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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59號公路中高層公寓，1臥方售6.3萬，2臥8.49萬，3臥10.3萬
百利大道好地點獨立建築，最適醫療診所，270萬
Memorial和EnergyCorridor區，Salon & Spa店，17萬
Beaumont餐館20萬
Bellaire City近小學4509 Holly St. Lot Value 57萬

Lance Chau
(713)271-9898

貸款: 商業、買房、重貸、抵押兌現、不查收入
Fast Easy Mortgage

Lchauemail@yahoo.com
RMLO NMLS 246133

6120 Westline Drive Houston, Texas 77036

Venture Equity 房屋買賣/貸款/投資/商業

永創佳業 1031物業延稅交換

2019年11月20日 星期三
Wednesday, November 20, 2019

澎湃吸力,

方太第三代侧吸油烟机全新上市!
FOTILE’S 3RD GENERATION OF SIDE-DRAFT RANGE HOOD

挥手就来!
WAVE AT FUTURE VENTILATION POWER

Free basic installation

 預售日期：

MORE FEATURES, MORE POWERFUL!

增值不加價預購包基本安裝

11/15-11/28
Pre-Order Duration

分享即送額外3年有效質保，延長8年！
1.谷歌地圖 / Yelp / 微信朋友圈 /  INS / FB壹平臺嗮圖好評；

2.掃碼添加 “FOTILEUS”客服，進行驗證

WWW.FOTILEGLOBAL.COM/US

FOTILE KITCHEN APPLIANCE
地址：3510 Hwy 6, Sugar Land, TX 77478

電話： 281-201-8186

鄭家晴律師鄭家晴律師
德州及紐約州執照律師德州及紐約州執照律師
SMUSMU 法學博士法學博士(J.D.) (Not Board Certified)(J.D.) (Not Board Certified)
精辦各種移民相關案件精辦各種移民相關案件
電話電話:: 713713--627627--30003000
地址地址:: 41514151 Southwest Freeway, SuiteSouthwest Freeway, Suite 600600, Houston, TX, Houston, TX
7702777027

假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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罕見罕見！！美國壹公園集齊三只白化短吻鱷美國壹公園集齊三只白化短吻鱷 占全世界美國壹家鱷魚公占全世界美國壹家鱷魚公
園近日公布壹段視頻園近日公布壹段視頻，，視頻中顯示他們公園中有三只可愛的白化短吻鱷視頻中顯示他們公園中有三只可愛的白化短吻鱷
寶寶寶寶，，占世界上白化短吻鱷總數的占世界上白化短吻鱷總數的11//44！！這三只白化短吻鱷只有兩個月這三只白化短吻鱷只有兩個月
大大。。白化短吻鱷魚是世界上最罕見的動物之壹白化短吻鱷魚是世界上最罕見的動物之壹，，它們並不是白化變種它們並不是白化變種，，
而是由壹種被稱為白化基因而是由壹種被稱為白化基因(Leucism)(Leucism)的病癥所致的病癥所致。。在美國的在美國的500500萬條鱷萬條鱷
魚中魚中，，白化短吻鱷還不到白化短吻鱷還不到1515條條，，其稀有程度可見壹斑其稀有程度可見壹斑。。總量的四分之總量的四分之
壹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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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布萊頓英國布萊頓，，英國發明家理查德英國發明家理查德··布朗寧布朗寧(Richard Browning)(Richard Browning)穿著自穿著自
己發明的噴氣式飛行服飛行己發明的噴氣式飛行服飛行，，試圖打破由自己創造的吉尼斯世界紀錄試圖打破由自己創造的吉尼斯世界紀錄。。

空間站裏辟菜園空間站裏辟菜園 ““宇宙農夫宇宙農夫””粉紅溫室內收獲芥菜粉紅溫室內收獲芥菜



BB33綜合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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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三       2019年11月20日       Wednesday, November 20, 2019

中國抗癌新藥在美獲批上市 年內有望在國內獲批
綜合報導 百濟神州公司宣布，其自主研發的

BTK抑制劑澤布替尼獲得美國FDA批準上市。當天

下午5點，百濟神州在北京召開記者招待會，企業

高級副總裁、全球藥政事務負責人閆小軍在回答關

於該藥何時能在國內上市時表示：國家藥監局對澤

布替尼進入最後審批階段，不出意外的話年內可以

獲批上市。

作為第壹個在美獲批上市的中國本土自主研發

抗癌新藥，澤布替尼實現了中國原研新藥出海“零

的突破”。 但讓人疑惑的是，該新藥為何在國內

還沒有上市？

對此，百濟神州中國區總經理兼公司總裁吳曉

濱博士對澎湃新聞表示，澤布替尼已經進入了國內

創新藥物審批的快速通道，相信不久就能夠惠及國

內的患者。

據企業介紹，早在2018年8月和10月，百濟神

州就向中國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遞交了澤布替尼針

對治療復發或難治性套細胞淋巴瘤與復發難治性慢

性淋巴細胞白血病/小淋巴細胞淋巴瘤的新藥上市

申請，並均被納入優先審評通道。

2019年 1月，澤布替尼曾獲美國FDA授予的

“突破性療法認定”，成為首個獲得該認定的本土

研發抗癌新藥。2019年8月，美國FDA正式受理了

澤布替尼的新藥上市申請，並授予其優先審評資格

。

美國當地時間11月14日，美國FDA官方網站

公布了此消息：中國企業百濟神州自主研發的抗癌

新藥澤布替尼，以“突破性療法”的身份，優先審

評獲準上市，將用於治療既往接受過至少壹項療法

的套細胞淋巴瘤患者。

“這與兩項臨床試驗的有效性數據，以及

很多項安全性數據有關。” 澤布替尼研發的主

要領導者之壹、百濟神州高級副總裁汪來介紹

，由北京大學腫瘤醫院牽頭開展，北京大學腫

瘤醫院淋巴瘤科主任、大內科主任朱軍教授作

為首席研究者主持進行的壹項二期臨床試驗數

據顯示，患者在接受澤布替尼治療後，總緩解

率達到84%，包括59%的完全緩解，此項試驗的

中位持續緩解時間為 19.5 個月，中位隨訪時間

為18.4個月。

朱軍在記者會現場電話連線中對該藥在美國獲

批表達了興奮之情。他透露，10月21日，由其主

導的澤布替尼臨床試驗已經順利通過了中國國家藥

監局的臨床試驗現場核查。

閆小軍表示，臨床試驗現場核查結束後，藥監

部門還要對生產現場核查，核查需要壹定時間，不

出意外的話，澤布替尼年內可獲批上市。

根據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藥品審評中心 11

月起草的《優先審評審批工作程序》(征求意見

稿)，優先審評審批的工作程序包含申請、審核

認定、公示納入、終止程序、技術審評、申請

人自行補充提交資料、按要求滾動提交資料、

檢查檢驗和通用名稱命名、綜合審評、審批等

十個程序。

征求意見稿顯示，對於納入優先審評審批

程序的藥品上市註冊申請，國家局食品藥品審

核查驗中心和藥品檢驗機構應優先進行檢查檢

驗，國家藥典委員會優先進行通用名稱命名。

藥審中心在收到檢查、檢驗等結果後在審評時

限內完成綜合審評報告；藥審中心在 10日內作

出審批決定。

另據吳曉濱在記者會透露，目前百濟神州公司

在美國的商業團隊組建完畢，美國患者有可能年內

就可以買到澤布替尼。

20歲阿裏巴巴帶著希望回港股
港股IPO公開發售啟動

作為目前中國市值最高的互聯網巨

頭，阿裏巴巴回歸港股的壹舉壹動都牽

動著資本市場的神經。

在確認回歸港股兩天後，昨天，阿

裏巴巴又宣布，啟動香港公開發售。公

開發售將於11月20日中午12時結束。

阿裏巴巴將登陸港交所主板，股票代碼

9988。此番阿裏巴巴回歸，有望成為港

交所歷史上規模最大的IPO。

闊別7載 阿裏巴巴終於回歸
今年是阿裏巴巴成立20周年。可對

阿裏巴巴來說，這是第三次踏上上市之

路，也是第二次登陸香港市場。

早在2007年，阿裏巴巴旗下的B2B

業務曾登陸港交所，壹度大受追捧，IPO

首日股價大漲1.9倍，達到每股39.7港元

。但後來股價壹路下滑。2012年，馬雲

決定私有化退市。

2013年，阿裏巴巴再次赴港謀求整

體上市，馬雲希望上市之後創始人依然

緊握公司掌控權，但港交所堅持“所有

股東應得到平等對待”，致使阿裏巴巴

在港上市未能成行。

於是，阿裏巴巴選擇遠赴美上市。

2014年9月19日，阿裏巴巴在紐交所掛

牌，250億美元的募資額創下全球最大

規模的IPO。

由於自身制度的原因而錯過阿裏巴巴

，這壹直被港交所視為壹大遺憾。2018年4

月，港交所推出20年來最大變革，允許雙

重股權結構公司上市，小米、美團等獨

角獸企業正是新規則的受益者。

阿裏巴巴是否會回歸港股？這壹直

是資本市場的疑問。今年5月，港交所

行政總裁李小加使用“遠走的人總有壹

天要回家”來形容像阿裏巴巴壹樣在美

國上市的內地公司，並歡迎越來越多

“遠走”的公司到香港上市。

在壹次又壹次的傳聞聲中，阿裏巴

巴回歸港股。11月13日，阿裏巴巴集團

向港交所提交初步招股文件，確認啟動

赴港IPO計劃。這是阿裏巴巴2012年從

港股私有化後，再次踏足港股。距上次

與港交所結緣，已有7年之久。

百億美元 募資額或創紀錄
昨天的消息顯示，本次阿裏巴巴將

新發行5億股普通股新股，發行價格將

不高於188港元，最終將在11月20日確

定國際發售價。盡管阿裏巴巴最終的募

資額沒有準確數字，業內分析認為，阿

裏巴巴此次計劃募資100億美元至150億

美元。

值得註意的是，此次公開發售采用

全電子化申請程序，這是香港歷史上首

次完全無紙化IPO。

對募資用途，阿裏巴巴在招股文件

裏表示，擬將全球發售凈額用於驅動用

戶增長及參與度提升、助力企業實現數

字化升級提升運營效率及持續創新。

今年9月10日，馬雲已宣布退休，

並將阿裏巴巴董事局主席的職務交棒給

張勇。張勇在致投資者的信中表示，啟

動在香港的上市，是“20歲年輕的阿裏

巴巴壹個新的起點”。

張勇稱，“過去幾年間，香港的資

本市場已經發生了很多令人鼓舞的重大

改革。在當前香港社會發生諸多重大變

化的時刻，我們依然相信香港的美好未

來。我們希望能貢獻自己的綿薄之力，

積極參與到香港的未來建設中。”

