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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家墻上裝藝術家墻上裝440440雙高跟鞋雙高跟鞋
呼籲保護婦女權益呼籲保護婦女權益

近日近日，，平面設計師平面設計師、、音樂家和藝術家音樂家和藝術家Vahit TunaVahit Tuna用用440440雙高跟鞋組雙高跟鞋組
成的成的““高跟鞋墻高跟鞋墻””現代藝術作品在土耳其伊斯坦布爾市中心與公眾見面現代藝術作品在土耳其伊斯坦布爾市中心與公眾見面
。。該作品旨在呼籲對婦女權益的保護該作品旨在呼籲對婦女權益的保護。。

上門推銷上門推銷！！俄羅斯蘇俄羅斯蘇--3535戰鬥機參加土耳其航展戰鬥機參加土耳其航展

土耳其伊斯坦布爾土耳其伊斯坦布爾，，蘇霍伊蘇蘇霍伊蘇--3535 噴氣式戰鬥機釋放彩虹色煙霧噴氣式戰鬥機釋放彩虹色煙霧，，
在阿塔圖爾克機場舉行的在阿塔圖爾克機場舉行的 20192019 年伊斯坦布爾泰諾菲斯特航空航天與技年伊斯坦布爾泰諾菲斯特航空航天與技
術節上演出術節上演出。。

英寵物醫院給小金魚做腫瘤切除手術英寵物醫院給小金魚做腫瘤切除手術
““迷妳迷妳””病號成診所最小病患病號成診所最小病患

英國布裏斯托爾英國布裏斯托爾，，當地壹家寵物診所為壹條腹部長了腫瘤的金魚做當地壹家寵物診所為壹條腹部長了腫瘤的金魚做
了手術了手術。。這條金魚是診所接收過的最小的病號這條金魚是診所接收過的最小的病號。。獸醫們給金魚進行麻醉獸醫們給金魚進行麻醉
，，並對其進行消毒處理後迅速進行了手術並對其進行消毒處理後迅速進行了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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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tco進駐重慶？先認清是不是“李逵”
香港財合要頂著“開市客商品總代理”的頭銜

繼續招商、開店，就得拿出合法有效的授權文件，

不然恐怕開市客的法務不答應。

Costco（開市客）上海閔行店開業尚未滿月，

卻成了熱搜榜上的“常客”。從“開張被擠爆”到

“投放平價茅臺”，這個舶來品狠狠刷了壹把存在

感。俗話說，樹大易招風，熱點常被蹭，如今又上

演了壹出“真假孫悟空”的鬧劇。

前幾日，開市客進駐重慶的消息壹時傳得沸沸

揚揚。但據財經雜誌報道，開市客中國區辟謠稱該

傳聞不實。記者向疑似“假冒者”求證時，對方堅

稱重慶開店是真的，還稱開市客中國區和閔行門店

才是假的。

雄心勃勃要在重慶開店的，名為香港財合流通

有限責任公司，自稱是泛中國區開市客商品總代理。

但綜合各種信息，它的這頂帽子恐怕“戴不穩”。

破綻壹，真的“假不了”。
香港財合稱閔行門店是假的，這就是壹個很大

的漏洞。閔行店是美國總部蓋戳認證的，而且在美

國開市客官網也能搜索到閔行門店的信息。它就開

在那、正常營業、難以撼動，把真的說成假的，動

機首先就很可疑。

破綻二，不認“私生子”。
開市客中國區相關負責人否認了通過代理方開

店的可能性。他表示，Costco所有海外開店都由美

國總部統壹規劃，中國大陸的開市客100%由美國

Costco 投資管理

。香港財合雖然

聲稱自己有授權

文件，但拒絕向

記者出示，這也相當於放棄了“自證清白”的機會。

破綻三，更像“搬運工”。
從記者拿到的材料看，沒有證據表明香港財合

與開市客存在直接合作。兩者之間通過壹家名為

Life′s Organics的公司發生關聯。Life′s Organics

從開市客采購食品並出口到中國，再授權香港財合

銷售食品。並且，從開市客采購再出口的協議還是

壹份制式文件，任何會員達到壹定采購量均可在官

網申請。

話說到這，李逵和李鬼似乎也不難分辨了。香

港財合或許的確有權售賣開市客的商品，但更像是

壹個“代購”——套句廣告詞，我們不是開市客，

只是開市客的“搬運工”。

但賣開市客的商品，是否有權以開市客的名義

開店呢？自然也不行。

開市客作為會員制連鎖超市品牌，其品牌價值

不只是在於售賣的商品本身，而是壹整套系統的會

員制管理體系。就像是我進了壹批米老鼠玩偶的貨，

但我不能把自家的商店叫“迪士尼”壹個道理。

故而，香港財合要頂著“開市客商品總代理”

