Lake)浩瀚湖水來調低熱浪
，因此成為 粼近地方的避暑城市。
我們抵逵芝市的第二天，飽覧過
芝加哥市的迷人的高樓大廈的宏偉景
點之後，時近黃昏，導遊放我們自由
活動，讓我們一行 20 人，各自按照自
己的喜好，在芝加哥市中心，找尋各
式各樣的不同國家的食品，來解決當

晚的晚餐。我夫妻想到： 旅行首天的
早午晚三餐，及翌日早餐、午餐，經
已嗜過美式、墨式、意大利式餐飲，
所以當晚的晚餐，非享受唐餐不可！
在芝加哥，屬初來報埗，人地生
疏，怎樣去找尋地道的唐人酒家呢？
我人急智生，連忙向手機求助，。不
消一刻，手機就指引我們去到一間名
叫老四川的川菜館。既然是四川菜，
當然是辣菜當道，我們都不愛食酸辣
食物，但是時間有限，再不去光顧，
就來不及返回當晚夜宿的酒店。
三扒兩撥，很快便去到老四川飯
店門口，推門入內，只見有道樓梯，
指引我們拾級而上，當然也有電梯，
送客上餐廳。上到餐廳，放眼望去，
館中佈置得清雅脫俗，中國國畫及對
聯，高高掛貼在牆上，而館內盡是衣

冠整齊的美國白人。最吸引我們眼力
的，是餐廳的一側，設有一座玻璃環
繞的巨型燒烤火爐，火爐前方設有一
大吊架，高高地掛着出爐的掛爐火鴨
、琵琶鴨、密汁义燒、化皮燒肉。再
走近一看，隱約可見爐內正火光紅紅
，想必大廚繼續加工燒烤食物，為週
末晚市多作準備。
目睹此情此景，我們對該酒家的
出品，己有信心。因為不愛川味辣菜
，至少可以選擇了半隻掛爐火鴨、一
碟合拼的燒肉、蜜汁义燒，再加兩碗
蚧肉粟米湯，一碟蒜容青菜，便作為
當天晚餐。咀嚼之下，頓覺齒腔留香
、回味不已。
這不禁使我懷念起休市新榮記的
燒烤燒味食品來。新榮記的燒烤大廚
陳 定泉先生，來自香港，少年時在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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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新浦 崗最興旺的國華大酒樓燒烤部
學藝，國華大酒樓是九龍赫赫有名的
粵菜食府，每天中午時候，接待過千
新浦崗工廠工人來食中午飯，大家只
得一小時時間來 「醫肚」 ，酒家出品
必須 「快靚正」 ，所以新鮮出爐的燒
烤食品： 义燒、燒鴨、豉油皇雞、琵
琶鴨，均成為搶手貨。陳師父在國華
成長，一如少林寺、紅褲子出身一樣
，因此今時今日榮記陳師父的燒烤出
品，成為酒家的一大亮點。
當我們結賬離開時，我見到餐樓
內排有一副對聯，寫有：
烈火紅彤，燒出香噴火鴨。
湖水滿湓，表達愛國情懷
原來店家去國不忘故國，值得敬
佩，返回休市，我定向榮記陳師父及
嫦姐，介紹此行之老四川洒家。

理查德•
理查德
•克萊德曼
克萊德曼—
——10
10月
月 6 日首次奏響休斯頓
日首次奏響休斯頓！
！
2019 年 10 月 6 日，享譽全球的
“鋼琴王子”理查德•克萊德曼將震
撼奏響 Arena Theatre，由此拉開他休
斯頓首演的帷幕。
克萊德曼出生於法國巴黎，5 歲
時開始習琴，6 歲時指法已非常純熟
流暢，被譽為天才，隨即進入巴黎國
立音樂戲劇學院學習。出道伊始，他
便以一曲《給愛德琳的詩》風靡全球
， 該 單 曲 當 時 在 38 個 國 家 創 造 了
2200 萬張的銷售奇跡。
除了在幾十年間創下了唱片總銷
量過億的奇跡之外，克萊德曼擁有的
紀錄不勝枚舉：他是吉尼斯世界紀錄
公認的全球最受歡迎鋼琴家，擁有鋼
琴界世界巡回演出的裏程紀錄——足
跡遍布 80 多個國家及地區，共計演出
2600 多場，飛行裏程超 300 萬公裏，
相當於繞地球 70 多圈，僅音樂會現場
觀眾就超過 700 萬人次，在舞臺上接

受鮮花 50000 多束。其中，克萊德曼
27 次到訪中國，與中國聽眾結下了不
解之緣。他是目前世界上改編並演奏
中國音樂作品最多的藝術家，僅中國
內地，克萊德曼奏響過七十多個城市
，演出場次超四百場，幾乎場場爆滿
。他改編、演奏並出版的中國樂曲包
括《紅太陽》、《一條大河》、《梁
祝》、《山歌好比春江水》，以及
《花心》、《愛如潮水》等流行音樂
。
在過去的三年間，克萊德曼北美
巡演的足跡已經走過了紐約、洛杉磯
、多倫多、溫哥華等十余城市，場場
爆滿、座無虛席。克萊德曼也會在演
奏的間隙與觀眾進行各種親密的互動
，有觀眾獲得了原版琴譜，也有觀眾
獲得了親筆簽名。面對熱情的觀眾，
受感染的克萊德曼先生還曾開玩笑要
將自己的琴凳送給粉絲。
10 月 6 日，讓我們在 Arena Theatre 共同期待理查德•克萊德曼的到
來！與那個帶你走進《夢中婚禮》，
在《秋日私語》裏奏響了你記憶中的
《至愛麗絲》，在他深藍色《星空》
裏，在他玫瑰色的《瑰麗人生》中，
奏響了無數人人心底《愛與希望詩篇
》的鋼琴王子共同譜寫新的浪漫篇章
~
演出信息

時間：2019 年 10 月 6 日 19:30
地點：Arena Theatre
地 址 ： 7326 Southwest Fwy, Houston

五 10am-6pm
地 址 ： 7326 Southwest Fwy,
Houston 電話：713-772-5900
4. 掃描二維碼直接跳轉購票網頁：

購票信息
1. 網絡購票：Ticketmaster.com 搜索
Richard Clayderman
2. 電話購票：800-745-3000
2. Arena Theatre 售票中心：周一至

主辦：華唱兄弟
604-401-0695
協辦：飛龍傳媒
832-803-9018

咨詢電話：
咨詢電話：

休城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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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背酸痛?? Massage Remedy 為您減輕疼痛
腰背酸痛

專業進行經絡和肌肉的疏通放鬆與按摩

(本報休斯敦報導) 現代人生活節奏
快，壓力又多又重，若是沒有適當的調
適方法，常常會導致身心疲憊，生活呈
亞健康狀態，影響整體生活的品質。最
常見的是埋頭電腦前、長時間工作、加
班、熬夜，忙得不可開交，以致身體疲
累不堪，如果再加上睡眠不足，很容易
造成肌肉緊繃、肩頸僵硬、腰背酸痛。
這時候，如能找到好的專業按摩師，將
會有很大幫助。
緩解身心壓力
我的一位朋友喜歡去按摩，她肩部
痛去按摩，頭痛去按摩，壓力太大去按
摩，睡得不好也去按摩，甚至心情鬱悶
時都去按摩，連旅行前後也要去按摩。
問她為什麼喜歡去按摩，她說，太累了
，要對自己好一點，那麼忙碌是為了賺
錢，賺了錢總要慰勞一下自己，要懂得
疼惜自己。同時，她找到了專業按摩師
，很了解她的狀況，按摩非常到位，能
幫助她緩解許多身心壓力，提升生活的
品質。
提升生活品質
筆者就發現這麼一家專業的按摩理
療店，不僅按摩師技巧高超，同時店內