騰訊同臺 市場期待“王者對決”
阿裏巴巴仍然保持著強勁的增速。

三季度財報顯示，公司三季度營收同比

增 40%至 1190.17 億元，凈利潤同比增

40%至327.5億元。而且從賬面上看，阿

裏巴巴並不缺錢。截至9月30日，阿裏

巴巴賬面上自由現金流高達1045億元。

壹些機構分析認為，阿裏巴巴在港

股上市可以減少對於美國市場的依賴。

而且相比美股市場，國內對阿裏巴巴商

業模式也更為認可，這將有利於提升阿

裏巴巴的估值。

網經社電子商務研究中心網絡零售

部主任、高級分析師莫岱青表示，香港

上市可以看做是阿裏全球化戰略的重要

組成部分。東南亞等市場是全球化下壹

階段的必爭之地，此前阿裏已有布局如

Lazada、PayTM等，在香港上市勢必會

助推阿裏的全球化布局。

截止到11月14日，阿裏巴巴美股報

收182.8美元(約1425港元)，總市值4773

億美元(約3.7萬億港元)。而截至11月15

日收盤，騰訊控股股價為360港元每股

，總市值達3.06萬億港元。作為兩大超

級巨頭，未來將同臺競技，也是壹場

“王者對決”的大戲。

莫岱青認為，這將能提高市場吸

引力，獲得優質資源，它們在股價、

業績以及市值上的表現也都會引發資

本關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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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19年年1111月月99日晚日晚，，華裔張晶晶在宣布競選福遍郡稅務官之後在小廚娘華裔張晶晶在宣布競選福遍郡稅務官之後在小廚娘
(Cooking Girl)(Cooking Girl)舉行美國舉行美國stylestyle的首次的首次Meet & GreetMeet & Greet支持者見面會支持者見面會。。

20192019年年1111月月1111日日，，在斯坦福市市長和華裔市議員譚秋晴的見證下在斯坦福市市長和華裔市議員譚秋晴的見證下，，會長杜少波將會長杜少波將11萬美元萬美元
的支票捐給斯坦福高中行進樂隊的支票捐給斯坦福高中行進樂隊，，支持高中生參加明年在新奧爾良舉行的嘉年華大會支持高中生參加明年在新奧爾良舉行的嘉年華大會。。

20192019年年1111月月1010日日，，曉市敦同源會舉行榮耀退伍軍人為主題的曉市敦同源會舉行榮耀退伍軍人為主題的6565屆年會屆年會
，，休斯敦市長特納先生特別宣布當天為曉市頓同源會日並與會長休斯敦市長特納先生特別宣布當天為曉市頓同源會日並與會長AliceAlice
ChenChen及美軍退役官兵合影及美軍退役官兵合影。。

20192019年年1111月月1111日日，，休斯敦市政府舉行的紀念美國退伍軍人休斯敦市政府舉行的紀念美國退伍軍人
節集會上節集會上，，美國國會議員奧格林特別慰問美軍陸軍退役將美國國會議員奧格林特別慰問美軍陸軍退役將
官孫鐵漢官孫鐵漢。。

20192019年年1111月月1212日日，，休斯敦浸會大學休斯敦浸會大學HBUHBU舉辦回饋社舉辦回饋社
區區 FacutyFacuty 音樂會音樂會，，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宋海燕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宋海燕 SummerSummer
SongSong 教授在獨唱音樂會演出結束後接受到場支持的教授在獨唱音樂會演出結束後接受到場支持的
100100 歲的歲的 HBUHBU 創始人斯特福莫里斯博士創始人斯特福莫里斯博士(Dr Morris(Dr Morris
Steward)Steward)的祝賀的祝賀。。後立者為金融理財專家後立者為金融理財專家、、世界名人網世界名人網
世界金融理財主任世界金融理財主任Kathy FanKathy Fan女士女士。。

20192019年年1111月月1414日日，，世界名人網總編輯在亞洲協會德州分會世界名人網總編輯在亞洲協會德州分會
採訪主講美中關係的德國前國防大臣採訪主講美中關係的德國前國防大臣、、德國社會民主黨主德國社會民主黨主
席席、、歐洲社會黨主席魯道夫沙爾平歐洲社會黨主席魯道夫沙爾平(Rudolf Scharping)(Rudolf Scharping)。。

20192019年年1111月月1515日日，，牧笛花園媒體日世界名人網顧問李柏棋在環球聖牧笛花園媒體日世界名人網顧問李柏棋在環球聖
誕節主題的胡桃夾子冰雕前留影誕節主題的胡桃夾子冰雕前留影。。牧笛花園冰雕展和其他八大假日牧笛花園冰雕展和其他八大假日
勝景將自本月勝景將自本月1616日至日至20202020年年11月月66日盛大舉行日盛大舉行。。

20192019年年1111月月1717日日，，德州安徽同鄉會舉行的理事會上德州安徽同鄉會舉行的理事會上
，，著名慈善家著名慈善家、、勵志作家趙美萍女士當選為新一屆理勵志作家趙美萍女士當選為新一屆理
事會會長事會會長，，圖為全體出席會議的理事會成員與現任會圖為全體出席會議的理事會成員與現任會
長張經坤一起祝賀趙美萍當選並合影長張經坤一起祝賀趙美萍當選並合影。。

名人掠影名人掠影
世界名人網供圖世界名人網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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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1月，在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和新
加坡總理李顯龍的見證下，雙方簽訂

合作框架協議，中新廣州知識城上升為國
家級雙邊合作項目。在今年2月公佈的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中，中新
廣州知識城明確為大灣區6大創新平台。

課程相通 育高層次人才
18日上午，中新廣州知識城管委會與

新加坡國立大學舉行新加坡國立大學黃埔
創新研究院框架合作協議簽約儀式。根據
協議，研究院的研究方向將優先但不限於
智慧城市、信息與通信、電子科學與技
術、先進製造業、人工智能、生物醫藥
等。研究院將設立孵化器，利用新加坡國
立大學及研究院的專利技術孵化企業。同
時，研究院將利用新加坡國立大學豐富的
教學及創新創業資源，為廣州開發區靶向
培養博士後、博士、碩士等高層次人才並
讓其攻讀相關國立大學課程。另外，研究
院還每年組織不少於4次相關主題的國際
工作會議或研討會。

據介紹，雙方把共建研究院作為響應
落實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重要工作項
目之一，將依託研究院加快推進中新廣州
知識城科研成果創新轉化，建設粵港澳大
灣區知識創造示範區，打造大灣區高質量
發展重要引擎。

當日，第七屆中新知識論壇在廣州舉
行，旨在探討依託粵港澳大灣區的資源整
合和聯動發展，進一步達成中新雙方的優
勢互補和合作共贏，為兩國合作升級注入
活力，將中新廣州知識城建設成為大灣區
知識創造示範區。

創新和人才合作，成為論壇關注重
點。新加坡國立大學常務副校長梅彥昌表
示，該校有世界級的研究成果和知識產
權，可以極大幫助企業發展。“但是我們
的研究需要吸引投資，以及廣闊的市場，
所以我們選擇中國，特別是大灣區。我相
信，這是非常正確的決定。”

新加坡企業百吉生物製藥公司亦選擇了
在廣州落戶，同樣認同中國市場和投資環
境。他表示，新加坡有3,000多名生物醫藥
研究人員，但成果轉化太少。一方面是市場
小，另一方面是新加坡缺乏專注生物醫藥投
資的機構。中新合作，雙方將優勢互補。

中國企業也在參與新加坡的創新合
作。華為集團高級副總裁、董事會成員
彭博表示，華為看重新加坡的創新研
究，在新加坡有700多名員工。他認為，
在數字化轉型的示範和應用方面，粵港
澳大灣區和新加坡有着極大的互補性。
在他看來，數字化轉型中，中新在產業
風險投資和快速研發應用方面，合作潛
力無限。

■中新廣州知識城與新加坡國立大學18日
簽約共建創新研究院，面向電子科學與技
術等領域培養高層次人才。 資料圖片

中新灣區共建創新研究院
數字化轉型優勢互補 計劃十年培養逾3000專才大灣區大灣區 快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擁有科技創新和人才優勢

的新加坡，將加強與粵港澳大灣區科創合作。香港文匯報記者從18日舉

行的第七屆中新知識論壇上獲悉，作為廣深港澳科技創新走廊核心創新

平台，中新廣州知識城與新加坡國立大學當日簽約共建黃埔創新研究

院。研究院面向智慧城市、信息與通信、電子科學與技術、人工智能、

生物醫藥等優先領域，設立孵化器，並利用該校教學及創新資源，為廣

州開發區靶向培養博士後、博士等高層次人才。同時，還將在10年內培

養至少3,400名各類專業人才。

粵港澳合建科研機構
攻關港珠澳大橋維養運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俊明 珠海報道）“粵港澳
大灣區交通建設智能維養與安全運營工程技術研究中心”
日前在珠海揭牌並正式啟動運營。香港文匯報記者18日
從港珠澳大橋管理局獲悉，該研究中心是交通運輸行業首
個粵港澳三地聯合共建的工程技術科研機構，將着力解決
港珠澳大橋營運維護的難題，自主攻關跨海橋島隧集群工
程智能維養和安全運營核心技術。而相關研究成果也將在
粵港澳大灣區交通基礎設施運維中推廣應用，並爭取形成
新的行業標準和規範，使中國橋樑建設技術“走出國
門”。

據了解，總長55公里的港珠澳大橋不僅是現時世界
最長的跨海大橋、全球首條海底深埋沉管隧道，在運營和
維護等方面存在很大挑戰。“目前在世界範圍內超長跨海
大橋的運營維護都面臨很多難題，因此要借助新一代人工
智能的契機，把原來的人工檢查、人工維護和人工管控變
成智能化。”大橋管理局有關負責人說。

港澳高校參與技術研究
據港珠澳大橋管理局介紹，新啟動運營的“大灣區交通

建設智能維養與安全運營工程技術研究中心”由大橋管理局
聯合香港理工大學、澳門大學、中交四航工程研究院有限公
司、澳門土木工程實驗室、香港大學和珠海交通集團共同成
立。國家交通運輸部科技司、廣東省科技廳、廣東省交通運
輸廳、香港運輸及房屋局、澳門交通事務局等單位負責人也
出席啟動大會。

在啟動大會期間舉行的港珠澳大橋科交協同創新發展
座談上，各成員單位和與會代表紛紛發言，一致認為：該
工程技術中心應以“交通強國”和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為
中心，做好行業科技創新發展的頂層設計；充分利用粵港
澳三地聯合共建科研機構的資源優勢，打造“工程應用+
科技研發+人才培養”的融合創新模式，為用好管好港珠
澳大橋提供堅實技術保障。

■■第七屆中新知識論壇第七屆中新知識論壇1818日舉行日舉行，，重點探討新加坡與粵港澳大灣區創新和人才合作重點探討新加坡與粵港澳大灣區創新和人才合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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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於北京時間18日凌晨結束的歐國外B
組最後一輪角逐，葡萄牙作客撲擊“魚

腩部隊”盧森堡。上半場39分鐘，貝拿度施
華送出精準長傳，般奴費南迪斯冷靜射近柱入
網。下半場戰況稍為沉悶，到完場前4分鐘，
C朗將隊友的射門加一腳將球送入空門，收穫
他在葡萄牙國足的第99個“進球”。

