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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校聯會左右開弓大專校聯會左右開弓
在上周末提出两個嶄新的青年活動在上周末提出两個嶄新的青年活動

（本報訊）大專校聯會成立已經30多年，校聯會這幾年來
一直致力于傳承接棒的工作 ;怎樣才能把年青人帶進大專校聯會
的大家庭，是一個重要的課題。徐小玲會長上任以後，很快的就
往這個目標進行 。成立了兩個委員會並招攬年青人來負責，一
個是職業青年委員會 Young Professional Committee 由翁履中和李
懋卿負責 。一個是良師顧問委員會 Mentoring Committee，由許
建彬和楊嘉玲負責 。兩個委員會經過多次開會討論，已經擬定

了今後的工作方針，並積極的落實執行 。
職業青年委員會在9月7日首先和台灣的留學生會 (Tai-

wanese student Association)代表們開會,交流溝通，建立良
好的關系。接著決定在11月16日，星期六早上舉辦青年
籃球杯競賽，並且由李昱勳負責的德州華人籃球聯盟
(Texas Asian Basketball League)協辨。邀請所有在校及在職
的青年朋友們來參加。球賽後在當天中午舉辦感恩節聚餐
，以慰勞所有的青年朋友們。那天參加的青年球員非常踴
躍。在一流的球場，The Zone 舉行, 有兩個大場地四隊同
時進行比賽。每隊球員將近有十一二人 ，加上親友 ，以
及經文處教育組楊組長 ，和大專校聯會的理事和義工們
，一共有六七十個人參加 ，場面非常熱鬧。其中有一隊
是由台塑年輕的員工們組成 ，他們清晨 5 點半就離開
Port Lavaka， 開車遠征休士頓。

認真無畏的精神令人感動。 當天8點整註冊。8點半到
9點半是初賽 ，休息一個小時趣味投籃比賽以後 ，10點
半到11點半由冠亞軍和季軍殿軍決賽。比賽非常的劇烈
精彩。打得人仰馬翻, 請來的四位職業裁判也非常的嚴格

。最後由一隊 Under Dog拿到了冠軍。中午移位到僑教中心聚
餐 。僑教中心的陳主任和楊副主任都親自列席參加，給予大家
歡迎及鼓勵 。在享用了豐富的感恩節午餐以後，由副理事長 鄧
嘉陵主持節目 。大專校聯會的會長徐小玲，理事長葉宏志以及
獎學金負責人鄭大展。陸續的介紹大專校聯會特別為年輕人設計
的各種活動和節目。其中包括二月即將舉辦的職涯研討會，和良
師顧問委員會的活動，以及六月的年會和獎學金之夜。接著球員

和校友會的理事們，大家自我介紹互相聯誼認識 。在頒發獎杯
和獎牌給所有的球隊和球員以後 ，賓主盡歡。圓滿的結束了這
個活動 。

另外良師顧問委員會的委員們，在 committee chair許建彬的
領導之下，已經成立了五個委員會，代表休士頓各科技的五個重
要領域。分別為資訓科技，生物醫學 ，財務，石油/工程 以及自
由創業。並且請到了休士頓各界的精英人士，一共有十五位資深
的專業人士和公司的經理們組成。良師顧問委員會的節目，馬上
將由校友會推出介紹給年輕人。只要是一心向上有心學習的年輕
在職朋友們，都可以申請加入這個節目。校友會將依照他們的意
願，為他們找到適合的良師顧問 。顧問和學生 (mentor and
mentee) 每個月至少需會面或通訊 一次,進行指導和溝通。 這個
節目即將在2月開始執行，在6月告一個段落。在六月，經過委
員會檢討審議之後，再決定未來的去向。在上個星期日，11月
17日的晚上，僑界精英們和校聯會理事及委員們，在許建彬溫暖
的家中，享受許夫人，親自烹調豐富的美食，娓娓敘談 ，相見
甚歡 。