的環境氣氛超溫馨，乾淨又優雅。更難
得的是，老闆很有理念，具有大格局，
希望把按摩理療的神奇之處發揚光大，
讓更多人受惠於按摩理療的幫助，舒通
經絡、緩解疼痛，這家店的名字是
Massage Remedy，就位在糖城 6 號公路
上。
Massage Remedy 的按摩師都是有政
府許可證照的專業按摩師，他們精益求
精，均具有多年經驗，除了到專業學校
接受訓練，還定期接受各種按摩培訓，
不斷提升按摩技巧。因為他們的用心與
敬業態度，受到客人長期的好評。
環境舒適與眾不同
只要去過 Massage Remedy 一次，一
定會發現這家店與其他店的不同，一進
店裡，舒適的環境讓人立刻有放鬆之感
，空間的設計很有格調，還有輕緩的音
樂和潺潺的溪水流淌，所有物品排列的
井井有條，明顯感受到是 「品質」在說
話。這兒的員工都極為友善，並且知識
廣博，對中醫、經絡都有獨特的理解，
除了按摩理療之外，這裏還有芳香療法
、恢復足部磨砂、和熱石(能量石)療法
以及專業的中醫師調配的藥浴。

融合中西方優點
Massage Remedy 的職業按摩師王艷
娥表示，身體的新陳代謝靠血液循環來
完成，按摩與熱石能促進血液循環，暢
通的氣血能幫助身體排毒，緩解疲勞與
疼痛。她結合美式的服務理念與東方獨
特的按摩技巧，融合中西方的優點，提
升按摩品質，給客人乾淨、舒適、安全
、身心得到舒緩的服務。
那麼，這裏的按摩又分為哪些種類
呢?
1.原點療法：專門設計用於通過按
摩改善血液循環而使壓力釋放，疼痛減
輕。該療法特點客戶和操作者利用自然
深呼深吸釋放肌肉的壓力，從而減輕疼
痛，定期按摩，有助於自然控制慢性損
傷引起的疼痛和壓力。
2.瑞典按摩: 是一種典型的按摩類
型，瑞典按摩技術的主要目標之一是放
鬆整個身體，這是通過在血液循環返回
心臟的過程，以長滑行方式摩擦肌肉來
實現的。但瑞典按摩療法不僅僅是放鬆
，它可以改善血液循環和肌肉的柔韌性
，從而減少肌肉毒素，緩解緊張情緒。
3.深層組織按摩: 深層組織按摩療法
類似於瑞典式按摩手法，但它註重更深
的壓力來釋放長期的肌肉緊張，尤其是
對最深層的肌肉組織、肌腱和筋膜（肌
肉、骨骼和關節周圍的保護層）。此外
，2010 年臨床精神病學期刊的薈萃分析
發現，深層組織等按摩方式可以減少壓
力激素水平和心率，同時通過觸發催產

素和血清素的釋放來促進情緒和放鬆。
4.運動按摩：運動按摩療法針對各
種運動員，從世界一流的專業人士、到
週末慢跑者都適用。運動按摩技術的細
節依運動員或運動愛好者的運動種類而
不同，專註於身體的過度使用、重複、
和運動壓力高的區域。運動員發現，特
別設計的運動按摩可以提高靈活性，減
少疲勞，提高耐力，有助於防止受傷，
並為身心做好準備，以達到最佳表現。
5.雙人間按摩: 可想像一下，一對情
侶，或者家人、朋友在超大按摩室的溫
暖氣氛中共同度過一整個小時，無論是
接受按摩、芳香療法、熱石療法、或足
部磨砂，當完成後，感到完全的放鬆，
更可以增進愛情和友誼。
6.臉部按摩: 臉部按摩不是面部美容
，它是通過對臉部肌肉，穴位及肩、頸
肌肉的點壓及按摩，放鬆由於壓力而導
致的顳下頜關節緊繃、咬合困難、以及
由此引發的頭痛。
7.頭部按摩：通過對頭皮、頭蓋骨
、以及枕骨下緣的點、按、揉等手法按
摩，促進頭皮皮下組織良性循環，保持
頭部清新的感覺。
8.全身按摩: 通過綜合的按摩手法幫
助緩解因長時間伏案電腦前工作、及其
他勞累而導致的肩背部酸痛、幫助緩解
腰部肌肉的緊張、及由此引發的坐骨神
經及其他腰腿酸痛。好的按摩師懂得針
對要點穴位加強按摩，同時根據你的身
體情況，幫你疏通經絡，緩解身心緊張

情緒，讓你能放鬆。尤其是對繁忙工作
一天後的你經過按摩，更能夠得到很好
的紓解，提高你的睡眠質量。
歡迎洽詢
凡持本報導、或是美南新聞 Massage Remedy 的廣告，均享 40% Off 的優
惠 。 電 話 ： 346-874-7499、
346-874-7506。 地 址: 4131 Highway 6,
Sugar Land, TX 77478。 （Brake Check
後面 , 旁邊是 Cici’s Pizza）。

美南副刊

泰坦尼克号沉没之谜

1912 年 4 月 12 日是个悲惨的日子——这
一天，英国豪华客轮泰坦尼克号在驶往北美
洲的处女航行中不幸沉没。这次沉船事件致
使 1 523 人葬身鱼腹，是人类航海史上最大
的灾难，震惊世界。这么多年来，泰坦尼克
号沉没的真正原因，一直是人们探索的焦点
。
1985 年，人们在纽芬兰附近海域发现了
沉没的泰坦尼克号残骸。紧接着，探索者们
利用各种先进技术，甚至潜入冰冷黑暗的深
海，企图揭示泰坦尼克号沉没的原因。然而
，潜入水中的人只能看到泰坦尼克号的外观
，却无法探查由于冰山撞击造成的“创伤”
，因为轮船的裂缝已被厚厚的泥沙深深掩埋
起来了。这个状况一直到 1996 年才得以改变
。该年 8 月，一支由几个国家潜水专家、造
船专家及海洋学家组成的国际考察队深入实
地进行了探测。不探则已，一探惊人。一个
全新的说法打破了著名电影《泰坦尼克号》
广为人们所接受的剧情。在这部电影里，这
艘近 275 米的豪华客轮，被迎面漂来的冰山

撞开了约 92 米长的裂缝后，船舱进水，很快
沉没在纽芬兰附近海域。然而这次探测的结
果表明，泰坦尼克号并不是被迎面漂来的大
冰山撞开一个大裂口而沉没的。他们的声波
探测仪找到了船的“伤口”。“伤口”并不
是 92 米那么长，而是有 6 处小“伤口”，总
的损坏面积仅有 3.7 米—4 米。研究人员为了
增强这种说法的可信度，利用那些数据在计
算机上模拟了灾难发生的过程，结论是肯定
的：当时进水的 6 个舱室并不是平均进水的
，有的进水量大，有的进水量小，这说明撞
开的洞口有大有小。其实，在当时该船的设
计师爱德华· 威尔丁已经提出了这个情况，
可是这个非常重要的证言被有意或无意地忽
略了。因为当时的人们很难接受这样一个事
实：一艘如此精良的巨轮只撞了 6 个小洞就
沉没了！
该船的“受伤”与船体钢板也有很大
关系。1992 年，俄罗斯科学家约瑟夫麦克
尼斯博士在文章中写道：“敲击声很脆的
船体钢板，或许使人感到它可以在撞击下

被分解成一块块，——实际上是从船的侧
面被打开的口子。”美国科学家对船体钢
板的研究结果也证实了上面的看法，当时
的钢板有许多降低钢板硬度的硫磺夹杂物
，这是船体钢板非常脆的原因。因此，专
家们普遍认为，冰山撞击可能并不是致命
原因；冰山撞击来得太突然，加上轮船的
速度稍快，再加上钢板较脆，是这一悲剧
发生的真正原因。
一切听上去都是那么有理有据，然而和
所有未明真相的事件一样，泰坦尼克号之谜
也远远未曾结束。2004 年，一个耸人听闻的
言论跳到全世界公众的面前，吸引了所有关
心和不关心泰坦尼克号事件的人们的注意力
：英国的罗宾· 加迪诺和安德鲁· 牛顿在接受
英国电视台采访时，披露了泰坦尼克号沉船
阴谋论——泰坦尼克号沉没事件中遇难的 1
523 名乘客和船员并不是死于天灾，而是人
祸！他们称，在泰坦尼克号开始它的处女航
的 6 个月前，即 1911 年 9 月 11 日，泰坦尼克
号的姊妹船——奥林匹克号在离开南安普