的頭銜繼續招商、開店，就得拿出有效的授權文件，

不然恐怕開市客的法務不答應。

目前，與香港財合達成合作意向的，有公司也

有個別地方政府，合作方有必要咨詢專業人士和開

市客總部，對相關法律風險進行再評估，以免賠了

夫人又折兵。壹些公司、地方政府與外企、名企合

作的意願強烈、求之不得，但越是“大陣仗”，就

越要謹慎穩妥；越是“天花亂墜”，就越要認清本

質，尤其是在法律、財務層面依托專業人士嚴格把

關，避免落入“李鬼”的圈套，否則不但會遭受損

失，還可能惹上跨國官司。

中國—東盟自貿區“升級版”帶來新商機
綜合報導 在全球經濟增速放緩、貿易

保護主義擡頭的情況下，中國—東盟自貿區

“升級版”隆重推出，有力地發出了支持多

邊主義和自由貿易的積極信號，將促進中國

和東盟國家在數字經濟、電子商務、智慧城

市、5G等新領域合作步入快車道，讓雙方

經貿合作“富礦效應”日益凸顯。

為促進中國與東盟經貿往來，自2019

年8月20日起《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東南亞

國家聯盟關於修訂〈中國—東盟全面經濟

合作框架協議〉及項下部分協議的議定

書》（以下簡稱《升級議定書》）全面

生效，同時《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中

華人民共和國與東南亞國家聯盟全面經濟

合作框架協議〉項下經修訂的進出口貨物

原產地管理辦法》開始正式執行，標誌著

中國—東盟自貿區“升級版”隆重推出。

相較以前，《升級議定書》原產地

規則更加優化，還提供了不少“便民舉

措”，目的就是為了方便中國—東盟開

展各類貿易。

據了解，中國—東盟自貿區是我國

對外商第壹個也是最大的自貿區，於

2002年開始實施，2010年全面建成。在

自貿區各項優惠政策促進下，中國與東

盟雙向貿易從2002年的548億美元增長

至2018年的5878.7億美元，增長逾10倍

，雙向投資從2003年的33.7億美元增長

至2018年的159.2億美元，增長近5倍。

在全球經濟增速放緩、貿易保護主

義盛行的情況下，中國已連續10年保持

東盟最大貿易夥伴；東盟則於今年上半

年超越美國，成為繼歐盟後中國第二大

貿易夥伴，雙邊貿易額達2918.5億美元

，全年有望突破6000億美元。

中國駐東盟大使黃溪連認為，雙方

產業承接的梯次性和互補性不斷增強，

並在數字經濟、電子商務、智慧城市、

5G等新領域合作步入快車道，“中國東

盟經貿合作‘富礦效應’日益凸顯”。

為充分發揮這壹“富礦效應”，即

進壹步提高本地區貿易投資自由化和便

利化水平，中方倡議雙方啟動自貿區升

級談判並正式簽署了《升級議定書》，

涵蓋貨物貿易、服務貿易、投資、經濟

技術合作等領域，這是對原協定的豐富

、完善、補充和提升。

在貨物貿易領域，雙方優化了原產

地規則和貿易便利化措施，將使域內企

業更大程度享受自貿區優惠政策，降低

貿易成本；在服務貿易和投資領域，中

國在集中工程、建築工程、證券、旅行

社和旅遊經營者等方面作出改進承諾，

東盟各國在商業、通訊、建築、教育、

環境、金融、旅遊、運輸等8個方面約

70個分部門向中國作出了更高水平的開

放承諾；在經濟技術合作領域，雙方同

意在農業、漁業、林業、信息技術產業

、旅遊、交通、知識產權、人力資源開

發、中小企業和環境等10多個領域開展

合作，並為有關經濟技術合作項目提供

資金支持。此外，雙方還納入了跨境電

子商務合作等具有前瞻意義的議題。

中國—東盟自貿區“升級版”的順

利實現，有力地發出了支持多邊主義和

自由貿易的積極信號。當前，世界經濟

正受到單邊主義、保護主義、貿易霸淩

主義嚴重威脅，越來越多國家和地區經

濟增長及出口數據顯著下滑，以規則為

基礎的多邊貿易體制遭到蓄意破壞，全

球產業鏈和供應鏈受到嚴重幹擾，嚴重

擾亂了東盟等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

的發展進程，使得地區經濟和全球穩定

受到了沖擊。這已引起印尼、越南、泰

國等東盟成員和中國的普遍擔憂，迫切

需要本地區國家加強合作，共同對反全

球化逆流勇敢說“不”。

中國和東盟國家都是多邊貿易體制

的重要參與者和受益者，有責任、有義

務共同維護自由貿易和多邊主義。雙方

不僅在近期先後舉行的東亞合作系列高

官會、東盟峰會上發出反對保護主義、

堅持多邊主義的共同呼聲，這次更以

“自貿區升級”的實際行動，充分展示

了自由貿易與投資的強大生命力。

值得期待的是，緊隨“自貿區升級”，

第16屆中國—東盟博覽會（東博會）在

廣西南寧舉辦。作為中國—東盟經貿合

作中壹年壹度的頂級盛會，本屆東博會

將以“共建‘壹帶壹路’，共繪合作願

景”為主題，著力突出展示《中國—東

盟戰略夥伴關系2030年願景》、國際陸

海貿易新通道、面向東盟的金融開放門

戶、對接粵港澳大灣區、發布東博會第

壹本藍皮書《中國—東盟國際產能合作

背景下的東盟產業園區發展報告》等新

熱點、新商機。

“東博會對於中國和印尼之間的經

貿合作有著非常積極的貢獻”，印尼駐

廣州總領事谷丹多表示，“今年印尼將

擔任主題國，我們會組織‘貓屎咖啡’

等更多深受印尼人民喜愛的特色產品到

中國參展”。黃溪連在展望中國—東盟

經貿合作的發展未來時充滿期待：“通

過上述平臺，讓我們壹起推動各方搭乘中

國經濟發展的快車，攜手共建高質量‘壹

帶壹路’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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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慶齡故居重開 眾多展品首亮相

國慶煙花預演 人民萬歲壓軸
六節燃放25分鐘“和平鴿”“70”劃過長空

9月21日下午至23日凌晨，北京天
安門地區和長安街沿線舉行了

國慶70周年慶祝活動第三次全流程、全
要素、全力量演練。據慶祝新中國成立
70周年活動新聞中心介紹，本次演練是
慶祝活動最後一次演練，包括慶祝大會
儀式、閱兵、群眾遊行、聯歡活動、轉
場及應急處置等6項內容，重點檢驗慶
祝活動全流程、全要素、全力量的銜接
配合，全面提升各方組織指揮和保障體
系運行效能。各類參演、觀禮及保障人
員達30餘萬。

最後一次全流程演練的內容、流程
及流線完全模擬正式活動。在演練中，受
閱部隊重點進行了閱兵式、分列式演練。
隨後，各界群眾遊行隊伍依次走過，全裝
彩車首次亮相。

煙花預演刷屏
今次演練最令人關注的是，聯歡活

動在22日晚進行演練，首次增加煙花部

分燃放任務，多個表演區塊各具特色又渾
然一體，廣場上唱響盛世歡歌。“白天是
戰機，晚上是煙花，北京的天空又刷屏
啦！”戰機綵排和煙花預演的相關畫面在
微博和微信朋友圈刷屏。

在國慶70周年慶祝活動第三次全流
程演練前，有關方面已發佈信息，稱將
“在天安門廣場及周邊地區燃放煙花”。
22日傍晚，不少北京居民早早便來到長
安街沿線最靠近閱兵地點的區域，等待
“久違”的煙花綻放。