將平卡斯拿斯參賽紀錄
C朗雖然未能趁這場對陣弱旅的機會一

舉衝破百球大關，然而球隊出戰明年歐國盃
決賽周前還會有一些熱身賽，相信C朗很快
就可成為繼伊朗名宿戴伊的109球之後，歷
史上第2位為國家／地區代表隊破門達到100
次的球員。C朗賽後說：“第100球很自然
就會到來，紀錄是要來被打破的，我會改寫
它們。”

葡萄牙以5勝2和1負積17分位居B組

第2的成績完賽，取得此組另一個出線權，
而烏克蘭在之前則已提前鎖定頭名。這是C
朗第五屆參戰歐國盃決賽周，領銜葡足力爭
衛冕。明夏便會追平卡斯拿斯保持的歐國盃
決賽周最多參戰紀錄，C朗表示：“我們晉
級了，對我來說，為國出戰永遠是頭等大
事，也是我的驕傲。我將第五次出戰歐國
盃，為此深感高興。”

被問到是役未有如外界預期般入兩、
三球的原因，C朗坦言盧森堡主場的草地
“有如薯仔田”，影響傳球運轉的流暢；
他又承認自己這兩場國際賽“狀態未到百
分之百”。而就早前在祖雲達斯比賽時被
指不滿被換離場並向主帥沙利發脾氣，今
年34歲的“球王”強調：“近幾星期我的
比賽確有所限，但一切都沒有爭議，爭議
是你們傳媒製造的。”

攻入一粒收“盧” 領衛冕冠軍出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志達） 葡萄牙順利取得2020

年歐洲國家盃決賽周參賽權，向着衛冕冠軍的目標進發。

在最後一輪歐國盃外圍賽（歐國外）中，葡足作客輕鬆地

以2：0擊敗盧森堡，賽前預計有望大豐收一舉衝破100球

大關的基斯坦奴朗拿度（C朗）結果只入到1球，其國家隊“進球”暫時

增添至99個，然而在明夏出戰個人第五屆歐國盃前，相信C朗將可達到百

球里程碑。

歐國外場場建功 卡尼威絕三獅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志達） 2020歐
國外20日是最後一個比賽日，焦點是威爾
斯主場對匈牙利的E組生死戰。

12分的匈牙利、11分的威爾斯和10分
的斯洛伐克，最後一輪將爭奪E組餘下一席
出線權。

“威匈戰”勝方將過關，論狀態威足近

4輪外圍賽2勝2和不敗，匈牙利過去3場外
圍賽卻得1勝2負，威足兩大中前場球星加
里夫巴利與艾朗藍斯，誓藉主場聲勢突圍。
斯洛伐克尾輪必須戰勝阿塞拜疆，還要寄望
威、匈戰和，才能以對賽成績力壓匈牙利出
線。至於C組，德國與落後2分的荷蘭已出
線，德足擊敗北愛爾蘭便可穩奪頭名。

威足可望逢“匈”化吉

CC朗葡足朗葡足9999球球 五征歐國盃

■■英格蘭首席鋒將哈利卡尼英格蘭首席鋒將哈利卡尼
貢獻一傳一射貢獻一傳一射。。 路透社路透社

■■CC朗朗((中中))建功建功，，協助葡萄協助葡萄
牙奪得出線權牙奪得出線權。。 路透社路透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志達） 哈利卡尼成為單屆
歐洲國家盃外圍賽8戰場場有波入的英格蘭隊史第一
人。法國隊方面，基沙文打破入球荒，為執教“高盧雄
雞”出戰第100場的迪甘斯送上賀禮。

上星期已鎖定A組首名出線的英格蘭，北京時間周
一凌晨作客大勝科索沃4：0，卡尼和雲克斯這兩位効力
熱刺的“哈利”有波入，還有拉舒福特建功及車路士小
將美臣蒙特攻入大國腳處子球。在2020歐國外中，卡尼
8戰都有“進球”，是英格蘭隊史上第一個能於國際賽外
圍賽場場有波入的球員；合計2019年轟入12球，全部來
自歐國外比賽，單年12球及外圍賽12球也都讓卡尼平了
“三獅軍團”隊史紀錄。

踢畢上仗亦已出線的法國隊，同日作客淨勝阿爾巴

尼亞2：0，奪得H組頭名。基沙文貢獻一傳一射，終結
自己在國家隊的7場入球荒。慶祝執教法足第100場的
迪甘斯賽後說：“我很倚賴球員。這是個人榮譽，但見
到球員們一起合作，十分之好。”

短說
長話

港欖球代表隊比利時報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浩然）香港男

子十五人欖球代表隊於11月16日在布魯塞
爾的曼德拉灣球場，以36：17擊敗比利
時，當中有9位球員更是首次披甲上陣。
與管理團隊一同在布魯塞爾的欖球營運總
監戴里斯對賽事結果表示滿意。“這是一
場很艱難的比賽，這正是我們想挑戰的堅
韌型歐洲賽事。這是一個很好的測試，亦
取得不錯的成績。”

首屆中國環塔單車賽落幕
首屆中國環塔單車公開賽18日在新疆阿

拉爾市落幕，東道主選手庫瓦提·金納提、才
吾加甫、劉佳林最終包攬了三個組別的冠
軍。其中金納提來自新疆博樂市，現為新疆
理工學院大四學生，與教練趙勇一同參賽：
“我是業餘選手，從小就跟師傅一起練，今
天跟師傅一起參賽，壓力挺大。最後的一公
里很吃力，觀眾的鼓勵讓我堅持到了最
後。” ■新華社

港隊參賽名單港隊參賽名單//項目項目
男子隊

張敬樂－麥迪遜
羅子峻－爭先賽、凱林賽
梁峻榮－麥迪遜、全能賽（後備）
梁嘉儒－全能賽、麥迪遜（後備）
繆正賢－捕捉賽

女子隊
李慧詩－爭先賽、凱林賽
李海恩－爭先賽、凱林賽
李燕燕－爭先賽
梁寶儀－捕捉賽、麥迪遜（後備）
李思穎－全能賽、捕捉賽（後備）
逄瑤－麥迪遜
楊倩玉－麥迪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浩然）
“2019-2020世界盃場地單車賽–香港站”將
於11月29至12月1日假香港單車館舉行，
UCI（國際單車聯盟）公佈各支隊伍參賽名
單，主場出擊的香港代表隊派出首兩站原班
陣容參加，5男7女強陣硬撼世界各地好手，
爭奪獎牌兼奧運積分。

今季已奪兩面爭先賽金牌的“牛下女
車神”李慧詩，將迎戰世界頂尖車手如德
國的軒絲、國家隊的林俊紅、鍾天使、韓
國的李慧珍、英國的馬真特、荷蘭的柏列
絲賓妮絲、立陶宛的古碧姬蒂、法國的嘉
露絲及哥倫比亞的瑪花比安娜等，力爭凱
林賽及爭先賽雙冠。至於上季在香港站凱
林賽得銅牌的另一港將李海恩亦會出賽。
男子組方面，港隊的焦點落在梁峻榮及張
敬樂的男子麥迪遜賽。

除了香港隊，今次香港站比賽亦雲集
世界頂尖車手，其中奧運6面金牌得主、英
國的積遜堅尼將會出戰，他曾帶領英國隊
於2008、2012及2016年奧運會連續3屆奪
得團體競速賽金牌，同時在個人項目亦連
奪兩屆男子爭先賽冠軍，以及稱霸上屆奧
運的凱林賽，令他成為英國隊奪得最多奧
運金牌選手之一。

另外，剛於3月世錦賽奪得男子1公里
計時賽冠軍的法國車手拉法基亦會出戰。
荷蘭隊方面，今屆世錦賽金牌得主，如凱
林賽冠軍布奇利以及包辦男子爭先賽金、
銀牌的拉克雷森及賀格蘭亦會訪港。此
外，在2017年香港舉行的世錦賽，與隊友
韋柏斯及道金斯衛冕團體競速賽金牌的新
西蘭選手米切爾，將夥同兩位隊友一同出
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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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國際乒聯巡迴賽奧地利公開賽18
日落幕，中國隊球手樊振東獲得男子單打冠
軍。中國運動員樊振東和趙子豪在準決賽中
分別擊敗德國名將波爾和巴西運動員卡爾德
拉諾，會師決賽，最後樊振東以4：0獲勝。
此外，中國選手梁靖崑/林高遠日前力克韓
國組合李尚洙/鄭榮植奪得男子雙打冠軍。

在當日舉行的女單決賽中，中國選手朱
雨玲不敵19歲的日本小將伊藤美誠，以1：4
失利。目前世界排名第七的伊藤將代表日本
女子乒乓球隊參加2020年東京奧運會。

中國男隊主教練秦志戩賽後接受採訪時
說，奧地利公開賽是今年最後一站白金賽
事，中國隊獲得兩項冠軍，發揮基本正常，
因為來的只是一部分主力和年輕運動員，還
有一部分主力隊員在打完東京世界盃團體賽
後回到北京休整。

秦志戩說，本次公開賽最大的收穫來自
年輕運動員的成長，比如男隊黑馬趙子豪和
殺入前四的女隊隊員錢天一。作為中國乒乓
球隊，除了瞄準奧運金牌以外，還要考慮梯
隊建設，考慮年輕人的培養，只有年輕人一

代代成長，中國乒乓球隊的光榮傳統和優秀
成績才能傳承下去。中國乒乓球隊，特別是
女隊，有一些“00後”的隊員正在成長，尚
需大賽的歷練。

他說，距離東京奧運會還有八個月時
間，目前中國隊備戰狀態不錯，從年初到現
在一直按照既定的目標和節奏一步步完成計
劃，這次奧地利公開賽後還有一系列總決賽
和世界盃男子單打。面對東京奧運會的主要
對手，特別是作為東道主的日本隊，中國隊
一方面要傳承延續以往的備戰經驗，做好應
對各種困難的準備，另一方面整個團隊中的
每一個人都要做好自己。 ■新華社

樊振東奧地利乒乓賽稱王
■■奧地利公開賽奧地利公開賽：：樊振東在男單決賽樊振東在男單決賽
封王封王。。 新華社新華社

■■李慧詩會於主場迎戰勁敵李慧詩會於主場迎戰勁敵。。 UCIUCI圖片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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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孫楊案尿案中的三名IDTM測試人員中的一位透露，他不是受過培
訓的興奮劑檢測助手（DCA），而是一名建築工人。

去年9月4日晚給孫楊進行興奮劑檢測團隊中的檢測助手並沒有資質，只是一名
建築工人。隨後，孫楊轉發鳳凰網微博發聲：感謝尿檢官的誠實和勇敢！

這位要求匿名的助理透露，在孫楊聽證會開始的前幾天，他曾經以中文書信的方
式向CAS和WADA提供證詞。他坦白道：“我是一名建築工人，我每天忙著工作，
從來沒有人教我怎樣進行興奮劑檢查，我也沒有接受國相關訓練。”