顿出海试航时，船舷被严重撞毁，
勉强回航并停靠到了贝尔法斯特港
。不幸的是，保险公司以碰撞事件
的责任方是奥林匹克号为由拒绝赔
偿，而奥林匹克号的修理费用异常
昂贵，当时的白星轮船公司陷入了
严重的经济困境。更糟糕的是，如
果 6 个月后泰坦尼克号不能按时起航
，那么白星轮船公司将面临破产。
于是白星轮船公司决定把已经损坏
的奥林匹克号伪装成泰坦尼克号，
并安排了那场海难来骗取一笔巨额
的保险金。原先白星轮船公司安排
了一艘加利福尼亚号停靠在大西洋
的冰山出没区，准备在事故发生时
及时救上泰坦尼克号上的所有人。
导致灾难成为事实的最关键处是，
加利福尼亚号竟然搞错了泰坦尼克
号的位置和求救信号，没有及时赶
到沉船地点进行抢救。加迪诺、牛
顿和其他阴谋论者都认为白星轮船
公司的主人——美国超级富翁 JP.摩
根是这起保险诈骗阴谋的幕后策划
者。
言之凿凿，石破天惊。但是许
多英国人对阴谋论嗤之以鼻，其中
包括“英国泰坦尼克协会”的专家
。“英国泰坦尼克协会”发言人斯
蒂夫· 里格比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我毫不怀疑，躺在北大西洋海底
的船只正是泰坦尼克号。”
但是，“船只保险诈骗阴谋
”论者指出一件件异常情况来证实
他们的说法。第一，泰坦尼克号曾
经突然改变航线，可能是为了与加
利福尼亚号进行会合；第二，遭遇
冰山后，有 人 看 见 大 副 默 多 克 跑 到
高高的船桥上去，可能是为了寻找加利
福尼亚号的踪迹；第三，后来的调查报
告显示，在船员船舱里竟然没有一个双
筒望远镜，这意味着监望员很难及时发
现 冰 山 ； 第 四 ， 白 星 轮 船 公 司 的 总 裁 JP
．摩根本来也计划乘坐泰坦尼克号，但
在起航前两天，他以身体不适为由取消
了旅行，可是轮船沉没后两天，有人发
现他正和法国情妇幽会，与他一起取消
行 程 的 有 55 人 ， 这 些 取 消 行 程 的 人 应 该
都是知晓内幕者；第五，在临时把奥林匹
克号伪装成泰坦尼克号的过程中存在偷工
减料，有人发现沉船上的一些救生艇像筛
子一样漏水；第六，也是最令人匪夷所思
的一点，从泰坦尼克号遗骸处打捞上来的
3 600 多 件 物 品 中 ， 竟 然 没 有 一 样 东 西 上
面刻着泰坦尼克的标记；第七，当时出现
在大西洋上的加利福尼亚号除了工作人员
和 3 000 件羊毛衫和毯子外，没有搭载一
名乘客的事实让人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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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老人服務協會2019
中華老人服務協會
2019年
年 9 & 10
10月份會員通告
月份會員通告
20192019
年 9年
、10
9、10
月 月份 份通 通告 告

休士頓中華老人服務協會
休士頓中華老人服務協會
CHINESE
CHINESE
SENIORS
SENIORS
ASSOCIATION
ASSOCIATION
OF HOUSTON,
OF HOUSTON,
INC. INC.
`

I. 2019
I. 2019
第三季度慶生會謹定於
第三季度慶生會謹定於
9 月 929月日(星期日)
29 日(星期日)
下午下午
1:301:30
假僑教中心大禮堂舉行。屆時
假僑教中心大禮堂舉行。屆時

`

10303
10303
Westoffice
Westoffice
DriveDrive
Houston,
Houston,
TexasTexas
77042
77042
電話:電話:
(713)784-9049
(713)784-9049
網址:網址:
www.csahouston.wordpress.com
www.csahouston.wordpress.com

備有精彩歌唱、舞蹈節目表演、還有豐富的獎品抽獎助興。入場劵分有三種
備有精彩歌唱、舞蹈節目表演、還有豐富的獎品抽獎助興。入場劵分有三種
: 7,8,9
: 7,8,9
生日生日
的壽星劵(含免費餐盒帶回家)、自費餐盒券(每張酌收五元)、和免費節目觀賞劵。壽星會
的壽星劵(含免費餐盒帶回家)、自費餐盒券(每張酌收五元)、和免費節目觀賞劵。壽星會
員可憑有效會員証領取壽星劵。非壽星會員可憑有效會員証自由選擇購買自費餐券或領取
員可憑有效會員証領取壽星劵。非壽星會員可憑有效會員証自由選擇購買自費餐券或領取
免費參加劵。以上三種入場劵皆可參加抽獎。
免費參加劵。以上三種入場劵皆可參加抽獎。
請於請於
9 月 910月日至
10 日至
9 月 924月日，每週一到週五
24 日，每週一到週五
上午十點到十二點半到僑教中心
上午十點到十二點半到僑教中心
102 102
室營養午餐部登記領取或購買餐券。
室營養午餐部登記領取或購買餐券。
當天並進行國泰銀行基金會捐贈儀式。
當天並進行國泰銀行基金會捐贈儀式。
感謝國泰銀行基金會多年以來対本會的支持與贊助，
感謝國泰銀行基金會多年以來対本會的支持與贊助，
今年將捐款$7500
今年將捐款$7500
補助本會的經費。讓我們的會員受益良多。
補助本會的經費。讓我們的會員受益良多。

休士頓中華老人服務協會
休士頓中華老人服務協會
每週定期例行活動時間地點一覽表
每週定期例行活動時間地點一覽表
星
期

一

星
期

一

活

活動

上

動

上午

中 中
午 午
午
11:3011:30
~ 12:30
~ 12:30

國 畫（104
國 畫（104
教室）
教室）

9:30 ~9:30
11:00
~ 11:00

書 法（105
書 法（105
教室）
教室）

11:0011:00
~ 12:30
~ 12:30

~ 11:30
~ 11:30
英 語會話
英 語會話
-- 基 礎、初級
-- 基 礎、初級
班(103班(103
室) 室)09:3009:30
英 語英-- 中
語上
-- 中
班上(103
班 教室)
(103 教室)
二

三

10:0010:00
~ 11:30
~ 11:30

養

午

午

餐

餐

下

下午

午

II. II.
新舊會員換証日期定於每月的第二週。即
新舊會員換証日期定於每月的第二週。即
9 月 914月日、10
14 日、10
月 12月星期六上午十點至十二點。須
12 星期六上午十點至十二點。須

09:3009:30
~ 11:30
~ 11:30

 上午 7:30 --僑教中心停車場登記、上車。
 上午 7:45 --- 準時出發、過時不候。
 中午 11:00 --- 中式自助餐。
 中午 12:30 --- 到達 SAS 鞋廠參觀該廠鞋子的制造過程。SAS 鞋子是眾所周知除了質量好而且是最舒
適的鞋子。在 SAS 鞋廠購買的鞋價比平常鞋店便宜。這是採購的好機會。
 下午 2:30 --- 參觀 Buckhorn Saloon & 德州 Ranger 博物館。超過 135 年歷史一直被認為是一個良好聚
會場所的 Buckhorn Saloon 具有美食和壯觀的野生動物展覽。其探索動物大廳，讓你有真正身臨其境
準備探險。還可以在 Toepperwein 射擊館練習您的銳利射擊技巧，及探索來自世界各地的 500 多種不
同的動物。德州 Ranger 博物館收藏德州衆多文物，包括古董左輪手槍，自動手槍，霰彈槍，徽章，
照片等等。
 下午 7:00 --- 回到僑教中心。

要換証的新舊會員請到僑教中心
要換証的新舊會員請到僑教中心
108 108
室辦理。注意本年度的十一月和十二月將暫停辦理新舊
室辦理。注意本年度的十一月和十二月將暫停辦理新舊 2) 2019 年 10 月 14 日星期一、一日遊。將於 10 月 1 日星期二 開始接受報名收費。
會員換証。還沒有換証的會員請盡早辦理,
會員換証。還沒有換証的會員請盡早辦理,
以免無法參加活動。
以免無法參加活動。
***收費 20 元。名額有限、請儘早報名。行程如下：

I. iPad、iPhone
I. iPad、iPhone
班 ：本會的
班 ：本會的
iPad、iPhone
iPad、iPhone
班備有不同學習的課程。每班級一期共五週。每週三和週
班備有不同學習的課程。每班級一期共五週。每週三和週
Karaoke
Karaoke
A A
(107 室)
(107 室)