各色的煙花從22日晚11時50分開始
衝向夜空，先後六個階段分批次燃放，其
中最短的一次燃放時長1分11秒，最後一
次燃放達6分鐘。突出和平理念，部分煙
花呈現“和平鴿”造型飛過天空，而“和
平鴿”造型在國慶60周年慶祝活動時亦
曾“一飛沖天”。在煙花預演中，“70”
“人民萬歲”簡體字樣造型的煙花23日
凌晨壓軸亮相，每個圖樣兩次綻放，成為
當晚最吸睛亮眼的環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帥、朱燁 北京報道）22日晚間接近12

時，國慶70周年慶祝活動第三次全流程演練首次進行了燃放煙花環節

預演。這次燃放煙花環節從22日晚11時50分開始，先後分為六個階

段進行，到23日凌晨0時30分結束，燃放煙花總時長約25分鐘。當

晚，北京中心城區的夜空被盛大煙花照亮，絢爛奪目的煙花“爭奇鬥

艷”，其間部分呈現“和平鴿”造型的煙花劃過長安街上空，呈現

“70”“人民萬歲”造型的煙花則壓軸亮相，獻禮國慶70周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寶峰、李
劍寧 北京報道）在新中國成立70周
年前夕，國家名譽主席宋慶齡同志故
居修葺一新，正式重新開放。23日，
在這處由中宣部新命名的“全國愛國
主義教育示範基地”，舉行了“慶祝
新中國成立70周年”系列活動，具體
包括宋慶齡與中共開國領袖展、宋慶
齡與張樂平漫畫紀念展、《國之瑰
寶——宋慶齡精神青少年教育讀本》
研討會等。

宋慶齡與中共開國領袖展分為國
共合作、聯俄聯共、團結抗戰、攜手
建國、共商國是、共築和平、同心為
民、摯友情深、國之瑰寶九部分及附
錄，共由近百幅歷史圖片組成，其中
宋慶齡為紀念毛澤東、周恩來、朱德
所寫文稿、所作題詞的圖片，首次與
觀眾見面。

展覽還特別從館藏文物中精選十
餘件（套）珍品，披露宋慶齡與中共
領袖的情誼，包括宋慶齡隨毛澤東訪
蘇的留影、宋慶齡致周恩來夫婦感謝
幫助治療皮膚病的英文信、宋慶齡與
劉少奇子女通信及賀卡、宋慶齡保存
的《朱德詩選集》等。

展覽的一大亮點是四件“活的文
物”：周恩來和鄧穎超贈宋慶齡的石
榴樹、陳毅送的榕樹盆景、彭真送的
蓬萊松和廖承志送的鐵樹，它們從被
贈給宋慶齡起，就“生活”在後海寓
所的院子裡，至今仍被養護得枝繁葉
茂、生機盎然。

宋慶齡是新中國的締造者之一，
是舉世公認的二十世紀偉大女性，被
譽為“國之瑰寶”。她是只有15天黨
齡的中共黨員，但她的革命足跡一直
與中國共產黨相伴隨行。宋慶齡是中

國共產黨的親密朋友、優秀黨員，她
與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
陳雲、鄧小平等黨的領袖肝膽相照、
攜手前行，結下了牢不可破的革命情
誼。

■宋慶齡故居重新開放，宋慶齡與中
共開國領袖展開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寶峰 攝

■■2222日晚間日晚間，，國慶國慶7070周年慶祝活動第三次全流程演練首次進行了燃放煙花周年慶祝活動第三次全流程演練首次進行了燃放煙花
環節預演環節預演。。左圖為呈現左圖為呈現““人民萬歲人民萬歲””造型的煙花壓軸亮相造型的煙花壓軸亮相。。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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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說
長話

■■朱婷朱婷（（左左））和袁心玥和袁心玥
慶祝得分慶祝得分。。 新華社新華社

比賽開局，中國隊迅速進入狀態，
通過發球不斷破壞對方一傳，以

25：16迅速拿下首局。
第二局，美國隊不斷失誤為中國

隊送分，雙方多次上演來回球，當中
國女排6：4領先時，袁心玥背傳給丁
霞，二傳手丁霞眼疾手快將球扣中，
這在排球比賽中十分少見。大比分落
後的美國隊開始變換陣容，但中國女
排並沒有給對手機會，以25：17再下
一城。

在積分榜唯一保持不敗
第三局，美國隊狀態回升，雙方陷

入纏鬥。在袁心玥的發球輪，中國隊連
續得分，並將比分超出。局末，美國隊
開始反撲，雙方分差不斷縮小，關鍵時
刻，袁心玥快球得手，朱婷爆扣搶得賽
點，張常寧一錘定音，中國女排以25：
22贏得整場比賽。

在女排世界盃歷史上，這是雙方
第十次交手，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
初，中國隊在世界盃連續4次擊敗美
國，直至1995年才遭遇失敗。

2011年和2015年兩屆世界盃，中
國女排對陣美國分別以2：3和0：3落
敗，直到23日中國隊方以3：0勝出，
才打破了世界盃8年來“逢美不勝”的
尷尬紀錄。

值得一提的是，1981年第三屆世
界盃，中美兩隊在倒數第二輪狹路相
逢，此前，兩隊同樣保持不敗金身，
這場中美之爭也被外界認為是提前進

行的決賽。當時，雙方大戰五局才分
出勝負，中國女排以3：2險勝，跨過
了奪冠道路上最大的一個障礙，最後
也順利站上了最高領獎台。

如今38年過去了，曾經似曾相識
的一幕再次發生，贏下美國隊之後，
中國女排已經取得七連勝，是積分榜
上唯一保持不敗的隊伍。

餘下對手僅荷蘭具威脅
細數接下來中國隊的對手，肯尼

亞，阿根廷以及半主力出征的塞爾維
亞隊幾乎對中國女排構不成威脅，目

前排名第四的荷蘭女排或將對中國隊
造成一定衝擊。

不過，雖然拿下這場“天王山”
之戰，中國隊主帥郎平此前就已經表
示，每一場比賽都很重要。

“這並不是冠軍之爭，我們後面
比賽還多着呢，每一場比賽對我們來
說都是硬仗，不是說光這一場贏了，
後面的比賽就都能贏，這不是一加一
等於二。”郎平如是說道。

下一役，中國女排將迎戰肯尼亞
隊，屆時，姑娘們有望迎來8連勝。

■中新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俞鯤 武
漢報道）WTA超五巡迴賽事武漢網
球公開賽23日戰罷兩場，隨着美國
選手戴維斯相繼傷退，中國小花王
雅繁順利晉級次輪。