他站出來承認當晚對孫楊進行拍照，他也承認從來沒有人教他如何進行興奮劑檢
查，沒有受過相關訓練。

在聽證會前，他對仲裁庭表達願意視頻作證，CAS卻沒有聯繫他。但是，真相永
遠不會被謊言掩蓋。

國際體育仲裁法庭星期五（11月15日）就中國游泳超級明星孫楊拒絕興奮劑測
試一案舉行公開聽證會。孫楊在聽證會上稱，拒絕檢測是因為檢測人員當時沒有提供
適當的身份證明和授權。

此前國際泳聯認為孫楊在去年九月份的一次隨機興奮劑檢測中沒有違規，但國際
反興奮劑機構（WADA）對這一結果向國際體育仲裁法庭提出申訴。如果勝訴，孫楊
可能面臨最長達8年禁賽，他在2014年曾因被檢測出服用禁藥而受到三個月的禁賽。

孫楊2018年9月在浙江省的家中拒絕配合賽外興奮劑測試，並和測試人員發生衝
突。據稱，孫楊的母親下令安保人員用錘子砸毀了血液樣本。

孫楊曾經三次獲得國際大賽金牌，是中國近年來最著名的體育明星之一。

用建築工人為孫楊驗尿用建築工人為孫楊驗尿 分明是想毀掉泳霸分明是想毀掉泳霸

（（圖片圖片：：孫楊出席孫楊出席1111月月1515日國際體育仲裁法庭聽證會日國際體育仲裁法庭聽證會，，來自網絡來自網絡，，版權屬於作者版權屬於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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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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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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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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1對1》草原之恋 中国·库尔勒——南非·开普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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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8/2019 -11/24/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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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19 20 21 22 23 24

00:00-00:30 遊走美國 (重播)

00:30-01:00 養生堂 (重播) 

01:00-01:30 中華民族 (重播) 

01:30-02:00 中華民族 (重播) 華夏新紀錄 (重播) 中華一絕 (重播) 中國大舞臺 (重播) 華夏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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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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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走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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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族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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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走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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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歲月留聲

16:00-16:30

16:30-17:00

17:00-17:30 華夏新紀錄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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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大舞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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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族

22:00-22:30 司馬白話 華夏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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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2019

開門大吉

央視國際新聞

中國輿論場

中國文藝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中華醫藥 (重播)

檔案

中國輿論場 (重播)

大魔術師

幸福帳單

華人世界 

先鋒人物 (重播)

武林風
電視劇《中國往事》 第1~5集

幸福帳單 (重播)

休士頓論壇 中華醫藥

中國文藝

電影藏密 (重播)

今日關注 (重播)

今日亞洲

美南大咖談

海峽兩岸 (重播)

檔案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海峽兩岸

中國文化

城市一對一 (重播) 休士頓論壇 (重播) 電影藏密

電視劇《金婚》 第16~20集 (重播)

檔案 (重播) 華人世界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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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南大咖談 

武林風 (重播)

電視劇《中國往事》 第1~5集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經典電影

綠水青山看中國

電影藏密 (重播)

Southern Television 15.3             2019年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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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綠水青山看中國 (重播)

大魔術師 (重播)

開門大吉 (重播)
美南大咖談 

Chinese Class

22:30-23:00 養生堂五味草堂

現場面對面 城市一對一

現場面對面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直播)

電視劇《金婚》 第16~20集

快樂精靈

健康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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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0日       Wednesday, November 20,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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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愛賽奧沙利文北愛賽奧沙利文55--11墨菲墨菲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休斯頓中華老人
服務協會於日11月17日下午1:30假僑教中心大
禮堂舉行第四季度會友慶生祝賀壽同樂會。慶
生會由司儀方海妮小姐主持，許多貴賓賓參加
了慶生會與200多位長者分享他們的幸福和快樂
。在 1:50，協會會長趙婉兒致歡迎詞，並簡述
舉辦有關老人服務協會會員的慶生活動和會員
享受休斯頓交通服務的優惠信息。趙婉兒會長
獲得非常熱烈和長時間的掌聲，這表明她深受
長者的尊重和喜愛。之後，賓賓 「台北經文處
」代表李步青參事和賓賓 「僑教中心」陳奕芳
主任分別致祝賀詞，恭賀長者們健康和幸福，
尤其是他們的慶生生日聚會。慶生會有豐富的
娛樂節目，包含合唱，卡拉OK演唱，小提琴演

奏，吉他獨奏等音樂節目，此外，還
有優美的舞蹈，脫口秀和豐富的抽獎
節目。

娛樂內容包括以下節目：1）中
華老人服務協會-百齡合唱團 (指導老
師：江震遠, 伴奏鋼琴：蔡佩英) ; 2)
小提琴獨奏 (郁靜霞, 伴奏鋼琴：蔡佩
英); 3) 中華老人服務協會- 香香個人
創作舞蹈 (指導老師：王清香); 4) 中
華老人服務協會- 卡拉OK演唱 (朱軍
西, 陳艾娃) ; 5) 中華老人服務協會-
舞蹈班 (指導老師：蔡玉枝); 6) 脫口
秀 ( 陳艾娃); 7) 古典吉他獨奏 (Ms. Chieko Hata)
和8) 中華老人服務協會- 香香個人創作舞蹈 (指

導老師：王清香)。
老人服務協會為所有在本季慶生的會員準

備了一個很大的生日蛋糕。 在他們中間最年長

的會員今年95歲，大家一起唱生日快樂，慶祝
這個美好而寶貴的時刻。 所有會員和嘉賓在難
忘的時光裡拍照，留下難忘的回憶。

中華老人服務協會於中華老人服務協會於1717日下午假僑教中心大禮堂日下午假僑教中心大禮堂
舉行有豐富娛樂表演的第四季度會友慶生祝壽同樂會舉行有豐富娛樂表演的第四季度會友慶生祝壽同樂會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佛光山中美寺
【中美文化講壇】自上個月轟動僑界的白先勇
老師的文學講座之後，上周末再推出葉文心教
授的專題演講 - 「近代史上的桃花扇」，因其
精神更貼近中國歷史的政權轉移，尤其是近代
與明清改朝換代歷史的對照，使這部與西廂記
、紅樓夢、長生殿並列為中國四大戲曲的 「桃
花扇 」，更引起現場觀眾的廣泛關注。

葉文心老師說：《 桃花扇 》的作者孔尚任
是孔子的後裔，生於1648年，卒於1718年。山
東曲阜人。清康熙皇帝時，曾奉命在御前給康
熙皇帝講經，《桃花扇 》書寫歷時 20 年，於
1708年完成，立即大為流行，造成轟動。這本
書進到內廷，一年內孔尚任丟官回家，至少是
皇帝看了不太滿意。《 桃花扇 》 全文沒有標
點，最主要的意義： 「桃花扇傳奇」。寫男子

，女子情愛，不足為奇。傳奇者傳奇事，事不
奇則不傳。血染的扇子點成桃花，桃花扇何奇
乎? 帝基不存，民問安在? 明朝300年帝王基礎
崩潰，美人，桃花居然留在扇念上，問道士終
歸何處?

葉文心老師分析它的層次：（一 ）扇子：
美人與才子間定情的信物，作為孔子第64世孫
子，崇禛年間，他在南京作官，他把整個南朝

興亡的故事，繫於 「桃花扇」
。開始時， 「桃花扇」是集體
創構，是南明遺老共同的記憶
。由孔尚任共同完成，花了廿
年的時間，立即在北京引起轟
動。 「桃花扇」作為南明的集
體記憶。葉文心提孔尚任與桃
花扇，寫的是南明遺史，不奇
之奇，不傳之傳，桃花扇傳奇
。費時十年：敘事、填詞、音
律、音律、演出，從無定本。
而《桃花扇 》的結構，也多
「二元對立」，如出世與俗世

；男女私情與國家興亡；忠奸
、文武、流寇官兵、北京南京
；敘述者與經歷者。
葉文心老師也提到紅樓夢與

桃花扇，如 「紅樓夢」寫的是
清乾隆年間人物， 「桃花扇」

在 「紅樓夢」中出現。如 「梨香院傳歌」 「黛
玉葬花」。 「紅樓夢」與 「桃花扇」一樣，有
好幾層境界。她也提到民國以來的評點，如：
孔尚任丟官，乾隆修 「四庫全書」的 「文字獄
」；史可法守揚州，反清復明。梁啓超提到：
佛與道，漁與樵，改朝換代，有高度循環性。
抗日時， 「桃花扇」變成話劇，拍成電影，大
駡漢奸，有上海版本，粵語，崑曲。蔣介石
「中國之命運」大家重讀明朝為什麼會亡國，

20世紀需要寫新的中國歷史。 「桃花扇」本身
精彩的架構，內涵的開放性，都使我們重新思
考，20世紀 「君父」的概念是否有修訂的必要
?!
當天出席聽講的貴賓十分踴躍，有 「台北經文
處」陳家彥處長夫婦，休大超導中心主任朱經
武夫婦，中美寺當家覺法法師，中美寺趙元修
，及夫人 「中美文化講壇」執行長趙辜懷箴女
士。趙辜懷箴督導還在演講之前，向全場介紹
葉文心教授：葉文心教授，台灣大學歷史系畢
業，1984年獲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歷史博士學
位。現任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
，從1994年到2000年曾任該校中國研究中心主
任。從2007到2012任該校首位華裔並女性東亞
研究所所長，長期從事中國近現代史研究，著
重研究中國近現代的文化史和社會史，在國際
漢學界很有影響。

佛光山中美寺【中美文化講壇】周日舉行
葉文心教授文學講座《近代史上的桃花扇》

圖為葉文心教授在演講後回答觀眾的圖為葉文心教授在演講後回答觀眾的
提問提問。（。（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圖為葉文心教授圖為葉文心教授（（左四左四 ））與當天出席貴賓合影與當天出席貴賓合影。（。（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許多貴賓賓參加了慶生會與許多貴賓賓參加了慶生會與200200多位長者分享他們的幸福和快樂多位長者分享他們的幸福和快樂
。。左左22，，鄭昭鄭昭，，左左33趙婉兒會長趙婉兒會長，，左左44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 李步青參李步青參
事事，，左左55 「「僑教中心僑教中心」」 陳奕芳主任陳奕芳主任，，左左66，，9595歲會員歲會員，，後立後立，，江江
震遠震遠。。

協會會長趙婉兒致歡迎詞協會會長趙婉兒致歡迎詞，，並簡述並簡述
舉辦有關老人服務協會會員的慶生舉辦有關老人服務協會會員的慶生
活動和會員享受休斯頓交通服務的活動和會員享受休斯頓交通服務的
優惠信息優惠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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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物 風 采人 物 風 采

近59號公路中高層公寓，1臥方售6.3萬，2臥8.49萬，3臥10.3萬
百利大道好地點獨立建築，最適醫療診所，270萬
Memorial和EnergyCorridor區，Salon & Spa店，17萬
Beaumont餐館20萬
Bellaire City近小學4509 Holly St. Lot Value 57萬

Lance Chau
(713)271-9898

貸款: 商業、買房、重貸、抵押兌現、不查收入
Fast Easy Mortgage

Lchauemail@yahoo.com
RMLO NMLS 246133

6120 Westline Drive Houston, Texas 77036

Venture Equity 房屋買賣/貸款/投資/商業

永創佳業 1031物業延稅交換

2019年11月20日 星期三
Wednesday, November 20, 2019

澎湃吸力,

方太第三代侧吸油烟机全新上市!
FOTILE’S 3RD GENERATION OF SIDE-DRAFT RANGE HOOD

挥手就来!
WAVE AT FUTURE VENTILATION POWER

Free basic installation

 預售日期：

MORE FEATURES, MORE POWERFUL!