大家都充滿了熱情和愛心，願意無私的提供自己的時間和精
力.，帶給年輕人更好的資訊,輔導及未來的展望。

大專校聯會的兩個專為年輕人設立，由校聯會青年精英來主
持的委員會，都在這個周末同時進行重要的活動及聚會。這是校
聯會一個重要的裏程碑。預祝職業青年委員會和良師顧問委員會
(Young Professional Committee and Mentoring Committee)，在新
的年度裏,百尺竿頭，更進一步,順利成功。

籃球杯競賽籃球杯競賽,,楊淑雅組長楊淑雅組長,, 理事理事,, 球員團體照球員團體照
感恩節聚餐感恩節聚餐:: 前排右起陳前排右起陳 娟娟 盈盈,,楊嘉玲楊嘉玲,, 楊副主任容清楊副主任容清,,李懋卿李懋卿,,
葉宏志葉宏志,,徐小玲徐小玲,,陳主任奕芳陳主任奕芳,,鄧嘉陵鄧嘉陵,,劉修齊劉修齊,, 李莉穎李莉穎,,翁履中翁履中

籃球杯競賽籃球杯競賽,, 右起理事長葉宏志右起理事長葉宏志,, 經文處教育組長楊淑經文處教育組長楊淑
雅雅,,會長徐小玲會長徐小玲 ,,李懋卿李懋卿,,周芝陽周芝陽,,鄧嘉陵鄧嘉陵,,鄭大展鄭大展

良師顧問委員會委員及理事良師顧問委員會委員及理事:: 前排右起前排右起,,楊嘉玲楊嘉玲,,李懋卿李懋卿, Bonnie, Bonnie
Chang,Chang, 徐小玲徐小玲,, 黃綠玉黃綠玉,,鍾宜秀鍾宜秀,, 李莉穎李莉穎;; 後排右起後排右起,, 辜千慈辜千慈,, 葉宏志葉宏志
,, 許建彬許建彬, Jim Lin, Charlie Wang,, Jim Lin, Charlie Wang,李聚富李聚富,,蔡亞麟蔡亞麟,,汪乃强汪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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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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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四國總統將出
2020在萊斯大學舉行的德克薩斯州-非洲商業峰會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導】由休斯頓美南國際貿易中心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舉辦，美國國務院非洲事務助理國
務卿緹波·彼特·納吉（Tibor Peter Nagy Jr.）、國會議員艾爾·格
林（ Al Green）、德克薩斯州哈里斯郡第一轄區（Harris County
Precinct 1）區長(Commissioner) 羅德西·埃利斯（Rodncy Ellis）
聯合組織的德克薩斯州-非洲商業峰會（ TEXAS & AFRICA
BUSINESS SUMMIT）將於 2020 年 9 月在萊斯大學（ RICE
UNIVERSITY） 瓊斯商學院（Jones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舉行，這是美南國際貿易中心在萊斯大學舉行的第三次德克薩斯
州-非洲商業峰會。

美國國務院主管非洲事務的助理國務卿納吉邀請到幾內亞共
和國總統阿爾法·孔戴（Alpha Condé）、加納共和國總統納納·
阿庫福-阿多（Nana Akufo-Addo）、盧旺達共和國總統保羅·卡
加梅（Paul Kagame） 、塞內加爾共和國總統麥基·薩勒（Macky
Sall）出席商業峰會，討論德州-非洲商業合作事宜，四位總統都
答應出席並由相關國家將總統的峰會行程放在日程安排上。

助理國務卿緹波·彼得·納吉
緹波·彼得·納吉於1949年4月29日出生於匈牙利布達佩。

納吉於2018年5月10日被唐納德·特朗普提名為美國國務院主管
非洲事務的助理國務卿。他於6月14日在美國參議院外交關係委
員會作證，並於6月28日獲得參議院全體議員的投票表決，確認
為美國國務院主管非洲事務的助理國務卿。納吉之前是美國外交
部官員，在政府部門工作了32年，其中包括在非洲各地工作的

20多年。他曾擔任美國駐埃塞俄比亞大使（1999-2002年），美
國駐幾內亞大使（1996-1999 年）以及尼日利亞代表團副團長
（1993-1995 年），並先後在喀麥隆（1990-1993 年）和多哥
（1987-1990）工作多年。納吉先前的工作包括贊比亞，塞舌爾
，埃塞俄比亞和華盛頓特區。