中國選手王雅繁23日迎來本屆
武網首秀，對陣從資格賽一路突圍
的美國選手戴維斯。一開局雙方就

陷入激戰，在底線展開激烈的對
攻，戴維斯以6：4先下一城，進入
第二盤，戴維斯則似乎受到傷病的
影響，底線擊球質量開始大幅下
降，王雅繁一鼓作氣連下4局，6：
4扳回一盤。第二盤結束，美國人
因背部傷勢叫了一次漫長的醫療暫
停，但現場治療過後，情況似乎未

有好轉。戴維斯的士氣更大受影
響，王雅繁連保帶破在決勝盤取
得了4：0的領先。受傷情困擾的
美國人無奈選擇退賽，目送王雅
繁晉級武網次輪。中國小花也因
此收穫了在武網正賽的首場勝
利，她將在下一輪的較量中迎戰
淘汰了張帥的斯蒂芬斯。

呂小軍 鄧薇世舉賽奪金
2019年舉重世錦賽22日於泰國芭堤雅繼續進

行，中國隊在男子81、女子64公斤級比賽中再奪
兩枚總成績金牌，兩位奧運冠軍呂小軍和鄧薇打破
了多個世界紀錄。至此，中國隊已經在參賽的13
個級別中摘得7個級別總成績金牌。

國乒包攬亞錦賽全部七冠
2019亞洲乒乓球錦標賽22日晚在印尼日惹結

束了男單和女雙決賽的爭奪，中國隊成功收穫這兩
項的冠軍。至此，在本屆錦標賽上，國乒收穫男女
團、男女單、男女雙和混雙七項冠軍，這也是中國
隊繼2009年印度勒克瑙亞錦賽後再次包攬全部金
牌。

中華龍舟大賽南京站收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聰南京報道）經過三個
多月的休賽期，2019年中華龍舟大賽在南京市六合
區金牛湖重燃戰火，36支隊伍1,000多名選手們在金
牛湖中上演了龍舟大賽的“速度與激情”。在最為引
人矚目的男子職業組三項比賽中，東莞萬江展滔隊獲
得了100米、500米直道決賽的冠軍，200米直道競
速的第一名則被順德樂從羅浮宮隊獲得。女子職業組
方面，參加職業賽的東北電力大學隊奪得了200米和
500米直道競速的兩項冠軍，短距離的100米直道競
速第一名則屬於東道主南京六合金牛湖隊。

女排世界盃排名榜女排世界盃排名榜（（截至截至99月月2323日日））
排名 代表隊 勝 負 積分
1 中國 7 0 20
2 美國 6 1 17
3 俄羅斯 6 1 16
4 荷蘭 5 2 16
5 塞爾維亞 4 3 12

對手傷退 王雅繁獲武網首勝

■■中華龍舟大賽於南京站閉幕中華龍舟大賽於南京站閉幕。。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聰香港文匯報記者張聰 攝攝

■■張常寧張常寧（（左左））在比賽中在比賽中
救球救球。。 FIVBFIVB圖片圖片

破世界盃八年“逢美不勝”魔咒

衛冕搶先機

英格蘭超級足球
聯賽於英國時間22日
上演超級大戰，由車
路士於主場迎戰利物
浦，結果作客的“紅
軍”勢不可擋，順利

以2：1勇挫“藍戰士”，連續兩季
於聯賽創出頭六輪比賽全勝佳績，
在聯賽榜獨居榜首。

連續兩季頭六輪聯賽全勝
雖然剛於歐洲聯賽冠軍盃作客

不敵拿玻里，但利物浦22日返到聯
賽卻有完全不同表現，於上半場14
分鐘已由阿歷山大阿諾特勁射先開
紀錄。落後的“藍戰士”之後一度
由艾斯派古達於一次門前混戰中扳
平，但經VAR（視像助理裁判）協
助下，發現曾參與攻勢的美臣蒙特
越位在先，入球被判無效。

大難不死的利物浦，於30分鐘
再由羅拔圖法明奴頭槌建功，領先

兩球完結半場；換邊後車路士於中
後段作出反撲，但僅能憑尼高路簡
迪的入球“破蛋”，最終“紅軍”
以2：1獲勝，賽後以六戰全勝得18
分，5分領先次席的曼城獨居榜首。

接連兩季於聯賽頭六輪比賽全
勝，加上已領先曼城5分，外間均視
利物浦為聯賽奪標大熱，但領隊高
洛普似乎不想為球員帶來太大壓
力：“下半場球隊有兩個機會拉開
比數，但我們沒有把握住，到對方
的簡迪入球後，球隊便遇上麻煩，
幸好最後仍能保住勝果，至於奪
冠？我之前已說過曼城才是最佳球
隊，他們的踢法比我們更獨特，因
此現在還不能說是利物浦還是曼城
會奪冠，我現在也不會考慮這個，
因聯賽才踢了六輪比賽。”

雲迪積克為爭獎造勢
本屆國際足協頒獎禮會於北京

時間周二凌晨舉行，與美斯和基斯

坦奴朗拿度爭逐FIFA最佳球員的利
物浦守將華基爾雲迪積克，賽後就
為自己造勢：“實在很難和兩位球
王作比較，但我在剛過去球季也為
球隊作出了貢獻，對上一次贏得大
獎的後衛是2006年的簡拿華路，或
許今年又是到後衛拿獎的時候
了。”

另一方面，車路士領隊林柏特
就認為球隊是雖敗猶榮：“若從表
現上看，或許我們會是更好的一
方。事實上我們於比賽中展示了自
己的能量、品質和精神。這也是比
賽後我們得到球迷掌聲的原因，我
們會繼續努力向前邁進。”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浩然