1:00 ~1:00
4:00~ 4:00

乒乓球運動班
乒乓球運動班
3:00~ 3:00
(105 室)
(105 室) 1:00 ~1:00

五上午
五上午
9:309:30
至 11:30
至 11:30
在僑教中心
在僑教中心
104 上課。
104 上課。
 iPad
 iPad
和 iPhone
和 iPhone
第 II第班:
II 班:
將於將於
9/119/11
開班到
開班到
10/11。讓你進一步了解
10/11。讓你進一步了解
iPadiPad
和 iPhone
和 iPhone
設定和不同
設定和不同
的應用軟件如:中英(國際語文)字典、地圖和行事曆和
的應用軟件如:中英(國際語文)字典、地圖和行事曆和
Saferi
Saferi
等的使用。了解如何使用
等的使用。了解如何使用
SkypeSkype
的最的最
新功能。從通话到视频聊天，從即時消息到文件共享，Skype
新功能。從通话到视频聊天，從即時消息到文件共享，Skype
使你可以随时保持與親友联系。
使你可以随时保持與親友联系。
 每班人數有限、請早報名。每班收費
 每班人數有限、請早報名。每班收費
35 元。有興趣的會員請到僑教中心
35 元。有興趣的會員請到僑教中心
102 室繳費報名。
102 室繳費報名。

 上午 8:45 ----- 僑教中心停車場登記上車。
 上午 9:00 ----- 準時出發、過時不候。
 上午 9:30 -----参觀特殊的印度傳統神廟。該神廟是由 2 種類型的石材,土耳其外石灰石和內飾意大利大
理石,以及超過 33,000 單件在印度的手工雕刻品、運到德州 Stafford、像一個巨大的 3-D 拼圖組裝起來的
建築物。廟內和廟外的裝煌設計、配合精緻的藝術品，是一幢具有非常特色的印度古典建築。在這裡
你可看到印度古代的智慧、通過吸引人的視覺效果，繪畫，舞台造型和傳統工藝展示。它代表了印度
在數學、天文學、醫學、教育、宗教等領域的貢獻。這是印度旅遊的重要景點之一、我們可不須要長
途拔跋涉到印度了。
 中午 12:00 ----- 中式午餐。
 下午 1:30 --- 参觀葬禮歷史國家博物館。這裡收集所有葬禮相關的主題，從埃及古代防腐儀式到紀念名
人的相關用品的。包括教宗座駕(稱為 Saintmobile）在 1982 年使用的聖若望保祿二世，由瑞士衛隊（教
皇保鏢）穿原來的制服和法衣從加馬雷利的法衣及過去七年教皇所穿的衣服。古董靈車、儀式相關文
物的展示。共有 13 個展館。博物館已成為在美國陪葬習俗，也許是世界上最大的教育中心。吸引成千
上萬的遊客。
 下午 4: 00 --- 回到僑教中心。

)

)

一 一
 上午 7:30 --僑教中心停車場登記、上車。
II. 電子琴報名開班請到
II. 電子琴報名開班請到
102 室查詢。
102 室查詢。
6-13-2019 Zilker 公園&哈密爾頓池保護區
香香個人創作舞
香香個人創作舞
1:00 ~1:00
3:00~ 3:00
 上午 7:45 --- 準時出發、過時不候。
二 二
(109 室)
(109 室)
四 英 語英–高衱
~ 11:30
~ 11:30
III. III.
您希望長命百歲身體健康嗎?
您希望長命百歲身體健康嗎?
本會為您舉辦系列健康促進講座(主講人:
本會為您舉辦系列健康促進講座(主講人:
鄧雅如)請踴躍参加
鄧雅如)請踴躍参加
語 –高衱
班 (103
班 教室)
(103 教室) 09:3009:30
教
 中午 11:00 --- 教
中式自助餐。
4:00~ 4:00
Karaoke
B (107B 室)
(107 室)1:00 ~1:00
室 室 Karaoke
1) 91)月 93 月
日、星期二、上午十點至十一點半僑教中心
3 日、星期二、上午十點至十一點半僑教中心
102 室。主題:
102 室。主題:
少油就能多健康嗎？
少油就能多健康嗎？
 中午 12:30 --- 到達 SAS 鞋廠參觀該廠鞋子的制造過程。SAS
鞋子是眾所周知除了質量好而且是最舒
大綱:現代人擔心健康出問題，飲食多為少糖、少鹽、少油的原則，甚至完全不敢吃
大綱:現代人擔心健康出問題，飲食多為少糖、少鹽、少油的原則，甚至完全不敢吃
09:3009:30
~ 11:30
~ 11:30
考公民入藉班(103
考公民入藉班(103
教室)教室)
適的鞋子。在
SAS 鞋廠購買的鞋價比平常鞋店便宜。這是採購的好機會。
五
油，但你知道嗎？吃對油比不吃油更重要！家裡的油品，真的可以一油用到底嗎
油，但你知道嗎？吃對油比不吃油更重要！家裡的油品，真的可以一油用到底嗎
?讓我
?讓我
10:0010:00
~ 11:30
~
11:30
中医義診(102
中医義診(102
教室)教室)  下午
們來了解怎麼用油更健康。
們來了解怎麼用油更健康。
2:30 --- 參觀 Buckhorn Saloon & 德州 Ranger 博物館。超過
135 年歷史一直被認為是一個良好聚
舞 蹈舞
(109
蹈 室)
(109 室)12:0012:00
~ 2:00~ 2:00
會場所的
Buckhorn Saloon
具有美食和壯觀的野生動物展覽。其探索動物大廳，讓你有真正身臨其境
2) 102)月101 月
日、星期二、上午十點至十一點半僑教中心
1 日、星期二、上午十點至十一點半僑教中心
102 室主題:大腦別忘了!健腦補腦小秘訣
102 室主題:大腦別忘了!健腦補腦小秘訣
健 康 與 醫 療 欄
養生保健班
養生保健班
10:0010:00
~ 12:00
~ 12:00
合 唱合
(107
唱 室)
(107 室)
1:30 ~1:30
3:30~ 3:30
大綱:大綱:
大腦是人體非常的重要器官。不論年紀如何，人人都需要健腦護腦，像是腦力發展
大腦是人體非常的重要器官。不論年紀如何，人人都需要健腦護腦，像是腦力發展
準備探險。還可以在
Toepperwein
射擊館練習您的銳利射擊技巧，及探索來自世界各地的
500 多種不
六
「什麼樣的老人不會生病」
的孩童，學習課業的青人，努力發展事業的壯年，還有擔心腦力退步的銀髮族。補腦工
的孩童，學習課業的青人，努力發展事業的壯年，還有擔心腦力退步的銀髮族。補腦工
粵 博物館收藏德州衆多文物，包括古董左輪手槍，自動手槍，霰彈槍，徽章，
曲粵
(108
曲 室)
(108 室) 1:30 ~1:30
4:00~ 4:00
同的動物。德州
Ranger
10:0010:00
~ 12:00
~ 12:00
去觀察、研究各國不生病的老人們，我發現他們有以下共通點。
新舊會員換証
新舊會員換証
108 室108
(每月第二週六)
室 (每月第二週六)
作個個不能忘，運動，飲食，休息樣樣不能少。
作個個不能忘，運動，飲食，休息樣樣不能少。
太 極太
班極
(大禮堂)
班 (大禮堂)
1:00 ~1:00
4:00~ 4:00
照片等等。
 永不退休。可能會從職場中退休，但絕不會從生命中退休。偏好花大部分精力去成就自己的天賦、去完
粵 曲粵
(108
曲 室)
(108 室) 1:30 ~1:30
4:00~ 4:00
IV. IV.
免費注射流感疫苗:
免費注射流感疫苗:
10 月103 月
日、星期四、上午九點半至十二點僑教中心
3 日、星期四、上午九點半至十二點僑教中心
102 室。流行性感冒
102 室。流行性感冒
成自己。
 下午 7:00 --- 回到僑教中心。
日
0

日

養

0

六

英 語–
英 語–
中級 中級
班 (103
班 教室)
(103 教室)

營

(

五

三

活 動
活 動

活 活
動 動
專 專
欄 欄

營

(

四

09:3009:30
~ 11:30
~ 11:30

二
編 織編
班織(102
班 教室)
(102 教室)