增值不加價預購包基本安裝

11/15-11/28
Pre-Order Duration

分享即送額外3年有效質保，延長8年！
1.谷歌地圖 / Yelp / 微信朋友圈 /  INS / FB壹平臺嗮圖好評；

2.掃碼添加 “FOTILEUS”客服，進行驗證

WWW.FOTILEGLOBAL.COM/US

FOTILE KITCHEN APPLIANCE
地址：3510 Hwy 6, Sugar Land, TX 77478

電話： 281-201-8186

鄭家晴律師鄭家晴律師
德州及紐約州執照律師德州及紐約州執照律師
SMUSMU 法學博士法學博士(J.D.) (Not Board Certified)(J.D.) (Not Board Certified)
精辦各種移民相關案件精辦各種移民相關案件
電話電話:: 713713--627627--30003000
地址地址:: 41514151 Southwest Freeway, SuiteSouthwest Freeway, Suite 600600, Houston, TX, Houston, TX
7702777027

假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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罕見罕見！！美國壹公園集齊三只白化短吻鱷美國壹公園集齊三只白化短吻鱷 占全世界美國壹家鱷魚公占全世界美國壹家鱷魚公
園近日公布壹段視頻園近日公布壹段視頻，，視頻中顯示他們公園中有三只可愛的白化短吻鱷視頻中顯示他們公園中有三只可愛的白化短吻鱷
寶寶寶寶，，占世界上白化短吻鱷總數的占世界上白化短吻鱷總數的11//44！！這三只白化短吻鱷只有兩個月這三只白化短吻鱷只有兩個月
大大。。白化短吻鱷魚是世界上最罕見的動物之壹白化短吻鱷魚是世界上最罕見的動物之壹，，它們並不是白化變種它們並不是白化變種，，
而是由壹種被稱為白化基因而是由壹種被稱為白化基因(Leucism)(Leucism)的病癥所致的病癥所致。。在美國的在美國的500500萬條鱷萬條鱷
魚中魚中，，白化短吻鱷還不到白化短吻鱷還不到1515條條，，其稀有程度可見壹斑其稀有程度可見壹斑。。總量的四分之總量的四分之
壹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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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布萊頓英國布萊頓，，英國發明家理查德英國發明家理查德··布朗寧布朗寧(Richard Browning)(Richard Browning)穿著自穿著自
己發明的噴氣式飛行服飛行己發明的噴氣式飛行服飛行，，試圖打破由自己創造的吉尼斯世界紀錄試圖打破由自己創造的吉尼斯世界紀錄。。

空間站裏辟菜園空間站裏辟菜園 ““宇宙農夫宇宙農夫””粉紅溫室內收獲芥菜粉紅溫室內收獲芥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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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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三       2019年11月20日       Wednesday, November 20, 2019

中國抗癌新藥在美獲批上市 年內有望在國內獲批
綜合報導 百濟神州公司宣布，其自主研發的

BTK抑制劑澤布替尼獲得美國FDA批準上市。當天

下午5點，百濟神州在北京召開記者招待會，企業

高級副總裁、全球藥政事務負責人閆小軍在回答關

於該藥何時能在國內上市時表示：國家藥監局對澤

布替尼進入最後審批階段，不出意外的話年內可以

獲批上市。

作為第壹個在美獲批上市的中國本土自主研發

抗癌新藥，澤布替尼實現了中國原研新藥出海“零

的突破”。 但讓人疑惑的是，該新藥為何在國內

還沒有上市？

對此，百濟神州中國區總經理兼公司總裁吳曉

濱博士對澎湃新聞表示，澤布替尼已經進入了國內

創新藥物審批的快速通道，相信不久就能夠惠及國

內的患者。

據企業介紹，早在2018年8月和10月，百濟神

州就向中國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遞交了澤布替尼針

對治療復發或難治性套細胞淋巴瘤與復發難治性慢

性淋巴細胞白血病/小淋巴細胞淋巴瘤的新藥上市

申請，並均被納入優先審評通道。

2019年 1月，澤布替尼曾獲美國FDA授予的

“突破性療法認定”，成為首個獲得該認定的本土

研發抗癌新藥。2019年8月，美國FDA正式受理了

澤布替尼的新藥上市申請，並授予其優先審評資格

。

美國當地時間11月14日，美國FDA官方網站

公布了此消息：中國企業百濟神州自主研發的抗癌

新藥澤布替尼，以“突破性療法”的身份，優先審

評獲準上市，將用於治療既往接受過至少壹項療法

的套細胞淋巴瘤患者。

“這與兩項臨床試驗的有效性數據，以及

很多項安全性數據有關。” 澤布替尼研發的主

要領導者之壹、百濟神州高級副總裁汪來介紹

，由北京大學腫瘤醫院牽頭開展，北京大學腫

瘤醫院淋巴瘤科主任、大內科主任朱軍教授作

為首席研究者主持進行的壹項二期臨床試驗數

據顯示，患者在接受澤布替尼治療後，總緩解

率達到84%，包括59%的完全緩解，此項試驗的

中位持續緩解時間為 19.5 個月，中位隨訪時間

為18.4個月。

朱軍在記者會現場電話連線中對該藥在美國獲

批表達了興奮之情。他透露，10月21日，由其主

導的澤布替尼臨床試驗已經順利通過了中國國家藥

監局的臨床試驗現場核查。

閆小軍表示，臨床試驗現場核查結束後，藥監

部門還要對生產現場核查，核查需要壹定時間，不

出意外的話，澤布替尼年內可獲批上市。

根據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藥品審評中心 11

月起草的《優先審評審批工作程序》(征求意見

稿)，優先審評審批的工作程序包含申請、審核

認定、公示納入、終止程序、技術審評、申請

人自行補充提交資料、按要求滾動提交資料、

檢查檢驗和通用名稱命名、綜合審評、審批等

十個程序。

征求意見稿顯示，對於納入優先審評審批

程序的藥品上市註冊申請，國家局食品藥品審

核查驗中心和藥品檢驗機構應優先進行檢查檢

驗，國家藥典委員會優先進行通用名稱命名。

藥審中心在收到檢查、檢驗等結果後在審評時

限內完成綜合審評報告；藥審中心在 10日內作

出審批決定。

另據吳曉濱在記者會透露，目前百濟神州公司

在美國的商業團隊組建完畢，美國患者有可能年內

就可以買到澤布替尼。

20歲阿裏巴巴帶著希望回港股
港股IPO公開發售啟動

作為目前中國市值最高的互聯網巨

頭，阿裏巴巴回歸港股的壹舉壹動都牽

動著資本市場的神經。

在確認回歸港股兩天後，昨天，阿

裏巴巴又宣布，啟動香港公開發售。公

開發售將於11月20日中午12時結束。

阿裏巴巴將登陸港交所主板，股票代碼

9988。此番阿裏巴巴回歸，有望成為港

交所歷史上規模最大的IPO。

闊別7載 阿裏巴巴終於回歸
今年是阿裏巴巴成立20周年。可對

阿裏巴巴來說，這是第三次踏上上市之

路，也是第二次登陸香港市場。

早在2007年，阿裏巴巴旗下的B2B

業務曾登陸港交所，壹度大受追捧，IPO

首日股價大漲1.9倍，達到每股39.7港元

。但後來股價壹路下滑。2012年，馬雲

決定私有化退市。

2013年，阿裏巴巴再次赴港謀求整

體上市，馬雲希望上市之後創始人依然

緊握公司掌控權，但港交所堅持“所有

股東應得到平等對待”，致使阿裏巴巴

在港上市未能成行。

於是，阿裏巴巴選擇遠赴美上市。

2014年9月19日，阿裏巴巴在紐交所掛

牌，250億美元的募資額創下全球最大

規模的IPO。

由於自身制度的原因而錯過阿裏巴巴

，這壹直被港交所視為壹大遺憾。2018年4

月，港交所推出20年來最大變革，允許雙

重股權結構公司上市，小米、美團等獨

角獸企業正是新規則的受益者。

阿裏巴巴是否會回歸港股？這壹直

是資本市場的疑問。今年5月，港交所

行政總裁李小加使用“遠走的人總有壹

天要回家”來形容像阿裏巴巴壹樣在美

國上市的內地公司，並歡迎越來越多

“遠走”的公司到香港上市。

在壹次又壹次的傳聞聲中，阿裏巴

巴回歸港股。11月13日，阿裏巴巴集團

向港交所提交初步招股文件，確認啟動

赴港IPO計劃。這是阿裏巴巴2012年從

港股私有化後，再次踏足港股。距上次

與港交所結緣，已有7年之久。

百億美元 募資額或創紀錄
昨天的消息顯示，本次阿裏巴巴將

新發行5億股普通股新股，發行價格將

不高於188港元，最終將在11月20日確

定國際發售價。盡管阿裏巴巴最終的募

資額沒有準確數字，業內分析認為，阿

裏巴巴此次計劃募資100億美元至150億

美元。

值得註意的是，此次公開發售采用

全電子化申請程序，這是香港歷史上首

次完全無紙化IPO。

對募資用途，阿裏巴巴在招股文件

裏表示，擬將全球發售凈額用於驅動用

戶增長及參與度提升、助力企業實現數

字化升級提升運營效率及持續創新。

今年9月10日，馬雲已宣布退休，

並將阿裏巴巴董事局主席的職務交棒給

張勇。張勇在致投資者的信中表示，啟

動在香港的上市，是“20歲年輕的阿裏

巴巴壹個新的起點”。

張勇稱，“過去幾年間，香港的資

本市場已經發生了很多令人鼓舞的重大

改革。在當前香港社會發生諸多重大變

化的時刻，我們依然相信香港的美好未

來。我們希望能貢獻自己的綿薄之力，

積極參與到香港的未來建設中。”