■■法明奴法明奴（（紅衫紅衫99號號））以頭槌建功以頭槌建功。。 路透社路透社

作客勇挫車路士 利物浦勢不可擋勢不可擋勢不可擋

正在日本進行的女

排世界盃23日展開第七

輪爭奪，同樣取得6連勝

的中國和美國隊迎來巔

峰對決，本場比賽的勝

者將在爭冠道路上佔得

先機。此役，兩隊均派

出最強陣容出戰，雙方

大戰3局，衛冕的中國女

排在發球上更勝一籌，

最終以3：0贏得勝利。

■■王雅繁晉級武網次王雅繁晉級武網次
輪輪。。 賽會提供賽會提供

■■顏妮顏妮（（1717號號））在比賽中扣球在比賽中扣球。。 FIVBFIVB圖片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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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今日典型的一天和十到十五年
前比已大相徑庭了：早上，你被手錶鬧
鐘叫醒，在還沒起床之前，你便在手機
行事曆中查看當天有哪些會議，然後快
速瞄一下短信和電子郵件。走進廚房，
由程序控制的咖啡機早為你煮好了咖啡
。你坐進你的自駕車，你即使沒有下指
令，車上的全球定位系統（GPS）也會
自動將汽車導航設置往你的上班地點前
進，因為“它知道”那是你每早慣例。

車上的自動駕駛系統將你帶到辦公室後
，你開始回復電子郵件，並打電話詢問
關於由你公司的 3D 打印機印製而成最
新產品原型設計， 準備用作向客戶推銷
產品的展示。

如果你是企業老闆或經理，你既要
努力激發巨大的生產潛力，還要操心職
業道德和網絡安全的問題，這是當今所
有行業領域都面臨的與科技進步並存的
挑戰。但是，如果你像我這樣，你可能
對創新的迅猛、以及日新月異的科技飛
躍所需要應對的問題而感到招架不住。

革新動力勢不可擋 ，行業
希求人才

毫無疑問，科技不僅改變了我們的
日常生活，也改變了生產、服務交付、
全球供應鏈、物流、通訊，甚至是我們
如何與家電互動。我們通過互聯網即時
獲取信息，將創意通過 3D 打印機印製
成實物， 足不出戶就可以用各種材料創
製成 產品原型。 隨著擴增實境 （Aug-
mented Reality，縮寫AR ）的技術成為
手機功能的一部分，創新速度不會放慢
， 我們將再經歷另一個十年的顛覆性創
新，除了僅受限於勞動力的能力之外，
革新動力勢不可擋。僅擴增實境（AR
）這個產業領域預計到2020年將達到九
百億美元的全球收入。隨著人工智能、
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縮寫 VR）
、 擴 增 實 境 （AR） 、 聊 天 機 器 人

（Chatbots）的新發展，以及這些技術
在各行業廣受採用的重大飛躍，無疑，
當今時代需要所有工作者步上終身學習
之路。

明日的職業正在今天湧現，而我們
今天所熟知的工作明日可能不復存在。
即使在建築業工作，傳統體力和手工的
技能也將進化。例如，我們現在有能力
用工業規模的 3D 打印機來構造由混凝
土和其他原料作為建築材料的整棟居家
樓房。基於這些發展情況以及其他因素
，我們可以預計有多種職業將會巨幅增
長。我們在教育方面所面臨的挑戰，將
是促使下一代和現在正處勞動年齡的人
士對這些新興職業的認識，為新興領域
開設教學課程，並在課程中融入職場所
需 新的協作參與技能的內容。

上述所有這些技術發展，都需要各
類程序設計（coding或programming）。
因此，程序設計正在迅速成為跨行業最

需要的技能。根據求職網站Glassdoor最
近的一篇文章，今年排名前25的職業中
，有八類是科技職位。另外，據軟件公
司 Burning Glass Technologies 的研究發
現，需要程序設計技能的工作的年薪高
出其他工作年薪二萬二千美元。在薪水
超過五萬八千美元的所有工作中，有將
近一半（49％）需要程序設計技能。

通過技術硬件系統收集各種數據信
息的過程的安全性並不萬無一失，相反
， 這些系統無時不刻成為黑客攻擊目標
，防禦道高一尺，黑客魔高一丈，保衛
網絡安全是一場不息的戰役。因此，網
絡安全自然是當今信息技術領域中發展
最快的行業之一。

高級製造業整合高新科技
今日的製造業，已不再是讓你灰污

塗臉雙手油黑的職業，高新科技已成了
製造業必不可少的部分。我們看到的不
僅是 3D 打印機技術日益重大的影響和
不斷成長，還有自動化和機器人的人工
智能的應用。工業維修再也不是簡單的
體力手工活，現在需要技術人員用電子
儀器、基本程序設計、機械加工、液壓
等各類富含科技的操作來維護當今使用
的新式機器。 同樣，健康醫療儀器技術
人員也需要跨行業的各種技能來操作健
康醫療業所使用的設備。

作為美國職業教育的領導者，休斯
頓社區大學系統(HCC)高級製造業卓越
中 心 （Advanced Manufacturing Center
of Excellence）提供創新的教育課程，在
擁有最先進設施的環境中， 為學生提供
更好的機會，培訓和教育新的人才進入
這些高薪職業。同時也提升在職工作者
的技能以保持其競爭力。例如，HCC
提供電腦數值控制(Computer Numerical
Control，縮寫CNC)、製造業工程、和

3D 軟 件 技 能 ， 如 Au-
todesk、 Fusion 和 Solid-
works， AutoCAD、 In-
ventor，3D Slash 和 Tin-
kercad等軟件的使用操作
技能等，都是職場上需求
量極高的課程。

程序設計、網絡
安全課程全美領先

另外，休斯頓社區大

學數碼及信息技術卓越中心（Digital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enter of
Excellence）提供網絡安全（Cybersecu-
rity）、程序設計（Coding）、地理信
息 科 學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ci-
ence） 、 和 數 碼 遊 戲 及 模 擬 設 計
（Digital Gaming and Simulation） 方 面
的最新技術課程。

我們的課程因高質量獲得國家級認
可，並與蘋果公司、Cisco、微軟公司、
Oracle等業界領先的大企業建立了合作
伙伴關係。休斯頓社區大學的網絡安全
專業獲得美國國土安全部及全國安全署
的認證，使我們成為德克薩斯全州唯一
的三所開設網絡安全專業獲得國家級認
證的社區大學。