編輯:編輯:
趙婉兒
趙婉兒

太 極太
班極
(205
班 室)
(205 室)1:00 ~1:00
3:00~ 3:00

是一種很容易會被感染的疾病，對於抵抗力差或年紀大的人，每次會因為流感的來襲而生
是一種很容易會被感染的疾病，對於抵抗力差或年紀大的人，每次會因為流感的來襲而生

病。對此除了平時增強自己免疫力以外，可以通過注射流感疫苗來避免。請勿錯過。
病。對此除了平時增強自己免疫力以外，可以通過注射流感疫苗來避免。請勿錯過。
年 10 月 14 日星期一、一日遊。將於
每季舉辦一次會員慶生會
每季舉辦一次會員慶生會 10 月 1 日星期二 開始接受報名收費。
旅 旅遊 遊
專 專
欄 欄
其它系列活動:
其它系列活動:
iPad &
iPad
iPhone
& iPhone
班、電子琴班、每月一次健康促進講座。
班、電子琴班、每月一次健康促進講座。
***收費 20 元。名額有限、請儘早報名。行程如下：
I. 本會所舉辦的旅遊、只限會員參加。
I. 本會所舉辦的旅遊、只限會員參加。
報名請
報名請
於指定報名日期上午十點到十二點半、憑有效
於指定報名日期上午十點到十二點半、憑有效

2) 2019
每月舉辦一次一日旅遊
每月舉辦一次一日旅遊

 能享受孤獨，也能享受和大夥聚在一起的時光。要動能動、要靜就能很快靜下來。收放自如、順
勢而為，不會因不甘寂寞，而四處奔忙，搞得自己很累。
 吃得很少。食量小，但都是吃原型食物、真食物、偏植物性飲食。吃的東西都很新鮮、很有能量，這樣
就夠了。
 走得很多。能走就不要坐著，你不愛老坐著，就不用擔心以後成天得躺著。在世界各地的名勝古蹟、
好山好水的地方，都會看到很多健步如飛的老人家。他們玩越大、走越遠、越開心、越健康。
 不抱怨不計較。身體上很多病都是由心病來的。怨氣、怒氣最傷，其次是長時間的憂鬱、壓抑、悲觀，
承受壓力而不放下，這些都會影響到身體各系統的運作。
 利他成習慣。開始練習利他，無私的為他人福利著想。把自己變成像是太陽、月亮一般，溫暖、皎潔的
存在。

會 員會
証員
到証
僑到
教僑
中教
心中102
心 102
室 報室
名報
繳名
費繳
。費
或。
在或
指在
定指
報定
名報
日名
期日
之期
後之
、後
如、
果如
還果
有還
名有
額名
、額
可、
電可 電
 捐
上午
僑教中心停車場登記上車。
捐
獻8:45
獻
鳴 ----鳴
謝 謝
欄
欄
(713)784-9049
(713)784-9049
預約報名繳費。費用含早點、午餐、司機午餐、小費、瓶裝水
預約報名繳費。費用含早點、午餐、司機午餐、小費、瓶裝水
和門票。凡己
和門票。凡己
 上午 9:00 ----- 準時出發、過時不候。
感謝朱和&
感謝朱和&
陳懷雪夫婦捐贈
陳懷雪夫婦捐贈
$100,$100,
Dignity
Dignity
Memorial
Memorial
- Luck
- Luck
LingLing
捐贈捐贈
$300$300
報名、而改變主意不能參加者須繳交
報名、而改變主意不能參加者須繳交
l0 元註銷費、前一週改變主意或當天缺席恕不退費。
l0 元註銷費、前一週改變主意或當天缺席恕不退費。
 上午 9:30 -----参觀特殊的印度傳統神廟。該神廟是由 2請隨身帶備
種類型的石材,土耳其外石灰石和內飾意大利大
請隨身帶備
ID、健康保險卡、穿舒適便鞋、或運動鞋、陽傘或帽子、別忘了帶相機。
ID、健康保險卡、穿舒適便鞋、或運動鞋、陽傘或帽子、別忘了帶相機。
謹此感謝國泰銀行-國泰基金會捐贈本會
謹此感謝國泰銀行-國泰基金會捐贈本會
$7500
$7500
理石,以及超過 33,000 單件在印度的手工雕刻品、運到德州
3-D 拼圖組裝起來的
1) 2019
1) Stafford、像一個巨大的
2019
年9月
年 19
9月
日19星期四、一日遊。將於
日 星期四、一日遊。將於
9 月 39 日、星期二接受報名收費。
月 3 日、星期二接受報名收費。
***收費
***收費
35 元。名額有限、請儘早報名。行程如下：
35 元。名額有限、請儘早報名。行程如下：
建築物。廟內和廟外的裝煌設計、配合精緻的藝術品，是一幢具有非常特色的印度古典建築。在這裡
你可看到印度古代的智慧、通過吸引人的視覺效果，繪畫，舞台造型和傳統工藝展示。它代表了印度
7-20-2019 Shiner Spoetzl 啤酒工廠, STS.
在數學、天文學、醫學、教育、宗教等領域的貢獻。這是印度旅遊的重要景點之一、我們可不須要長
途拔跋涉到印度了。
 中午 12:00 ----- 中式午餐。
 下午 1:30 --- 参觀葬禮歷史國家博物館。這裡收集所有葬禮相關的主題，從埃及古代防腐儀式到紀念名
人的相關用品的。包括教宗座駕(稱為 Saintmobile）在 1982 年使用的聖若望保祿二世，由瑞士衛隊（教
皇保鏢）穿原來的制服和法衣從加馬雷利的法衣及過去七年教皇所穿的衣服。古董靈車、儀式相關文
物的展示。共有 13 個展館。博物館已成為在美國陪葬習俗，也許是世界上最大的教育中心。吸引成千
上萬的遊客。
 下午 4: 00 --- 回到僑教中心。

6-13-2019 Zilker 公園&哈密爾頓池保護區

健 康 與 醫 療 欄
「什麼樣的老人不會生病」
去觀察、研究各國不生病的老人們，我發現他們有以下共通點。
 永不退休。可能會從職場中退休，但絕不會從生命中退休。偏好花大部分精力去成就自己的天賦、去完
成自己。
 能享受孤獨，也能享受和大夥聚在一起的時光。要動能動、要靜就能很快靜下來。收放自如、順
勢而為，不會因不甘寂寞，而四處奔忙，搞得自己很累。
 吃得很少。食量小，但都是吃原型食物、真食物、偏植物性飲食。吃的東西都很新鮮、很有能量，這樣
就夠了。
 走得很多。能走就不要坐著，你不愛老坐著，就不用擔心以後成天得躺著。在世界各地的名勝古蹟、
好山好水的地方，都會看到很多健步如飛的老人家。他們玩越大、走越遠、越開心、越健康。
 不抱怨不計較。身體上很多病都是由心病來的。怨氣、怒氣最傷，其次是長時間的憂鬱、壓抑、悲觀，
承受壓力而不放下，這些都會影響到身體各系統的運作。
 利他成習慣。開始練習利他，無私的為他人福利著想。把自己變成像是太陽、月亮一般，溫暖、皎潔的
存在。

7-20-2019 Shiner Spoetzl 啤酒工廠, STS. Cyril & Methodius 天主教堂 & 葡萄園

Cyril & Methodius 天主教堂 & 葡萄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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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人工智能遇上公共交通
會產生何種效應？

提到人工智能在交通領域的應用，除
了無人駕駛妳還能想到什麼？人工智能其實
已悄然融入公共交通體系中。在上海舉行的
2019世界人工智能大會上，人工智能在軌道
交通、共享單車、網約車上的應用展示，讓
公眾看到更智慧的城市交通圖景。