騰訊同臺 市場期待“王者對決”
阿裏巴巴仍然保持著強勁的增速。

三季度財報顯示，公司三季度營收同比

增 40%至 1190.17 億元，凈利潤同比增

40%至327.5億元。而且從賬面上看，阿

裏巴巴並不缺錢。截至9月30日，阿裏

巴巴賬面上自由現金流高達1045億元。

壹些機構分析認為，阿裏巴巴在港

股上市可以減少對於美國市場的依賴。

而且相比美股市場，國內對阿裏巴巴商

業模式也更為認可，這將有利於提升阿

裏巴巴的估值。

網經社電子商務研究中心網絡零售

部主任、高級分析師莫岱青表示，香港

上市可以看做是阿裏全球化戰略的重要

組成部分。東南亞等市場是全球化下壹

階段的必爭之地，此前阿裏已有布局如

Lazada、PayTM等，在香港上市勢必會

助推阿裏的全球化布局。

截止到11月14日，阿裏巴巴美股報

收182.8美元(約1425港元)，總市值4773

億美元(約3.7萬億港元)。而截至11月15

日收盤，騰訊控股股價為360港元每股

，總市值達3.06萬億港元。作為兩大超

級巨頭，未來將同臺競技，也是壹場

“王者對決”的大戲。

莫岱青認為，這將能提高市場吸

引力，獲得優質資源，它們在股價、

業績以及市值上的表現也都會引發資

本關註。



德州本地新聞 BB44
星期三       2019年11月20日       Wednesday, November 20, 2019

20192019年年1111月月99日晚日晚，，華裔張晶晶在宣布競選福遍郡稅務官之後在小廚娘華裔張晶晶在宣布競選福遍郡稅務官之後在小廚娘
(Cooking Girl)(Cooking Girl)舉行美國舉行美國stylestyle的首次的首次Meet & GreetMeet & Greet支持者見面會支持者見面會。。

20192019年年1111月月1111日日，，在斯坦福市市長和華裔市議員譚秋晴的見證下在斯坦福市市長和華裔市議員譚秋晴的見證下，，會長杜少波將會長杜少波將11萬美元萬美元
的支票捐給斯坦福高中行進樂隊的支票捐給斯坦福高中行進樂隊，，支持高中生參加明年在新奧爾良舉行的嘉年華大會支持高中生參加明年在新奧爾良舉行的嘉年華大會。。

20192019年年1111月月1010日日，，曉市敦同源會舉行榮耀退伍軍人為主題的曉市敦同源會舉行榮耀退伍軍人為主題的6565屆年會屆年會
，，休斯敦市長特納先生特別宣布當天為曉市頓同源會日並與會長休斯敦市長特納先生特別宣布當天為曉市頓同源會日並與會長AliceAlice
ChenChen及美軍退役官兵合影及美軍退役官兵合影。。

20192019年年1111月月1111日日，，休斯敦市政府舉行的紀念美國退伍軍人休斯敦市政府舉行的紀念美國退伍軍人
節集會上節集會上，，美國國會議員奧格林特別慰問美軍陸軍退役將美國國會議員奧格林特別慰問美軍陸軍退役將
官孫鐵漢官孫鐵漢。。

20192019年年1111月月1212日日，，休斯敦浸會大學休斯敦浸會大學HBUHBU舉辦回饋社舉辦回饋社
區區 FacutyFacuty 音樂會音樂會，，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宋海燕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宋海燕 SummerSummer
SongSong 教授在獨唱音樂會演出結束後接受到場支持的教授在獨唱音樂會演出結束後接受到場支持的
100100 歲的歲的 HBUHBU 創始人斯特福莫里斯博士創始人斯特福莫里斯博士(Dr Morris(Dr Morris
Steward)Steward)的祝賀的祝賀。。後立者為金融理財專家後立者為金融理財專家、、世界名人網世界名人網
世界金融理財主任世界金融理財主任Kathy FanKathy Fan女士女士。。

20192019年年1111月月1414日日，，世界名人網總編輯在亞洲協會德州分會世界名人網總編輯在亞洲協會德州分會
採訪主講美中關係的德國前國防大臣採訪主講美中關係的德國前國防大臣、、德國社會民主黨主德國社會民主黨主
席席、、歐洲社會黨主席魯道夫沙爾平歐洲社會黨主席魯道夫沙爾平(Rudolf Scharping)(Rudolf Scharping)。。

20192019年年1111月月1515日日，，牧笛花園媒體日世界名人網顧問李柏棋在環球聖牧笛花園媒體日世界名人網顧問李柏棋在環球聖
誕節主題的胡桃夾子冰雕前留影誕節主題的胡桃夾子冰雕前留影。。牧笛花園冰雕展和其他八大假日牧笛花園冰雕展和其他八大假日
勝景將自本月勝景將自本月1616日至日至20202020年年11月月66日盛大舉行日盛大舉行。。

20192019年年1111月月1717日日，，德州安徽同鄉會舉行的理事會上德州安徽同鄉會舉行的理事會上
，，著名慈善家著名慈善家、、勵志作家趙美萍女士當選為新一屆理勵志作家趙美萍女士當選為新一屆理
事會會長事會會長，，圖為全體出席會議的理事會成員與現任會圖為全體出席會議的理事會成員與現任會
長張經坤一起祝賀趙美萍當選並合影長張經坤一起祝賀趙美萍當選並合影。。

名人掠影名人掠影
世界名人網供圖世界名人網供圖

Photo Provided ByPhoto Provided By
World Hall of Fame networkWorld Hall of Fame network

www.famehall.comwww.famehall.com
www.zzi.netwww.zzi.net



BB55體育消息
星期三       2019年11月20日       Wednesday, November 20, 2019

2019年11月19日（星期二）中國新聞2 ■責任編輯：趙雪馨

去年11月，在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和新
加坡總理李顯龍的見證下，雙方簽訂

合作框架協議，中新廣州知識城上升為國
家級雙邊合作項目。在今年2月公佈的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中，中新
廣州知識城明確為大灣區6大創新平台。

課程相通 育高層次人才
18日上午，中新廣州知識城管委會與

新加坡國立大學舉行新加坡國立大學黃埔
創新研究院框架合作協議簽約儀式。根據
協議，研究院的研究方向將優先但不限於
智慧城市、信息與通信、電子科學與技
術、先進製造業、人工智能、生物醫藥
等。研究院將設立孵化器，利用新加坡國
立大學及研究院的專利技術孵化企業。同
時，研究院將利用新加坡國立大學豐富的
教學及創新創業資源，為廣州開發區靶向
培養博士後、博士、碩士等高層次人才並
讓其攻讀相關國立大學課程。另外，研究
院還每年組織不少於4次相關主題的國際
工作會議或研討會。

據介紹，雙方把共建研究院作為響應
落實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重要工作項
目之一，將依託研究院加快推進中新廣州
知識城科研成果創新轉化，建設粵港澳大
灣區知識創造示範區，打造大灣區高質量
發展重要引擎。

當日，第七屆中新知識論壇在廣州舉
行，旨在探討依託粵港澳大灣區的資源整
合和聯動發展，進一步達成中新雙方的優
勢互補和合作共贏，為兩國合作升級注入
活力，將中新廣州知識城建設成為大灣區
知識創造示範區。

創新和人才合作，成為論壇關注重
點。新加坡國立大學常務副校長梅彥昌表
示，該校有世界級的研究成果和知識產
權，可以極大幫助企業發展。“但是我們
的研究需要吸引投資，以及廣闊的市場，
所以我們選擇中國，特別是大灣區。我相
信，這是非常正確的決定。”

新加坡企業百吉生物製藥公司亦選擇了
在廣州落戶，同樣認同中國市場和投資環
境。他表示，新加坡有3,000多名生物醫藥
研究人員，但成果轉化太少。一方面是市場
小，另一方面是新加坡缺乏專注生物醫藥投
資的機構。中新合作，雙方將優勢互補。

中國企業也在參與新加坡的創新合
作。華為集團高級副總裁、董事會成員
彭博表示，華為看重新加坡的創新研
究，在新加坡有700多名員工。他認為，
在數字化轉型的示範和應用方面，粵港
澳大灣區和新加坡有着極大的互補性。
在他看來，數字化轉型中，中新在產業
風險投資和快速研發應用方面，合作潛
力無限。

■中新廣州知識城與新加坡國立大學18日
簽約共建創新研究院，面向電子科學與技
術等領域培養高層次人才。 資料圖片

中新灣區共建創新研究院
數字化轉型優勢互補 計劃十年培養逾3000專才大灣區大灣區 快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擁有科技創新和人才優勢

的新加坡，將加強與粵港澳大灣區科創合作。香港文匯報記者從18日舉

行的第七屆中新知識論壇上獲悉，作為廣深港澳科技創新走廊核心創新

平台，中新廣州知識城與新加坡國立大學當日簽約共建黃埔創新研究

院。研究院面向智慧城市、信息與通信、電子科學與技術、人工智能、

生物醫藥等優先領域，設立孵化器，並利用該校教學及創新資源，為廣

州開發區靶向培養博士後、博士等高層次人才。同時，還將在10年內培

養至少3,400名各類專業人才。

粵港澳合建科研機構
攻關港珠澳大橋維養運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俊明 珠海報道）“粵港澳
大灣區交通建設智能維養與安全運營工程技術研究中心”
日前在珠海揭牌並正式啟動運營。香港文匯報記者18日
從港珠澳大橋管理局獲悉，該研究中心是交通運輸行業首
個粵港澳三地聯合共建的工程技術科研機構，將着力解決
港珠澳大橋營運維護的難題，自主攻關跨海橋島隧集群工
程智能維養和安全運營核心技術。而相關研究成果也將在
粵港澳大灣區交通基礎設施運維中推廣應用，並爭取形成
新的行業標準和規範，使中國橋樑建設技術“走出國
門”。

據了解，總長55公里的港珠澳大橋不僅是現時世界
最長的跨海大橋、全球首條海底深埋沉管隧道，在運營和
維護等方面存在很大挑戰。“目前在世界範圍內超長跨海
大橋的運營維護都面臨很多難題，因此要借助新一代人工
智能的契機，把原來的人工檢查、人工維護和人工管控變
成智能化。”大橋管理局有關負責人說。

港澳高校參與技術研究
據港珠澳大橋管理局介紹，新啟動運營的“大灣區交通

建設智能維養與安全運營工程技術研究中心”由大橋管理局
聯合香港理工大學、澳門大學、中交四航工程研究院有限公
司、澳門土木工程實驗室、香港大學和珠海交通集團共同成
立。國家交通運輸部科技司、廣東省科技廳、廣東省交通運
輸廳、香港運輸及房屋局、澳門交通事務局等單位負責人也
出席啟動大會。

在啟動大會期間舉行的港珠澳大橋科交協同創新發展
座談上，各成員單位和與會代表紛紛發言，一致認為：該
工程技術中心應以“交通強國”和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為
中心，做好行業科技創新發展的頂層設計；充分利用粵港
澳三地聯合共建科研機構的資源優勢，打造“工程應用+
科技研發+人才培養”的融合創新模式，為用好管好港珠
澳大橋提供堅實技術保障。

■■第七屆中新知識論壇第七屆中新知識論壇1818日舉行日舉行，，重點探討新加坡與粵港澳大灣區創新和人才合作重點探討新加坡與粵港澳大灣區創新和人才合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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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於北京時間18日凌晨結束的歐國外B
組最後一輪角逐，葡萄牙作客撲擊“魚