低學費高水準，縮短獲學
士學位時間

我們的課程水準使得 HCC 能夠建
立途徑讓學生獲得兩年制大學副學士學
位後躍遷到四年制大學。換言之，HCC
為我們社區學子提供了前兩年低學費、
高質量的教育，這個副學士學位不僅賦
予想立刻就業的學子更高的收入潛力，
並且很容易讓學子轉升到四年制大學，
讀完後兩年本科後獲得學士學位。

休斯頓社區大學目前開始在研設包
括機器人技術（Robotics）和無人機技
術（Drone technology）的教育課程，並
將這些科目知識的應用整合到切合我們
周遭世界實際的所有其他教育科目中。
我們誠懇邀請所有的讀者來校園參觀，
了解更多關於 HCC 所提供的所有令人
振奮的學科領域，以及為在職員工提供
在職進修教育的短期課程，讓他們的個
人技能更上層樓。

報名方法：請致电 713.718.2277，
或訪問hccs.edu/apply 登記
請 訪 問 網 站 hccs.edu 或 致 電
713.718.2000 或 電 郵 student.info@hccs.
edu

在科技創新發展迅猛的年代中在科技創新發展迅猛的年代中
與高新科技接軌與高新科技接軌 進入最熱門行業進入最熱門行業

【泉深報導】美國時間9月23日，美國交通部長趙小蘭（Elaine L.Chao）宣布，交通部將向44個
州以及波多黎各和密克羅尼西亞的354個機場提供9.86億美元的機場基礎設施撥款。這是美國聯邦航空
局（FAA）機場改善計劃（AIP）總計31.8億美元中用於美國各機場的第五次撥款。

這些撥款資助的基礎設施項目將提高安全性，改善出行，創造就業機會並為當地社區帶來其他經
濟利益。 ” 美國運輸部長趙小蘭表示。

選定的項目包括跑道的重建和修復，消防設施的建設，降噪，減少排放以及滑行道，圍裙和航站
樓的維護。這筆資金支持的建築和設備提高了機場的安全性和應急能力，並可能支持每個機場區域內
的進一步經濟增長和發展。

美國的機場基礎設施擁有3,332個機場和5,000條鋪成的跑道，可支持美國的經濟競爭力並改善生
活質量。根據美國聯邦航空局（FAA）的最新經濟分析，美國民航在整個經濟活動中佔1.6萬億美元，
可提供近1100萬個就業機會。在趙部長的領導下，交通部正在為依賴可靠基礎架構的美國人民提供
AIP投資。

根據建築水平和項目需求，機場每年可以獲得一定數量的AIP權利資金。如果他們的資本項目需求
超出了他們可用的應享權利，FAA可以通過酌情資助補充其應享權利。
這些撥款包括：

* 佛蒙特州伯靈頓國際機場（Burlington International Airport），1600萬美元-撥款將用於重建滑行
道G。

* 明尼蘇達州的國際瀑布機場（International Falls Airport），耗資1590萬美元-機場所有者將使用
這筆撥款重建13/31號跑道。

* 華盛頓格蘭特郡國際機場，1000萬美元–機場所有者將重建14L / 32R跑道。
* 阿拉斯加基奈市立機場（Kenai Municipal Airport），650萬美元-撥款將用於飛機維修和消防訓練設施
的建設。

* 明尼蘇達州的埃爾莫湖機場（Lake Elmo Airport），120萬美元-撥款將用於14/32跑道和滑行道
B的重建。

* 賓夕法尼亞州的費城國際機場（Philadelphia International Airport），1,340 萬美元-資金將用於重建
Taxiway K。

* 馬里蘭州索爾茲伯里-海洋城Wicomico區域機場，340萬美元，這筆撥款將用於修復滑行道A和
航空母艦停機坪，以保持路面完整性。

* 佛羅里達州聖皮特•克利爾沃特國際機場，耗資1,970萬美元，該機場將修復18/36跑道。

* 密蘇里州的聖路易斯•蘭伯特國際機場，$1,532,711 –根據“自願機場低排放”（VALE）計劃
，資金將用於安裝四個空調和地面動力預處理單元，以減少機場的排放。

* 加利福尼亞州舊金山國際機場，640萬美元-資金將通過為機場噪聲影響的住宅安裝降噪措施來
緩解機場周圍的噪聲。

* 俄克拉荷馬州俄克拉荷馬大學威斯海默機場，510萬美元–資金將用於修復滑行道C，D和E。

* 德克薩斯州11個機場，提供5500萬美元的基礎設施撥款。

美國交通部長趙小蘭宣布
向44個州的354個機場提供近10億美元的基礎設施撥款

交通部長趙宣布撥款修建機場交通部長趙宣布撥款修建機場

美國交通部撥款修建機場美國交通部撥款修建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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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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示風貌建築、特色美食、傳統文化，探尋人文故事

▲ 節目截圖

節目介紹：
CCTV4“城市1對1”欄目是全球唯一一檔固定的城市交流訪談欄目，
每期節目選擇中外兩個城市，通過小片展示以及演播室嘉賓講述，展
示風貌建築，特色美食，傳統文化，探尋人文故事，展現城市魅力。
本期主題：水岸名城 中國 白銀——俄羅斯 喀山 

▲ 節目截圖

《城市一對一 》精彩
節目介紹

播出時間：
播出時間為晚上7:30-8:30，重播時間次日下午1:00-2:00. 敬請關註。

9/23/2018 -9/29/2019

美中時間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SUN.