幾內亞共和國總統阿爾法·孔戴
阿爾法·孔戴於1938年出生於幾內亞，是馬林凱族，信奉伊

斯蘭教。早年留學法國，獲法學博士學位，後長期在法國大學任
教。上世紀60年代在法國留學期間投身政治運動，創建勞動黨
，1988年改名為幾內亞人民聯盟並任黨主席。曾兩次參加總統大
選。 1995年當選國民議會議員。 1998年大選期間被當局逮捕，
並被判10年監禁。 2001年被提前釋放，隨即流亡法國。 2008年
幾內亞政變後返會。 2010年11月當選總統。 2015年10月17日
連任總統。 2015年12月21日重新進行宣誓後，正式就任幾內亞
總統，並舉行了進駐總統府的儀式。

加納共和國總統納納·阿庫福-阿多
納納·阿庫福-阿多於1944年3月29日出生於加納首都阿克

拉。獲加納大學經濟學學位、英國和加納律師職業資格。 1992
年與庫福爾（2000至2008年任加納總統）共同成立新愛國黨，
並在庫福爾執政期間先後任司法部長兼總檢察長、外長。 2016
年12月當選總統，2017年1月宣誓就職。

盧旺達共和國總統保羅·卡加梅
保羅·卡加梅於1957年10月23日出生，是一位盧旺達政治

家，亦為第六任（現任）盧旺達總統。他於前任總統巴斯德·比
齊蒙古在2000年辭職後就任。卡加梅所指揮的反叛力量結束了
1994 年 盧 安 達 大 屠 殺 ， 事 後 他 出 任 副 總 統 兼 國 防 部 長
（1994-2000年），在此期間他被認為是盧旺達實際上的領導人
。身為總統，卡加梅非常重視國家的發展，並推出一個國家發展
進程，目的是讓盧旺達在2020年以前轉變成一個中等收入國家
。 2013年，該國的主要指標，包括衛生保健和教育大力發展。
2004年至2010年間每年增長率平均每年8％。卡加梅在盧旺達有
高支持度；然而人權組織指責他實施政治壓制。根據2003年通
過的新憲法，卡加梅在當年贏得總統選舉，並在2010年贏得第
二個任期。他贏得了2017年的總統選舉，總統任期延伸到2024
年。

塞內加爾共和國總統麥基·薩勒
麥基·薩勒於1961年出生。 2012年3月首次當選總統。先後

在達喀爾大學、法國石油研究院馬賽高等物理學院就讀。上世紀
80年代加入民主黨。 2000年瓦德當選總統後，薩勒進入政府，
歷任總統顧問、國務部長、政府發言人、總理等。 2004年成為
民主黨主要領導人之一。 2007年10月出任國民議會議長。 2008
年11月，薩勒辭去國民議會議長職務並退出民主黨。 12月成立
爭取共和聯盟。 2009年3月在地方選舉中當選法蒂克市市長。
2012年3月當選總統，4月2日就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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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19亞美舞蹈學校亞美舞蹈學校 獨舞獨舞、、
雙人舞雙人舞、、三人舞三人舞 精彩紛呈精彩紛呈

（本報訊）德州佛教會將於2019年11月
28日（星期四）至12月1日（星期日），上午
九時至下午四時於玉佛寺大雄寶殿啟建 「慈悲
道場梁皇寶懺」 法會，將恭請德州佛教會方丈
和尚上宏下意師父主懺。

梁皇寶懺素有 「懺王」 的美譽，是梁武帝
為了超度皇后郗氏，禮請寶志禪師等高僧所制
。此懺法能夠災消吉至罪滅福生，禮懺時由法
師帶領，按照皈依、斷疑、懺悔、解冤、禮佛
、報恩、回向等懺儀，提起同修大眾的正念，