郜春海表示，軌道交通相對道路交通等場景
來說更為封閉，因此更適合人工智能技術的
落地應用。通過多年來的科研投入，團隊研
發出擁有獨立自主知識產權的地鐵全自動駕
駛系統和列車智能檢測系統等技術，並在探
索更多人工智能技術在軌道交通中的應用。
地鐵自動駕駛、故障自我診斷、列
人工智能+軌道交通：更嚴謹
車智能調度……人工智能為城市軌道交
2018年3月，北京地鐵燕房線開通， 通提供了更精細化的運營方案，減少人
作為我國首條自主化全自動運行的地鐵， 為因素在駕駛、檢修、調度等方面的影
燕房線成功運行離不開人工智能技術。作 響，也讓軌道交通運行變得更嚴謹。
為科創板首批上市企業的交控科技，就是
實現相關技術應用的創造者之壹。在2019
人工智能+共享單車：更高效
世界人工智能大會上，交控科技的列車智
共享單車近年來的快速發展，給城市
能檢測系統從近 700 個中外項目中脫穎而 治理帶來不少難題，人工智能成為解決問題
出，入圍卓越人工智能引領者獎榜單。
的重要抓手之壹。在2019世界人工智能大
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 會的技術應用主題展區，記者發現哈啰出行

提供了解決兩大難題的人工智能方案。
共享單車亂停亂放侵占道路怎麼辦？
Argus 智能視覺交互系統可以實時識別、
智能判斷並管理所在區域的共享單車和
社會車輛，如果區域內的車輛停放達到
預警閾值，系統可向管理部門與企業實
時發出調度信息，提高運維效率。
共享單車調度不及時無車可騎怎麼
辦？基於人工智能技術的哈啰大腦可以
在車輛投放規劃、車輛調度、運維人員
派單等環節實現智能運營決策，達到運
力在時間、空間與需求上的最優匹配。
共享單車解決了出行的“最後壹公裏”
問題，人工智能再讓共享單車運行提速增
效。哈啰出行聯合創始人、執行總裁李開
逐說：“人工智能可以大幅提高工作效
率，這恰恰是企業的核心競爭力之壹。”

人工智能+網約車：更安全
網約車的安全問題近來備受社會關
註。人工智能碰上網約車安全領域又能擦
出怎樣的火花？滴滴出行首席執行官程維
透露，公司已利用人工智能技術實時識別司
機的分心駕駛、疲勞駕駛等行為。據統
計，今年上半年平臺上的交通事故率降低了
15%，人工智能功不可沒。
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人工智能學
會理事長李德毅認為，有限地域的無人

下半年以來 15 城樓市又有新動作 禁漲、限售輪番上陣
中央再次重申堅持“房住不炒”，並提出不將
房地產作為短期刺激經濟的手段。中新經緯客戶端
不完全統計發現，進入 2019 年下半年以來，至少已
有 15 個城市出臺樓市調控政策，通過壹系列措施，
促進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
禁漲、限售 這些城市繼續收緊
蘇州年內第四次加碼樓市調控。蘇州市政府出臺
意見，在土地出讓、居民購房政策、住房信貸稅收等
方面進壹步收緊樓市調控。限售範圍擴大為蘇州市6
區，統壹新房限售3年，二手房限售5年。非本市戶
籍居民家庭在蘇州市區、昆山市、太倉市範圍內申請
購買第1套住房時，應提供自購房之日起前3年內在
蘇州市範圍內連續繳納2年及以上個人所得稅繳納證
明或社會保險(城鎮社會保險)繳納證明。
大連、洛陽兩地則直接給房價設置“漲停板”。
大連發布通知，要求實施商品住房價格指導。第壹，
在售樓盤重新申報預售價格，申報價格不得高於最近成交
月份的最低價；第二，分期預售項目重新申報的價格不得
高於已售房源價格；第三，還未取得預售證的項目，將引
入第三方評估機構進行價格核算，價格確定6個月內不可
調整，6個月後可申請下調；第四，網簽環節實際成交
價不得高於申報的預售價格，且下浮不得超過5%。
7 月 26 日，洛陽住房保障和房產管理局回復網
友提問時，明確表示：各房地產開發企業目前在售

項目以 2019 年 4 月簽約均價為基準價，再售房源價
格原則上均不得高於該基準價。
值得註意的是，7月20日，開封市政府網站掛出
壹則通知公告，即市住建局撤銷其所作出的調整新購
商品住房交易時限及撤銷備案限制的相關決定。而此
次撤銷的有關決定，正是7月19日被媒體曝出的市住
建局發布的“取消新房限售”的文件內容。
開封住建局表示，鑒於其作出的“調整新購商品
住房交易時限及撤銷備案限制”的決定，未進行充分
的市場調研和論證，對由此可能產生的市場影響缺乏
充分的預判和評估，故撤銷此決定，收回相關文函。
易居研究院智庫中心研究總監嚴躍進指出，洛
陽此次強調了限價政策、而開封收回了放松的政策，
這都說明當前“房住不炒”的邏輯會繼續，房地產
市場依然需要積極對房價進行降溫。
“鉆空子”擾亂市場？後果很嚴重！
記者註意到，壹些城市通過嚴查“鉆空子”的行為
穩定樓市。
廈門印發意見，加強對廈門商業、辦公類建設項目管
理，遏制商辦類建設項目變相改造為公寓、住宅等“類住
宅”建築。意見明確，受讓人擅自將商辦類項目改為“類
住宅”，出讓人有權解除合同，並無償收回土地使用權。
7月，合肥召開全市房地產市場穩控工作會議，提出
對引發三次及以上群訪群訴事件且沒有有效解決措施的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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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企業，適時采取暫停供地、暫停預售、暫停網簽措施。
寧波則劍指房企違規收取認籌金，出臺商品房銷售
認籌管控政策，對開發商違規收取認籌金、預訂款、茶
水費等行為予以整頓。要求未取得預售許可證但已收取
認籌金等費用的企業7個工作日內全額退還購房意向人。
此外，三亞、鄭州、呼和浩特等地也先後發布通
知，開展房地產市場專項治理。治理內容包括變相加
價、規避限購以及從業人員其他違法違規行為。
多地聚焦民生需求
房子作為生活必需品，樓市調控是民生大工程。
下半年來，上海、廣州等城市在共有產權房、房屋
租賃等方面做文章，滿足民生需求。
以上海為例，上海市房管局近日印發通知，提
出在上海市 16 個區全面啟動非滬籍共有產權保障
住房申請咨詢及受理工作，計劃於 2019 年 9 月底之
前完成。據悉，非上海市戶籍家庭需同時滿足持有
《上海市居住證》且積分達到 120 分，在上海市無
住房、且在提出申請前 5 年內在上海無住房出售或
贈與行為等條件可以申請共有產權保障住房。
上海市房管局表示，本次共有產權保障住房擴圍
，聚焦常住人口中在上海市創業、穩定就業的人員尤
其是各類人才、青年職工，重點解決持證年限較長、
學歷層次高、符合上海市產業發展導向、為上海市經
濟社會發展作出貢獻的居住證持證人住房困難問題。

駕駛出租車將是自動駕駛技術短期內的
重要落地場景之壹。
滴滴出行在2019世界人工智能大會上
宣布，將在上海市嘉定區的特定區域內落
地商業化自動駕駛叫車服務。從長遠來
看，業內人士也普遍看好人工智能技術在
未來可以大幅降低交通事故的發生率。
上海市科委副主任幹頻表示，人工
智能加出行是上海規劃的人工智能三大應用
領域之壹，人工智能有望提供更智慧的城市
交通出行 方 案 。

值得壹提的是，近期印發的《中國(上海)自由貿易
試驗區臨港新片區總體方案》提出，上海自貿區臨港
新片區參照經濟特區管理。在打造更具吸引力的人才
發展環境上，新片區降低了人才“居轉戶”年限，外
來人口買房資格從社保或個稅需要繳納5年降至繳納3
年，取消“外地單身不能買房”禁令等。
上海是否已放松整體調控？對此，58安居客房產
研究院首席分析師張波認為，不應過度解讀上海自貿
區臨港新片區將放開房產限購政策，這壹政策本身並
非房產調控的“因城施策”，而是區域“產城融合”
發展的鼓勵政策，實質是解決區域內工作人群的居住
問題。上海今年以來的樓市維持了較好的平衡性，臨
港新片區政策不會放松整體調控的力度。
這些城市為何出手？
綜觀上述城市不難發現，這些地區大多房價波動較大。
以洛陽為例，據國家統計局數據，今年 6 月，
洛陽新房價格環比上浮 2.5%，居全國第壹，定基指
數也上浮至 135.6，壹路保持上漲態勢。而到了 7 月
份，洛陽則成為二手房環比漲幅最大的城市。
大連房價也漲勢強勁，“限漲令”出臺前夕，
5、6 月份大連新建商品住宅價格漲幅分別位列 70
個大中城市第 5 和第 8 名。
在張波看來，未來房地產市場依然會保持“張
馳有度”的態勢，之前部分城市的土地熱、房價上
漲在政策之下如得到明顯控制，則調控從嚴的信號
就會減弱，反之則會不斷加碼調控來保持城市樓市
平穩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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籃球世界盃 美國加時力壓土耳其出線
本屆籃球世界盃繼續於中國舉行，其
中奪冠大熱門美國差點遭遇“滑鐵盧”，
在第二輪分組賽竟要戰加戰才以 93：92
險勝土耳其，分組兩戰兩捷提早出線。