23 24 25 26 27 28 29

00:00-00:30 空姐新發現 (重播)

00:30-01:00 養生堂 (重播) 

01:00-01:30

01:30-02:00 這裡是北京 (重播) 華夏新紀錄 (重播) 中華一絕 (重播) 中國大舞臺 (重播)

02:00-02:30

02:30-03:00

03:00-03:30 中華一絕 (重播)

03:30-04:00 司馬白話  (重播) 美國人走長征路

04:00-04:30

04:30-05:00

05:00-05:30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05:30-06:00 中國大舞臺

06:00-06:30 空姐新發現 (重播)

06:30-07:00 司馬白話 (重播)

07:00-07:30

07:30-08:00

08:00-08:30

08:30-09:00

09:00-09:30

09:30-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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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夏新紀錄  (重播) 養生堂 功夫 大鵬秀

11:00-11:30

11:30-12:00

12:00-12:30 這裡是北京  (重播) 這裡是北京

12:30-13:00 大鵬秀 (重播)

13:00-13:30 中國緣 (重播)

13:30-14:00 生活 (重播)

14:00-14:30 空姐新發現

14:30-15:00 記住鄉愁 (重播)

15:00-15:30 洋言洋語 記住鄉愁

15:30-16:00 美國人走長征路 (重播) 歲月留聲

16:00-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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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來敲門  上集 幸福來敲門  下集

17:30-18:00

18:00-18:30

18:30-19:00 今日關注 (重播)

19:00-19:30 先鋒人物 中國緣 (重播)

19:30-20:00 中國緣 生活 中華一絕

20:00-20:30 生活 (重播) 外國人在中國

20:30-21:00

21:00-21:30

21:30-22:00

22:00-22:30 司馬白話

23:00-23:30 功夫 (重播)

23:30-00:00 幸福來敲門  上 (重播) 幸福來敲門  下 (重播)

電視台保留變更節目權利，以實際播出為準。 Updated as: 9/20/2019

開門大吉

電影藏密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中華醫藥 (重播)

檔案

檔案 (重播)

幸福帳單 (重播)

味道

科技與生活 中華醫藥

中國文藝

電影藏密 (重播)

美南大咖談 

海峽兩岸 (重播)

中國遠征軍 (重播)電視劇《中國遠征軍》 第6~10集 (重播)

電視劇《頃城之戀》 第7~12集 (重播)

中國輿論場 (重播)
健康之路

檔案 (重播)

華人世界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海峽兩岸

央視國際新聞

中國文藝 (重播)
先鋒人物 (重播)

華人世界  (重播)

王者歸來

幸福帳單

央視國際新聞

蜜蜂花園

經典電影

中國民歌大會

美南大咖談

電視劇《頃城之戀》 第7~12集

今日關注 (重播)

開門大吉 (重播)

中國文化

城市一對一 (重播) 科技與生活 (重播)

中國輿論場

美南大咖談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今日關注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今日亞洲

武林風

味道 (重播)

Chinese Class

電影藏密 (重播)

Southern Television 15.3             2019年9月份 電視頻道節目表

中國文藝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行之中國

中國民歌大會 (重播)

電視劇《中國遠征軍》 第6~10集

王者歸來 (重播)

武林風 (重播)

22:30-23:00 養生堂 (重播)五味草堂

治安對談 (直播) 城市一對一

治安對談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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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三       2019年9月25日       Wednesday, September 25, 2019



BB88休城社區

台灣影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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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國際動畫影展再推各國強片

2019台中國際動畫影展預售

票開賣至今，預售成績已超越歷

年同期紀錄，主辦單位今日再推

薦多部國際影展獲獎的精采作品

，包括「嚕嚕米漫遊蔚藍海岸」

導演薩維亞皮卡（Xavier Picard

）執導的奇幻新作「王子的時空

旅程」（The Princes Voyage）以

及去年在薩格勒布動畫影展獲得

長片競賽首獎的作品「超棒蛋糕

！」（This Magnificent Cake!）

，加上歷史悠久的「克拉科夫

Etiuda & Anima影展」推薦多部

波蘭動畫及客座策展人張晏榕策

畫的「敘事變奏曲」兩個短片單

元，風格各異的四大節目將在台

中國際動畫影展獨家放送。

台中國際動畫影展已於上周

末（9/13）熱烈開賣，除了「海

獸之子」在開賣當日旋即完售外

，開幕片「衝出迷境」及閉幕片

「喀布爾之燕」等長片也都賣出

佳績，影展今日再推薦多部國際

影展獲獎的精彩作品；「王子的

時空旅程」（The Princes Voyage

）描述一位來自不知名國度的猴

王子在海邊被男孩發現，在男孩

的科學家父母幫助下，猴王子發

現自己竟然跨越了時空，曾因為

提出有其他文明存在而遭到排擠

的科學家父母，於是計畫利用這

位王子展開一場反擊，電影宛如

「猩球崛起」情節撞擊宮崎駿

「天空之城」的奇幻異想，本片

導演除了「嚕嚕米漫遊蔚藍海岸

」導演薩維亞皮卡以外，還有

「海邊的路易絲」導演尚弗朗索

瓦拉吉奧（Jean-François Laguion-

ie），該片在安錫動畫影展及盧

卡諾影展都獲得獎項肯定。

接連獲選坎城影展、安錫影

展，並入圍動畫界奧斯卡的「美

國安妮獎」，去年更在世界四大

動畫影展之一的「薩格勒布動畫

影展」長片動畫競賽擊敗魏斯安

德森「犬之島」和張毅導演「狗

狗傷心誌」獲得首獎的「超棒蛋

糕！」（This Magnificent Cake!

），以19世紀末的歐洲為背景，

描寫五位看似無關的角色：抱著

侵略夢瘋狂打嗝的西班牙國王、

替有錢白人當人型菸灰缸的非洲

矮人、流浪叢林的逃兵青年、意

外落水的原住民搬運工、脾氣暴

躁的失敗商人；這些角色圍繞在

地中海的兩岸，編織出一場既是

離奇荒謬的冒險故事，也是對西

方社會有著深厚隱喻的諷刺寓言

。

除了兩部得獎長片，本屆台

中國際動畫影展並與波蘭「克拉

科夫動畫影展」（The Interna-

tional Film Festival Etiuda & Ani-

ma）合作，推薦八部近年在國際

屢獲好評的動畫作品，包括2017

年台中國際動畫影展的學生作品

組首獎「噢母親！」（Oh Moth-

er!）等，「克拉科夫 Etiuda &

Anima影展」藝術總監博古絲勞

母津斯基表示，波蘭動畫受戰後

文化的推波助瀾影響，造就電影

藝術的百花齊放，許多導演透過

動畫表達社會與政治傾向，在爭

取政治自由的氛圍下造就波蘭

動畫獨樹一格的藝術學派，

透過這次與台中國際動畫影

展的合作，期望可以讓台灣

觀眾看到更多元豐富的波蘭

動畫電影；而邀請台灣動畫

學者張晏榕策畫的「敘事變

奏曲」單元，則展現出多部

敘事節奏不同的動畫作品，

包括廣島動畫影展特獎作品

「心弦」（Threads）、捷克動

畫 影 展 國 際 短 片 首 獎 作 品

「佈景人生」（Scenery）等，

從中看見動畫的無限可能。

2019台中國際動畫影展將於

10 月 11 日（五）至 10 月 20 日

（日）在台中凱擘影城舉行。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休士頓師大附中校友會與恆豐銀行將於10月12日（星期六 ）上午
10:00 至11:30 ，在恆豐銀行12樓（9999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