讓身心在禮懺中增福增慧自在清涼。
禮拜梁皇寶懺，對現世父母是無上的孝心

與感恩，也是追薦回向過去先人的最好方法。
禮拜梁皇寶懺的功德殊勝恩沾九有、德被四生
，可謂冥陽兩利。

虔誠期望各位會友和十方善信皆能同來禮
懺，共霑法益。

德州佛教會 敬邀
「罪從心起將心懺，心若滅時罪亦亡；心

亡罪滅兩俱空，是則名為真懺悔。」

玉佛寺啟建慈悲道場梁皇寶懺玉佛寺啟建慈悲道場梁皇寶懺

作者“吳磊”
2019年11月10日， 亞美舞蹈學

校 (Dance of Asia America Acade-
my) 在Matchbox 劇院舉辦了一場精
彩紛呈的舞蹈匯演。參加此次表演的
全部是單人舞， 雙人舞， 或是三人
舞，四人舞。舞蹈形式多樣， 有中國
舞， 現代舞和爵士舞。 參加表演的
每支舞蹈都在全美各個知名舞蹈大賽
上榮獲過大獎。

開場舞《魚兒水中嬉》歡快活潑
, 舞步輕盈。兩位美麗的舞者動作柔
和，細膩，靈巧，形象生動的表現了
魚兒們活潑俏皮的在水裏嬉戲的場景
。這支舞蹈在強手如林的Revolution
舞蹈大賽和Starbound大賽中分別榮
獲總排名第一和高級金獎的佳績。
《手帕舞》 技巧純熟, 手帕在空中旋
轉翻飛, 讓觀眾看得目不暇接。《風
中花》巧笑倩兮美人盼目，姑娘們將
古典舞身韻組合展現得優美動人，身
姿優雅婉轉靈動。該支舞蹈在Sta-
geone舞蹈大賽中獲得雙白金獎, 最
佳服裝獎及總排名第一的大獎。《孔
雀飛來》的四支小孔雀身著藍裙，步
伐輕快，時而輕梳羽毛，時而隨風飛

舞，動作非常整齊，其中最小的舞蹈
演員才七歲, 卻已經在著名的KAR舞
蹈大賽中獲得總排名第二的好成績。
抒情優雅的現代舞《Survive》舞姿舒
展，感情充沛，該舞蹈在Revolution
舞蹈大賽中獲得高級白金獎及獨舞總
排名第一的獎項。古典舞《茉莉花開
》，清新脫俗， 綠裙白傘，美的讓人
心醉。舞蹈在KAR舞蹈大賽上獲得評
委特別獎及總排名第一的大獎。兩支
爵士舞《Move》和《I Want Candy
》都讓觀眾眼前一亮，幾個小演員雖
然只有8 到9歲，卻都能把節奏明快
，肢體語言及其豐富的爵士舞表現得
十分出色，實屬難得。

當晚的每支舞蹈都能看出學生們
平時的努力，老師們的精心指導以及
家長們的辛勤付出
。亞美舞蹈學校美
麗的姑娘們在濃墨
重彩間廣舒長袖霓
棠羽衣，在素筆勾
勒處淩波微步曼舞
輕歌， 讓觀眾們於
時光的長廊中細品
秋日的雅致美好。

亞美舞蹈學校學生年齡從3歲至
成人，按年齡和水準分班。教授：兒
童舞蹈啟蒙，芭蕾舞，中國舞，爵士
舞，現代舞，獨舞，雙人舞，體操，
等。該校具備一套集30年豐富經驗的
教學大綱，在教學中達事半功倍之效
。並且擁有最優良的教師團隊：校長
是畢業於 Southern Methodist Uni-
versity 舞蹈系的葉繼瑩（Janie Yao
），前休斯頓芭蕾舞團首席演員和現
任休斯頓芭蕾舞團教授 Amy Fote，
前休斯頓芭蕾舞團獨舞演員Nao Ka-
zusaki，上海舞蹈學院中國舞資深教
師蘇燕妮， 畢業於Sam Houston 舞
蹈專業、擅長編舞與教學的Michelle
Mckay，多才多藝的 Dawn Dippel，
在密爾沃基芭蕾舞團擔任18年獨舞演
員的 Sheri Glendon。畢業於 Sam
Houston University 舞蹈系，擅長芭
蕾、爵士、現代舞、中國舞的葉鈺綾
等十位教師。還有前休斯頓芭蕾舞團
主要演員Janie Parker 、Lauran An-
derson 擔任顧問。

亞 美 舞 蹈 學 校 電 話 ：

832-630-5048 （ 葉 繼 瑩 ） ，
832-993-9333（沈敏生）。

地 址 ： 9889 Bellaire Bivd.