腩部隊”盧森堡。上半場39分鐘，貝拿度施
華送出精準長傳，般奴費南迪斯冷靜射近柱入
網。下半場戰況稍為沉悶，到完場前4分鐘，
C朗將隊友的射門加一腳將球送入空門，收穫
他在葡萄牙國足的第99個“進球”。

將平卡斯拿斯參賽紀錄
C朗雖然未能趁這場對陣弱旅的機會一

舉衝破百球大關，然而球隊出戰明年歐國盃
決賽周前還會有一些熱身賽，相信C朗很快
就可成為繼伊朗名宿戴伊的109球之後，歷
史上第2位為國家／地區代表隊破門達到100
次的球員。C朗賽後說：“第100球很自然
就會到來，紀錄是要來被打破的，我會改寫
它們。”

葡萄牙以5勝2和1負積17分位居B組

第2的成績完賽，取得此組另一個出線權，
而烏克蘭在之前則已提前鎖定頭名。這是C
朗第五屆參戰歐國盃決賽周，領銜葡足力爭
衛冕。明夏便會追平卡斯拿斯保持的歐國盃
決賽周最多參戰紀錄，C朗表示：“我們晉
級了，對我來說，為國出戰永遠是頭等大
事，也是我的驕傲。我將第五次出戰歐國
盃，為此深感高興。”

被問到是役未有如外界預期般入兩、
三球的原因，C朗坦言盧森堡主場的草地
“有如薯仔田”，影響傳球運轉的流暢；
他又承認自己這兩場國際賽“狀態未到百
分之百”。而就早前在祖雲達斯比賽時被
指不滿被換離場並向主帥沙利發脾氣，今
年34歲的“球王”強調：“近幾星期我的
比賽確有所限，但一切都沒有爭議，爭議
是你們傳媒製造的。”

攻入一粒收“盧” 領衛冕冠軍出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志達） 葡萄牙順利取得2020

年歐洲國家盃決賽周參賽權，向着衛冕冠軍的目標進發。

在最後一輪歐國盃外圍賽（歐國外）中，葡足作客輕鬆地

以2：0擊敗盧森堡，賽前預計有望大豐收一舉衝破100球

大關的基斯坦奴朗拿度（C朗）結果只入到1球，其國家隊“進球”暫時

增添至99個，然而在明夏出戰個人第五屆歐國盃前，相信C朗將可達到百

球里程碑。

歐國外場場建功 卡尼威絕三獅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志達） 2020歐
國外20日是最後一個比賽日，焦點是威爾
斯主場對匈牙利的E組生死戰。

12分的匈牙利、11分的威爾斯和10分
的斯洛伐克，最後一輪將爭奪E組餘下一席
出線權。

“威匈戰”勝方將過關，論狀態威足近

4輪外圍賽2勝2和不敗，匈牙利過去3場外
圍賽卻得1勝2負，威足兩大中前場球星加
里夫巴利與艾朗藍斯，誓藉主場聲勢突圍。
斯洛伐克尾輪必須戰勝阿塞拜疆，還要寄望
威、匈戰和，才能以對賽成績力壓匈牙利出
線。至於C組，德國與落後2分的荷蘭已出
線，德足擊敗北愛爾蘭便可穩奪頭名。

威足可望逢“匈”化吉

CC朗葡足朗葡足9999球球 五征歐國盃

■■英格蘭首席鋒將哈利卡尼英格蘭首席鋒將哈利卡尼
貢獻一傳一射貢獻一傳一射。。 路透社路透社

■■CC朗朗((中中))建功建功，，協助葡萄協助葡萄
牙奪得出線權牙奪得出線權。。 路透社路透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志達） 哈利卡尼成為單屆
歐洲國家盃外圍賽8戰場場有波入的英格蘭隊史第一
人。法國隊方面，基沙文打破入球荒，為執教“高盧雄
雞”出戰第100場的迪甘斯送上賀禮。

上星期已鎖定A組首名出線的英格蘭，北京時間周
一凌晨作客大勝科索沃4：0，卡尼和雲克斯這兩位効力
熱刺的“哈利”有波入，還有拉舒福特建功及車路士小
將美臣蒙特攻入大國腳處子球。在2020歐國外中，卡尼
8戰都有“進球”，是英格蘭隊史上第一個能於國際賽外
圍賽場場有波入的球員；合計2019年轟入12球，全部來
自歐國外比賽，單年12球及外圍賽12球也都讓卡尼平了
“三獅軍團”隊史紀錄。

踢畢上仗亦已出線的法國隊，同日作客淨勝阿爾巴

尼亞2：0，奪得H組頭名。基沙文貢獻一傳一射，終結
自己在國家隊的7場入球荒。慶祝執教法足第100場的
迪甘斯賽後說：“我很倚賴球員。這是個人榮譽，但見
到球員們一起合作，十分之好。”

短說
長話

港欖球代表隊比利時報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浩然）香港男

子十五人欖球代表隊於11月16日在布魯塞
爾的曼德拉灣球場，以36：17擊敗比利
時，當中有9位球員更是首次披甲上陣。
與管理團隊一同在布魯塞爾的欖球營運總
監戴里斯對賽事結果表示滿意。“這是一
場很艱難的比賽，這正是我們想挑戰的堅
韌型歐洲賽事。這是一個很好的測試，亦
取得不錯的成績。”

首屆中國環塔單車賽落幕
首屆中國環塔單車公開賽18日在新疆阿

拉爾市落幕，東道主選手庫瓦提·金納提、才
吾加甫、劉佳林最終包攬了三個組別的冠
軍。其中金納提來自新疆博樂市，現為新疆
理工學院大四學生，與教練趙勇一同參賽：
“我是業餘選手，從小就跟師傅一起練，今
天跟師傅一起參賽，壓力挺大。最後的一公
里很吃力，觀眾的鼓勵讓我堅持到了最
後。” ■新華社

港隊參賽名單港隊參賽名單//項目項目
男子隊

張敬樂－麥迪遜
羅子峻－爭先賽、凱林賽
梁峻榮－麥迪遜、全能賽（後備）
梁嘉儒－全能賽、麥迪遜（後備）
繆正賢－捕捉賽

女子隊
李慧詩－爭先賽、凱林賽
李海恩－爭先賽、凱林賽
李燕燕－爭先賽
梁寶儀－捕捉賽、麥迪遜（後備）
李思穎－全能賽、捕捉賽（後備）
逄瑤－麥迪遜
楊倩玉－麥迪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浩然）
“2019-2020世界盃場地單車賽–香港站”將
於11月29至12月1日假香港單車館舉行，
UCI（國際單車聯盟）公佈各支隊伍參賽名
單，主場出擊的香港代表隊派出首兩站原班
陣容參加，5男7女強陣硬撼世界各地好手，
爭奪獎牌兼奧運積分。

今季已奪兩面爭先賽金牌的“牛下女
車神”李慧詩，將迎戰世界頂尖車手如德
國的軒絲、國家隊的林俊紅、鍾天使、韓
國的李慧珍、英國的馬真特、荷蘭的柏列
絲賓妮絲、立陶宛的古碧姬蒂、法國的嘉
露絲及哥倫比亞的瑪花比安娜等，力爭凱
林賽及爭先賽雙冠。至於上季在香港站凱
林賽得銅牌的另一港將李海恩亦會出賽。
男子組方面，港隊的焦點落在梁峻榮及張
敬樂的男子麥迪遜賽。

除了香港隊，今次香港站比賽亦雲集
世界頂尖車手，其中奧運6面金牌得主、英
國的積遜堅尼將會出戰，他曾帶領英國隊
於2008、2012及2016年奧運會連續3屆奪
得團體競速賽金牌，同時在個人項目亦連
奪兩屆男子爭先賽冠軍，以及稱霸上屆奧
運的凱林賽，令他成為英國隊奪得最多奧
運金牌選手之一。

另外，剛於3月世錦賽奪得男子1公里
計時賽冠軍的法國車手拉法基亦會出戰。
荷蘭隊方面，今屆世錦賽金牌得主，如凱
林賽冠軍布奇利以及包辦男子爭先賽金、
銀牌的拉克雷森及賀格蘭亦會訪港。此
外，在2017年香港舉行的世錦賽，與隊友
韋柏斯及道金斯衛冕團體競速賽金牌的新
西蘭選手米切爾，將夥同兩位隊友一同出
擊。

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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盃
場
地
賽
公
佈
名
單

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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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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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國際乒聯巡迴賽奧地利公開賽18
日落幕，中國隊球手樊振東獲得男子單打冠
軍。中國運動員樊振東和趙子豪在準決賽中
分別擊敗德國名將波爾和巴西運動員卡爾德
拉諾，會師決賽，最後樊振東以4：0獲勝。
此外，中國選手梁靖崑/林高遠日前力克韓
國組合李尚洙/鄭榮植奪得男子雙打冠軍。

在當日舉行的女單決賽中，中國選手朱
雨玲不敵19歲的日本小將伊藤美誠，以1：4
失利。目前世界排名第七的伊藤將代表日本
女子乒乓球隊參加2020年東京奧運會。

中國男隊主教練秦志戩賽後接受採訪時
說，奧地利公開賽是今年最後一站白金賽
事，中國隊獲得兩項冠軍，發揮基本正常，
因為來的只是一部分主力和年輕運動員，還
有一部分主力隊員在打完東京世界盃團體賽
後回到北京休整。

秦志戩說，本次公開賽最大的收穫來自
年輕運動員的成長，比如男隊黑馬趙子豪和
殺入前四的女隊隊員錢天一。作為中國乒乓
球隊，除了瞄準奧運金牌以外，還要考慮梯
隊建設，考慮年輕人的培養，只有年輕人一

代代成長，中國乒乓球隊的光榮傳統和優秀
成績才能傳承下去。中國乒乓球隊，特別是
女隊，有一些“00後”的隊員正在成長，尚
需大賽的歷練。

他說，距離東京奧運會還有八個月時
間，目前中國隊備戰狀態不錯，從年初到現
在一直按照既定的目標和節奏一步步完成計
劃，這次奧地利公開賽後還有一系列總決賽
和世界盃男子單打。面對東京奧運會的主要
對手，特別是作為東道主的日本隊，中國隊
一方面要傳承延續以往的備戰經驗，做好應
對各種困難的準備，另一方面整個團隊中的
每一個人都要做好自己。 ■新華社

樊振東奧地利乒乓賽稱王
■■奧地利公開賽奧地利公開賽：：樊振東在男單決賽樊振東在男單決賽
封王封王。。 新華社新華社

■■李慧詩會於主場迎戰勁敵李慧詩會於主場迎戰勁敵。。 UCIUCI圖片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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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孫楊案尿案中的三名IDTM測試人員中的一位透露，他不是受過培
訓的興奮劑檢測助手（DCA），而是一名建築工人。