聯合舉辦一場旅遊講座。由附中校友姚鳳北博士報告今春他萬里迢迢親訪赤壁古戰場的見
聞與心得，及介紹他的新書： 「斑斕歐亞非」一 作者伉儷在歐，亞，非三大洲的旅遊經歷。講座
免費進場，會後備有茶點招待，歡迎各界踴躍參加。

姚鳳北先生，台灣大學機械工程學士，普渡（Purdue )大學博士，從事石油工作三十餘年。喜
好史地、旅遊，足跡遍七大洲、百餘國，觀山川海宇，體民俗風情，覓古今軼事；曾發表《 復活

節島探訪記 》、 《我的1948 淮海回憶 》、《 北京花卉市場》 等專文三百餘篇，，及出版書籍
：《 走不遍的天下 》、《 古道拾遺 》、 《行遠無涯 》等多部及新作《 斑斕歐亞非 》。

10月12日的演說，除了介紹其新書《 斑斕歐亞非》外，此演講中將特別介紹：（一 ）蘇武
有沒有去過貝加爾湖牧羊? (二 ）世外桃園— 羅德里格斯島，並與聽眾分享他最近旅遊中的經驗與
觀感：（三 ）孔明赤壁不需借東風。

附中校友會與恆豐銀行聯合舉辦演講會
姚鳳北主講： 「孔明赤壁不需借東風 」

（文︰楊德清）2019年美南河南同鄉會中
秋節聚會 9 月 22 日成功在 George Bush Park 舉
辦，聚會對所有的來賓都是免費。有河南老鄉
及他省親朋好友，演員，義工，媒體朋友等約
300人參加了聚會。

老鄉們自髮帶來了自己做的家鄉風味的飯
菜。同鄉會還組織義工們準備了各種飯食包括
燒烤，包括羊肉串，玉米，紅薯，豬排；還有
胡辣湯，油條，煎餅，餃子，水煎包，涼皮，
小米粥等等美食與各種水果，飲料。在場的老
鄉及其他省份的朋友們都無不稱讚飯菜好吃有
特色。

節目組組織了豐富的民間文藝演出，武術
，歌曲，舞蹈，戲曲等等，極大地活躍了聚會
氣氛,使與會者得到了藝術享受。

聚會還介紹了同鄉會的商家及別省與會的
商家，以便促進老鄉們及參會商家的業務，以
便老鄉們在消費時帶來方便與優惠。
老鄉袁珍珠將自己畫的8幅畫隨機贈送給了聚
會的老鄉。

聚會成功離不開義工們的齊心協力的工作
。

王春輝負責節目組，組織了10個以上的精
彩節目表演，由蔡琦和何佳主持，包擴釋延禪
的少林寺文化中心帶來的精彩舞龍舞獅和功夫
表演，何佳&王春暉演唱的情對祖國講愛對祖
國說，劉春池的絨花，酈澤泉的嗩吶表演，王
飛雪的最炫民族風&相逢是首歌，江越也以優

惠價提供了音響服務。
趙元山的在那桃花盛開的地方，歌友村的

舞蹈，李睿範的豫劇清唱你家在哪裡 ，何佳的
悟空，王春暉的忘塵谷，及一個老鄉的京劇等
等。

王靜老鄉一大早帶著全家人和公司員工幫
我們免費安裝使用了孩子玩的跳跳床。胖妮燒
烤的老闆胖妮專程從達拉斯趕來，帶著兩名員
工給我們準備了涼皮和羊肉串，都一搶而光，
胖妞利用職業的經驗特長幫忙把飯菜擺放得整
整齊齊的。段利東提前幾天就採購燒烤用料，
與師影一起，一早就生火燒烤直到最後。趙元
山提供了生火做飯的灶具和鍋具及煤氣，還特
意為聚會燒烤製作了烤架。王文做了一大鍋胡
辣湯也是一搶而光，朱新生和太太王彩霞頭一
天做了一天，當天又5點多就起來為大家準備
了很多的水煎包和一大鍋小米粥。王冰雖然不
能參加聚會，但起了個大早準備好了餃子餡和
麵，幾個老鄉競相前往幫忙領取，最先由老鄉
Rachael Guo一早幫取到現場。張明媚上有老下
有小，帶著年邁的父母和幾個小孩還幫忙把餐
館訂餐取到會場。陳昱達，賈棟亞，趙清正和
王文都幫忙買了很重的水。 Lisa Hao幫忙登記
，張輝和宋少偉一直幫忙攤煎餅，切西瓜。還
有李雅西及一些老鄉一早就來幫忙包餃子，很
快包了一大堆餃子，還有好多老鄉幫忙佈置場
地，最後聚會結束後清潔現場等等。

（本報記者秦鴻鈞）休斯頓觀音堂文化中心，為恭迎觀世音菩蕯出家紀念日，將於2019年10月
12日上午11:30 am- 下午2:30 pm , 在休斯頓觀音堂舉行素食午餐會，讓大家品嚐健康素食，暢談佛
法精華。

活動的內容包括：免費素食午餐、佛學交流、圖騰視頻欣賞、佛友分享及免費禮品贈送。會中
並有吉祥米，經書，佛書免費結緣。

休 斯 頓 觀 音 堂 地 址 ： 10161 Harwin Dr. Suite 100, Houston ,TX 77036 , 預 訂 電 話 ：
832-736-1897，開放時間： 周一至周日10:00 -16:00， You Tube 搜索“ 精彩圖騰視頻”

2019河南同鄉會中秋聚會成功舉辦
秋高氣爽歌聲飄揚 歡聚中秋河南老鄉

休斯頓觀音堂文化中心10月12日舉行素食會
恭迎觀世音菩薩出家紀念日，免費入場

河南同鄉會聚會大合影河南同鄉會聚會大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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