C-335， （ 敦 煌 廣 場 ） Houston,
77036。
網頁：www.dancea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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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韋霓休斯頓報導) 眾所周知，
美國聯邦的稅收單位是國稅局(IRS)，這
個機構是讓美國人聞之色變的機構之一
，被IRS找上，代表麻煩上門，一旦被
查出報稅有問題，有可能要繳納巨額罰
款，甚至判刑入獄，無論是個人還是企
業，遇到了IRS的刁難都是讓人頭痛的
事。

然而，休斯頓有位傑出的會計師專
家，被譽為 「IRS稅務解決專家」，他
專門與國稅局打交道，為客戶爭取應有
的權益，上訴稅局不合理的稅收評估，
為客戶解決稅的問題，他就是袁鉅源會
計師(Albert K Yuen, CPA, CTRS)。過去
幾年中，袁鉅源會計師數次受邀在休斯
頓華裔美國註冊會計師協會的三項CPE
（持續專業教育）中演講，幫其他CPA
答疑解難，並且獲得巨大好評。

消除因IRS帶來的煩惱
袁 鉅

源 會 計 師
曾 為 許 多
客 戶 提 供
解 決 方 案
， 消 除 因
IRS 帶 來
的 煩 惱 ，
在 國 稅 局

面前為客戶談判奮鬥，並且幫他們省下
大筆的金錢，讓客戶恢復正常生活，不
用再為稅務問題而煩心。自1991年以來
，袁鉅源會計師一直致力於幫助個人、
企業、和私人投資者在不斷變化的稅務
、法規和金融環境中取得成功。

甚至，有些被國稅局陷入困境的納
稅人找其他註冊會計師、或律師尋求幫
助，而那些註冊會計師、或律師還要來
找袁鉅源會計師，因為複雜的稅務問題
千變萬化，普通的會計師或律師無法或
不想處理，最
後都由袁鉅源
會計師解決難
題。

認證稅務
解 決 專 家
CTRS

袁鉅源會
計師是 「認證
稅務解決專家
」 (CTRS， Certified Tax Resolution
Specialist)，全休斯頓只有三位CTRS專
家，整個德州也只有十位CTRS專家。
那麼， CTRS專家代表什麼意思呢？

CTRS稱號的授予，僅限於美國稅
務 問 題 解 決 協 會 (American Society of
Tax Problem Solvers)中享有良好聲譽的
註冊經紀人、CPA、或律師會員，這些
人有著解決各種稅務問題的專業知識，
符合ASTPS規定的教育、經驗、和考試

要求，才獲得“認證稅務解決專家”稱
號，是非常難得的榮譽與稱號。
「認證稅務解決專家」必須具有很高的

道德和職業素養，他們代表客戶在各稅
務部門面前，就其稅務問題進行談判，
以尋求有利的解決方案，因此必須以誠
實、信譽、和遵守道德原則為根本。

專業背景雄厚
袁鉅源會計師過去曾擔任大型銀行

的顧問總監、註冊投資顧問、《財富》
500強公司的各種技術和管理職位、也
是美國企業家協會的董事會成員。他也
曾代表數百名欠國稅局但無力支付的納
稅人上訴，並一直是各種專業組織極力
邀請的名嘴。

他豐富的專業經驗、熱心助人的精
神，相信將讓更多華裔人士受益，包括
個人、註冊會計師、銀行貸款人、律師
、房地產經紀人、抵押經紀人、以及
1099承包商，只要面臨稅務問題，袁鉅
源會計師都會幫助客戶解決困難，爭取
最大權益。

袁鉅源會計師(目前是以下組織的活
躍成員：AICPA-美國註冊會計師協會
、ASTPS-美國稅務問題解決者協會、
NATP-全國稅務專業人員協會、 TSC-
PA-德克薩斯州註冊會計師協會。
專精業務:
• Audit, Appeals, Power of Attor-
ney Representation
• Collection Appeals