這場在上海賽區舉行的比賽戰情異常激烈，美
國男籃初段雖打出一波 10：2 的小高潮，並以
26：21 完結首節，但土耳其未有放棄，並維持只落
後 5 分完結半場。下半場土耳其眼見美國隊未有如
想像中強橫，反而激起了鬥心，四次將比分追平，
到第 4 節最後 12 秒，施迪奧士文關鍵補籃，土耳其
還有兩分優勢，但最後 0.1 秒，土耳其防守三分犯
規，積遜達頓 3 罰 2 中，美國成功將分數追成 81 平
手，雙方進入加時。
加時階段，美國隊的積遜達頓和甘巴獲加連續
得分助球隊領先，相反土耳其最後階段 4 次罰球機
會都失手，加上米杜頓兩罰全中完成絕殺，協助美
國以 93：92 險勝土耳其，分組賽兩戰全勝提早晉
級。
今屆陣容嚴重不整的美國男籃，到第二場比賽
已令人感到擔憂，禍不單行的是，正選後衛積遜達
頓在加時最後階段因足踝受傷離場，教練普波域治
賽後就表示：“真希望受傷的是我而不是積遜達
頓，他的傷勢要進一步檢查才能確認。今場賽事到
最後懸念還是很大，最後誰贏都有可能，我們的戰
術執行能力還需要加強，對方表現令人難以置信，
並給球隊積累很有用的比賽經驗。”

■阿迪圖昆保
阿迪圖昆保（
（左）在比賽中爭球
在比賽中爭球。
。

巴西險勝希臘爆冷門

■美國隊主教練
普波域治在場邊
指揮。
指揮
。 新華社

國籃不敵委內瑞拉
另一方面，中國國家男子籃球隊於 4 日晚的分
組賽，以59：72不敵委內瑞拉。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浩然

■ 美國隊球員甘巴獲加
美國隊球員甘巴獲加（
（中）
在比賽中上籃。
在比賽中上籃
。
新華社

費達拿美網八強意外落馬
美國網球公開賽
當地時間 3 日開始了
單打 8 強戰的爭奪，
賽會 3 號種子、38 歲
的“瑞士天王”費達拿同保加利亞好
手迪米杜夫苦戰五盤，最終遺憾出
局，而中國“金花”王薔在同美國球
后“細威”莎蓮娜威廉絲的戰鬥中直
落兩盤敗下陣來，無緣女單4強。
迪米杜夫現世界排名第 78，之前
七遇費達拿無一勝績。這場美網 8 強
比賽，迪米杜夫卻戰鬥力驚人，終以
3：6、6：4、3：6、6：4 和 6：2 爆冷
擊敗費達拿，首進美網男單 4 強，將
與狀態正猛的 5 號種子俄羅斯球手梅
德韋傑夫爭入決賽，兩人歷來交手各
勝一次。梅德韋傑夫當日以 7：6(6)、
6：3、3：6 和 6：1 戰勝前美網冠軍華
連卡，首進大滿貫賽男單4強。
“比賽中我不斷告訴自己一定要
堅持到底，”迪米杜夫說：“今天我
狀態非常好，很多得分在過去對費達
拿時是打不出來的。”費達拿今場犯
下 61 次非受壓失誤，賽後他表示：
“有點失望，因為不覺得自己打得很

中新社

差，感覺在領先時沒把握住機會，但
失利總要去消化。”

細威收穫第100勝
女單方面，今屆賽事擊敗了新科
法網冠軍芭迪的中國“一姐”兼賽會
18 號種子王薔，以 1：6、0：6 不敵
23 個大滿貫單打冠軍得主細威，這也
是細威在美網的第 100 場單打勝利。
細威在 4 強將接受 5 號種子、烏克蘭
名將施維杜蓮娜的挑戰，後者當日以
兩盤 6：4 擊敗 16 號種子、英國好手
干達。至於女雙，中國組合鄭賽賽和
段瑩瑩不敵梅頓絲和白俄羅斯名將莎
芭蘭卡的組合。
■新華社

南京青奧體育公園日前迎來
籃球世界盃巴西對希臘的比賽。
最終巴西隊以 79：78 險勝炙手可
熱的希臘爆出冷門，拿到分組頭
名。
本次盃賽，塞爾維亞、美國
被看作奪冠熱門。希臘實力同樣
不容小覷：上一次在世錦賽擊敗
美國的正是希臘，隊中還有實力
與人氣兼具的大牌球星“字母
哥”阿迪圖昆保。
首節比賽雙方勢均力敵，希
臘以 19：15 略佔上風。次節兩隊
一度戰成 19 平。希臘以連續遠射
投 中 3 分 球 ， 擴 大 優 勢 至 40：

25。但巴西奮起直追，上半場比
賽結束時將分差縮小至30：40。
下半場前半節，巴西隊在進
攻上漸入佳境，連續追分到 39：
42。此時希臘主將阿迪圖昆保帶
球撞人，再次犯規被換下場，希
臘隊陷入得分荒。相比之下，巴
西主力瓦萊喬表現搶鏡，風頭大
大蓋過“字母哥”。在瓦萊喬和
隊友默契配合下，巴西在與對手
打成 47 平後實現反超，愈戰愈
勇，以56：53暫時領先。
末 節 比 賽 ， 兩 隊 曾 戰 至 76
平 。 最 終 巴 西 以 79： 78 險 勝 希
臘。
■中新社

崑崙鴻星出征開門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
道）崑崙鴻星萬科龍隊參加2019-2020賽
季 KHL 冰球聯賽的首場比賽，日前在位
於龍崗的深圳大運中心體育館開球。崑崙
鴻星與客隊烏法薩拉瓦特在常規賽時間內
3：3戰平。5分鐘加時賽中，雙方互交白
卷。最終通過殘酷的射門決戰，崑崙鴻星
戰勝對手，取得開門紅。
KHL 是俄羅斯大陸冰球聯賽，也是
世界頂級男子冰球聯賽之一。崑崙鴻星
作為唯一一支參加該聯賽的中國冰球球
隊，今年已是連續第四年亮相 KHL。在
2019-2010 賽季，崑崙鴻星萬科龍隊會在
深圳主場連續進行 6 場比賽，分別是 9 月
3 日、9 月 4 日、9 月 8 日、9 月 9 日、9 月
14 日、9 月 15 日，對手是烏法薩拉瓦

特、努爾蘇丹雪豹、車里雅賓斯克拖拉
機，與每支球隊均要連打兩場。
接下來，崑崙鴻星萬科龍隊將赴俄
羅斯，連打 8 個客場。然後再回到北
京，打主場比賽。崑崙鴻星女冰隊伍萬
科陽光隊新賽季首秀將於 9 月 14 日正式
打響。
3 日下午，崑崙鴻星專門在深圳舉
行了“不忘初心，為中國冰球而戰”的
主題新聞發佈會，出征儀式上還進行了
“廣東省冰雪運動訓練基地”授牌儀
式，廣東省體育局副局長許建平向龍崗
區文化廣電旅遊體育局局長劉德平授
牌，崑崙鴻星冰球國家俱樂部深圳訓練
基地也成為了首個“廣東省冰雪運動訓
練基地”。

奧雲自傳掀罵戰 舒利亞還擊
■迪米杜夫職業生涯首次勇
挫“費天王
費天王”。
”。
法新社

■ 費達拿向到場打氣的觀眾揮手致
意。
法新社

曾經在英格蘭足球代表隊和紐卡素
做過雙料隊友的奧雲和舒利亞，日前卻
因為奧雲在自傳中的言論而爆發罵戰。
奧雲新出版的自傳本周上市，《每
日鏡報》率先披露了一些內容，較爭議的
是他對職業生涯後期 2005 至 2009 年効力
紐卡素表示後悔。他提到“紐卡素很多人
相信球隊很強大……但在我看來頂多只
是擁有很多球迷和有座大球場的大球