去年9月4日晚給孫楊進行興奮劑檢測團隊中的檢測助手並沒有資質，只是一名
建築工人。隨後，孫楊轉發鳳凰網微博發聲：感謝尿檢官的誠實和勇敢！

這位要求匿名的助理透露，在孫楊聽證會開始的前幾天，他曾經以中文書信的方
式向CAS和WADA提供證詞。他坦白道：“我是一名建築工人，我每天忙著工作，
從來沒有人教我怎樣進行興奮劑檢查，我也沒有接受國相關訓練。”

他站出來承認當晚對孫楊進行拍照，他也承認從來沒有人教他如何進行興奮劑檢
查，沒有受過相關訓練。

在聽證會前，他對仲裁庭表達願意視頻作證，CAS卻沒有聯繫他。但是，真相永
遠不會被謊言掩蓋。

國際體育仲裁法庭星期五（11月15日）就中國游泳超級明星孫楊拒絕興奮劑測
試一案舉行公開聽證會。孫楊在聽證會上稱，拒絕檢測是因為檢測人員當時沒有提供
適當的身份證明和授權。

此前國際泳聯認為孫楊在去年九月份的一次隨機興奮劑檢測中沒有違規，但國際
反興奮劑機構（WADA）對這一結果向國際體育仲裁法庭提出申訴。如果勝訴，孫楊
可能面臨最長達8年禁賽，他在2014年曾因被檢測出服用禁藥而受到三個月的禁賽。

孫楊2018年9月在浙江省的家中拒絕配合賽外興奮劑測試，並和測試人員發生衝
突。據稱，孫楊的母親下令安保人員用錘子砸毀了血液樣本。

孫楊曾經三次獲得國際大賽金牌，是中國近年來最著名的體育明星之一。

用建築工人為孫楊驗尿用建築工人為孫楊驗尿 分明是想毀掉泳霸分明是想毀掉泳霸

（（圖片圖片：：孫楊出席孫楊出席1111月月1515日國際體育仲裁法庭聽證會日國際體育仲裁法庭聽證會，，來自網絡來自網絡，，版權屬於作者版權屬於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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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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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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下載Apps收看：
         可在蘋果商店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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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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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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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1對1》草原之恋 中国·库尔勒——南非·开普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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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8/2019 -11/24/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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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19 20 21 22 23 24

00:00-00:30 遊走美國 (重播)

00:30-01:00 養生堂 (重播) 

01:00-01:30 中華民族 (重播) 

01:30-02:00 中華民族 (重播) 華夏新紀錄 (重播) 中華一絕 (重播) 中國大舞臺 (重播) 華夏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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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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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走美國 (重播)

06:30-07:00 司馬白話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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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0-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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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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族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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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走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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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歲月留聲

16:00-16:30

16:30-17:00

17:00-17:30 華夏新紀錄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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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大舞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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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族

22:00-22:30 司馬白話 華夏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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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2019

開門大吉

央視國際新聞

中國輿論場

中國文藝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中華醫藥 (重播)

檔案

中國輿論場 (重播)

大魔術師

幸福帳單

華人世界 

先鋒人物 (重播)

武林風
電視劇《中國往事》 第1~5集

幸福帳單 (重播)

休士頓論壇 中華醫藥

中國文藝

電影藏密 (重播)

今日關注 (重播)

今日亞洲

美南大咖談

海峽兩岸 (重播)

檔案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海峽兩岸

中國文化

城市一對一 (重播) 休士頓論壇 (重播) 電影藏密

電視劇《金婚》 第16~20集 (重播)

檔案 (重播) 華人世界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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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南大咖談 

武林風 (重播)

電視劇《中國往事》 第1~5集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經典電影

綠水青山看中國

電影藏密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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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藝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行之中國

綠水青山看中國 (重播)

大魔術師 (重播)

開門大吉 (重播)
美南大咖談 

Chinese Class

22:30-23:00 養生堂五味草堂

現場面對面 城市一對一

現場面對面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直播)

電視劇《金婚》 第16~20集

快樂精靈

健康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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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0日       Wednesday, November 20,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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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休斯頓中華老人
服務協會於日11月17日下午1:30假僑教中心大
禮堂舉行第四季度會友慶生祝賀壽同樂會。慶
生會由司儀方海妮小姐主持，許多貴賓賓參加
了慶生會與200多位長者分享他們的幸福和快樂
。在 1:50，協會會長趙婉兒致歡迎詞，並簡述
舉辦有關老人服務協會會員的慶生活動和會員
享受休斯頓交通服務的優惠信息。趙婉兒會長
獲得非常熱烈和長時間的掌聲，這表明她深受
長者的尊重和喜愛。之後，賓賓 「台北經文處
」代表李步青參事和賓賓 「僑教中心」陳奕芳
主任分別致祝賀詞，恭賀長者們健康和幸福，
尤其是他們的慶生生日聚會。慶生會有豐富的
娛樂節目，包含合唱，卡拉OK演唱，小提琴演

奏，吉他獨奏等音樂節目，此外，還
有優美的舞蹈，脫口秀和豐富的抽獎
節目。

娛樂內容包括以下節目：1）中
華老人服務協會-百齡合唱團 (指導老
師：江震遠, 伴奏鋼琴：蔡佩英) ; 2)
小提琴獨奏 (郁靜霞, 伴奏鋼琴：蔡佩
英); 3) 中華老人服務協會- 香香個人
創作舞蹈 (指導老師：王清香); 4) 中
華老人服務協會- 卡拉OK演唱 (朱軍
西, 陳艾娃) ; 5) 中華老人服務協會-
舞蹈班 (指導老師：蔡玉枝); 6) 脫口
秀 ( 陳艾娃); 7) 古典吉他獨奏 (Ms. Chieko Hata)
和8) 中華老人服務協會- 香香個人創作舞蹈 (指

導老師：王清香)。
老人服務協會為所有在本季慶生的會員準

備了一個很大的生日蛋糕。 在他們中間最年長

的會員今年95歲，大家一起唱生日快樂，慶祝
這個美好而寶貴的時刻。 所有會員和嘉賓在難
忘的時光裡拍照，留下難忘的回憶。

中華老人服務協會於中華老人服務協會於1717日下午假僑教中心大禮堂日下午假僑教中心大禮堂
舉行有豐富娛樂表演的第四季度會友慶生祝壽同樂會舉行有豐富娛樂表演的第四季度會友慶生祝壽同樂會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佛光山中美寺
【中美文化講壇】自上個月轟動僑界的白先勇
老師的文學講座之後，上周末再推出葉文心教
授的專題演講 - 「近代史上的桃花扇」，因其
精神更貼近中國歷史的政權轉移，尤其是近代
與明清改朝換代歷史的對照，使這部與西廂記
、紅樓夢、長生殿並列為中國四大戲曲的 「桃
花扇 」，更引起現場觀眾的廣泛關注。

葉文心老師說：《 桃花扇 》的作者孔尚任
是孔子的後裔，生於1648年，卒於1718年。山
東曲阜人。清康熙皇帝時，曾奉命在御前給康
熙皇帝講經，《桃花扇 》書寫歷時 20 年，於
1708年完成，立即大為流行，造成轟動。這本
書進到內廷，一年內孔尚任丟官回家，至少是
皇帝看了不太滿意。《 桃花扇 》 全文沒有標
點，最主要的意義： 「桃花扇傳奇」。寫男子

，女子情愛，不足為奇。傳奇者傳奇事，事不
奇則不傳。血染的扇子點成桃花，桃花扇何奇
乎? 帝基不存，民問安在? 明朝300年帝王基礎
崩潰，美人，桃花居然留在扇念上，問道士終
歸何處?

葉文心老師分析它的層次：（一 ）扇子：
美人與才子間定情的信物，作為孔子第64世孫
子，崇禛年間，他在南京作官，他把整個南朝

興亡的故事，繫於 「桃花扇」
。開始時， 「桃花扇」是集體
創構，是南明遺老共同的記憶
。由孔尚任共同完成，花了廿
年的時間，立即在北京引起轟
動。 「桃花扇」作為南明的集
體記憶。葉文心提孔尚任與桃
花扇，寫的是南明遺史，不奇
之奇，不傳之傳，桃花扇傳奇
。費時十年：敘事、填詞、音
律、音律、演出，從無定本。
而《桃花扇 》的結構，也多
「二元對立」，如出世與俗世

；男女私情與國家興亡；忠奸
、文武、流寇官兵、北京南京
；敘述者與經歷者。
葉文心老師也提到紅樓夢與

桃花扇，如 「紅樓夢」寫的是
清乾隆年間人物， 「桃花扇」

在 「紅樓夢」中出現。如 「梨香院傳歌」 「黛
玉葬花」。 「紅樓夢」與 「桃花扇」一樣，有
好幾層境界。她也提到民國以來的評點，如：
孔尚任丟官，乾隆修 「四庫全書」的 「文字獄
」；史可法守揚州，反清復明。梁啓超提到：
佛與道，漁與樵，改朝換代，有高度循環性。
抗日時， 「桃花扇」變成話劇，拍成電影，大
駡漢奸，有上海版本，粵語，崑曲。蔣介石
「中國之命運」大家重讀明朝為什麼會亡國，

20世紀需要寫新的中國歷史。 「桃花扇」本身
精彩的架構，內涵的開放性，都使我們重新思
考，20世紀 「君父」的概念是否有修訂的必要
?!
當天出席聽講的貴賓十分踴躍，有 「台北經文
處」陳家彥處長夫婦，休大超導中心主任朱經
武夫婦，中美寺當家覺法法師，中美寺趙元修
，及夫人 「中美文化講壇」執行長趙辜懷箴女
士。趙辜懷箴督導還在演講之前，向全場介紹
葉文心教授：葉文心教授，台灣大學歷史系畢
業，1984年獲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歷史博士學
位。現任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
，從1994年到2000年曾任該校中國研究中心主
任。從2007到2012任該校首位華裔並女性東亞
研究所所長，長期從事中國近現代史研究，著
重研究中國近現代的文化史和社會史，在國際
漢學界很有影響。

佛光山中美寺【中美文化講壇】周日舉行
葉文心教授文學講座《近代史上的桃花扇》

圖為葉文心教授在演講後回答觀眾的圖為葉文心教授在演講後回答觀眾的
提問提問。（。（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圖為葉文心教授圖為葉文心教授（（左四左四 ））與當天出席貴賓合影與當天出席貴賓合影。（。（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許多貴賓賓參加了慶生會與許多貴賓賓參加了慶生會與200200多位長者分享他們的幸福和快樂多位長者分享他們的幸福和快樂
。。左左22，，鄭昭鄭昭，，左左33趙婉兒會長趙婉兒會長，，左左44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 李步青參李步青參
事事，，左左55 「「僑教中心僑教中心」」 陳奕芳主任陳奕芳主任，，左左66，，9595歲會員歲會員，，後立後立，，江江
震遠震遠。。

協會會長趙婉兒致歡迎詞協會會長趙婉兒致歡迎詞，，並簡述並簡述
舉辦有關老人服務協會會員的慶生舉辦有關老人服務協會會員的慶生
活動和會員享受休斯頓交通服務的活動和會員享受休斯頓交通服務的
優惠信息優惠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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