會。”他又不滿球會將失利賴到自己身
上，又將矛頭指向時任臨時主帥舒利亞，
指雙方關係在球會 2009 年臨降班前生
變，抱怨舒利亞“會對別人說他壞話。”
舒利亞在網上轉發了奧雲自傳的節
錄報道，還嘲諷其當時表現與高薪不符：
“是的，米高，當年我們也這樣想，特別
是你周薪12萬英鎊之時。”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志達

巴西神鋒尼馬今夏一度接近重投巴
塞隆拿，但轉會不成，如今又再來個
“回馬槍”。日前《阿斯報》報道，尼
馬兩年前離開巴塞時，根據續約獎金要
求巴塞支付合約中訂明的 4,000 萬（歐
元，下同），但巴塞只願付 1,400 萬歐
元，稱尼馬在合約相關獎金條款訂明的
2017 年 9 月 1 日之前已離隊，故餘下 2,
600 萬不獲發。雙方這宗獎金官司原本在
1 月進行審理，但兩度推遲，隨着返巴塞
不成，這宗官司將會繼續，並會在 9 月
27日開審。

正隨英格蘭備戰歐國盃外圍賽的曼聯
右閘雲比沙卡，因為背傷而在4日退出了今
次名單，錯過本周首替大國腳亮相的機會。

丁丁
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
丁丁
丁丁丁卡塔爾世盃會徽出爐
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
長話短說
丁丁
丁丁
回
“馬”
槍同巴塞對簿公堂
雲比沙卡因傷退出英格蘭大軍
丁丁
丁丁
丁丁
丁丁
丁丁
丁丁
丁俊暉6紅球世錦賽提早出線
丁丁
丁丁
丁丁
丁寓意賽事帶來永久遺產
丁
丁丁
丁丁
丁丁
丁丁
丁丁
丁丁
丁丁
丁丁
國際足協和卡塔爾當地時間 3 日
晚在卡塔爾首都多哈發佈了 2022 年世
界盃足球賽會徽。
2022 年世盃會徽遠看類似一個白
色獎盃，又似一個英文“無限大”符
號和阿拉伯數字中的“8”，上邊還裝
飾有勃艮第顏色的圖案。會徽頂部有
兩個點，兩點之間是一個足球圖形，
會徽底部是裝飾圖案。

根據卡塔爾最高項目和遺產委
員會的描述，這個三維形式的會
徽以旋轉式姿態展示出來，象徵

着地球和足球的球形。“無限
大”符號表示世盃將成為卡塔爾
和該地區可保留的永久遺產，而
數 字 “8” 則 代 表 卡 塔 爾 舉 辦 世 盃
的體育場館數量。會徽好似披上
了一個海灣國家居民冬季習慣佩
戴 的 披 肩 ， 象 徵 着 2022 年 世 盃 將
在冬季舉行。
委員會透露，該世盃會徽將在卡
塔爾和世界 23 個國家和地區的地標建
築立面上展示，同時也會在多個國家
和地區的巨型屏幕上展示。卡塔爾世
盃將於 2022 年 11 月 21 日至 12 月 18 日
舉行。
■新華社

■卡塔爾有建築物外牆展示比賽會
徽的投影。
徽的投影
。
法新社

中國桌球手丁俊暉於日前的 6 紅球
世錦賽第二日賽事，以局數 5：3 擊敗泰
國的桑坎姆，分組賽兩戰兩勝提早出
線。“小丁”於比賽中一度以 4：0 遙遙
領先，但桑坎姆之後連贏三局，幸而丁
俊 暉 在 第 8 局 贏 39： 13， 順 利 獲 得 勝
利。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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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鵬劇場秀》

精彩

美南廣播電視台
看電視聽廣播
以脫口秀為中心，加入音樂表演，小品表演，

節目介紹

舞蹈，觀眾互動等多种表現形式。
美南國際電視STV15.3為方便觀眾收看，
「電視廣播合為一體」

節目介紹：

不需任何付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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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眾可24小時直接收看及收聽該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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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車間也可方便收聽，輕鬆獲取美南電視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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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各類國際、社區重大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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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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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掃二維碼(QR code)：
大鵬嘚吧嘚第420期："甄趙傳"再爆驚天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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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週五上午10點，重播為週一早上5點和中午12點半。

播出時間：
▲ 節目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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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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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節目截圖

《文華時間》

2. Google搜尋：觀眾只要在Google網站搜尋
「Southern TV- STV15.3 Hou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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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南大咖談》報紙預告：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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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新聞面對面》

3. 下載Apps收看：

美南國際電視最新訪談欄目

可在蘋果商店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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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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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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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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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thern Television 15.3
美中時間

00:00-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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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

WED.

THU.

FRI.

SAT.

SUN.

2

3

4

5

6

7

8-Sep

中國文藝 (重播)

空姐新發現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養生堂 (重播)

00:30-01:00

行之中國

01:00-01:30

這裡是北京 (重播)

01:30-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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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00-02:30

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 (重播)

03:00-03:30

味道 (重播)

中國民歌大會 (重播)

開門大吉 (重播)

美南大咖談

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 (重播)

Chinese Class

03:30-04:00
04:00-04:30
04:30-05:00

中國大舞臺 (重播)

中國文化

王者歸來 (重播)

02:30-03:00

司馬白話 (重播)

電視劇《愛情公寓4》 第17~21集 (重播)

幸福帳單 (重播)

05:00-05:30

美國人走長征路
電影藏密 (重播)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電視劇《大鏡門》 第32~36集 (重播)

中國大舞臺

05:30-06:00
06:00-06:30

武林風 (重播)

檔案 (重播)

華人世界 (重播)

空姐新發現 (重播)
司馬白話 (重播)

06:30-07:00
07:00-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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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夏新紀錄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電影藏密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07:30-08:00

經典電影

海峽兩岸 (重播)

08:00-08:30
08:30-09:00

今日關注

09:00-09:30

今日亞洲

09:30-10:00

美南大咖談

檔案

中國民歌大會

10:00-10:30
10:30-11:00

洋言洋語 (重播)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記住鄉愁 (重播)

11:00-11:30

華夏新紀錄 (重播)

養生堂

游在中國

大鵬秀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11:30-12:00
12:00-12:30

這裡是北京 (重播)

12:30-13:00

大鵬秀 (重播)

13:00-13:30

台灣心動線 (重播)

13:30-14:00

這裡是北京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中國輿論場

中國緣 (重播)

光鹽健康園地 (重播)

生活 (重播)

14:00-14:30

城市一對一 (重播)

電影藏密

休士頓論壇 (重播)

幸福帳單

空姐新發現

電視劇《愛情公寓4》 第17~21集

記住鄉愁 (重播)

14:30-15:00
15:00-15:30

蜜蜂花園

洋言洋語

記住鄉愁

15:30-16:00

今日關注 (重播)

美國人走長征路 (重播)

歲月留聲

開門大吉

王者歸來

16:00-16:30

美南大咖談

16:30-17:00
17:00-17:30

華夏新紀錄

歲月留聲 (重播)

美國人走長征路 (重播)

17:30-18:00

幸福來敲門 上集

幸福來敲門 下集

央視國際新聞

華人世界

18:00-18:30
18:30-19:00

今日關注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直播)

19:00-19:30
19:30-20:00

中國緣

20:00-20:30

生活 (重播)

光鹽健康園地

20:30-21:00

城市一對一

休士頓論壇

台灣心動線

先鋒人物

中國緣 (重播)

生活

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

外國人在中國
武林風

中國文藝

電視劇《大鏡門》 第32~36集

21:00-21:30

海峽兩岸

21:30-22:00
22:00-22:30

健康之路

22:30-23:00

五味草堂

23:00-23:30
23:30-00:00
電視台保留變更節目權利，以實際播出為準。

中國文藝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味道

司馬白話
養生堂 (重播)

檔案 (重播)

中國輿論場 (重播)
先鋒人物 (重播)
游在中國 (重播)

幸福來敲門 上 (重播) 幸福來敲門 下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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