• Levies: Wages, Bank account
• Liens: Release, Withdrawal
• Payroll Tax, Trust Fund
• Recovery Penalty
• Unfiled tax returns
• Penalty Abatement
• Offer in Compromise
• Installment Agreement

• Currently Not Collectible
• Innocent Spouse Defenses
• Your Files in IRS Computer
• Collection Statues Expiration
Date
• Bankruptcy

袁鉅源會計師事務所(AL Yuen，
PLLC)地址在 7322 Southwest Fwy, Suite
450
Houston, TX77074-2021。Email:
support@alyuencpa.com。電話:
713-818-1156 (C)、713-271-2020 (O)
。
歡迎上網 www.alyuencpa.com 並觀看
視頻。

擅長談判與調解擅長談判與調解 解決解決IRSIRS稅務問題稅務問題
袁鉅源會計師袁鉅源會計師 認證稅務解決專家認證稅務解決專家

目前人类是地球上唯一的高智慧

生物，人类利用“上天”赐予的智慧

创造了辉煌的人类文明，根据考古学

家研究发现，人类的文明历史只有短

短的5000-6000年，在地球46亿年的

历史长河中，这点时间根本不值得一

提，但是人类就是利用这短暂的光阴

创造出伟大的现代文明，人类在创造

出文明之后，又利用现代文明反过来

研究地球历史，发现在人类文明之前

还存过很多生物，但是无一例外都是

低等生物，也就说在人类文明是地球

46亿年中唯一诞生出来的文明，而人

类是地球唯一出现过的高等级智慧生

物，这个结论一直都被科学家所公认

。

“人类文明是地球唯一出现的文

明”已经成为大部分科学家的共识，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类发现人类

文明似乎并不是地球唯一产生过的文

明，在人类文明之前可能还出现过多

个高等文明，科学家把这些文明统称

为“史前文明”，目前越来越多的证

据证明史前文明并非空穴来风。

考古学家在地球上发现很多疑似

史前文明遗留下来的产物，比如南非

矿洞中发现28亿年前的金属球、在

非洲加蓬共和国境内发现20亿年前

的核反应堆、在非洲突尼斯森林发现

的5万年前的人造心脏、在美国发现

数亿年前的三叶虫人形脚印......这些

遗物似乎都在证明史前文明曾经在地

球上出现过，还有像埃及金字塔、中

国三星堆、美洲玛雅文明等更加证实

了史前文明不是传说。

这些遗物不仅仅限于非洲、美洲

和亚洲，在欧洲同样也发现了史前遗

物，最近，考古学家在古希腊挖掘出

一座雕像，起初这座雕像并没有引起

考古学家的注意，因为此前也挖掘过

像这种类型的雕像，后来当考古学家

仔细观察之后，才发现这座雕像竟然

包含一种现代文明才拥有的东西，那

就是笔记本电脑，在这座雕像中，只

看见一个男孩拿着一个疑似“笔记本

电脑”的物品在给一个贵妇做展示。

这个“笔记本电脑”做工非常精

细，USB接口、充电接口都非常明显

看得出来，而贵妇对这个物品好奇的

在上下打量，说明是第一次见到。这

让考古学家的震惊不已，因为现代电

脑是20世纪40年代中期才被发明的

，笔记本更是20世纪80年代才制造

出来，而这座雕像距今已经超过2000

年的时间，考古学家表示，只有两种

情况可以解释这种现象，一种是这个

“笔记本电脑”是时空穿越的产品，

另一个应该是史前文明产物，目前考

古学家还在对这座雕像进行深入研究

。

是史前文明还是穿越的产物
2千年古希腊雕像，发现“电脑”图案

1929年12月2日，一个考古学上的

新发现震动了全世界：中国考古学家裴

文中教授等，在北京郊区周口店，发掘

出一个完整的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随

后还发现了。“北京人”制作的石器、

骨器和用火的遗迹。

北京猿人是古老的人类祖先之一。

他们生活在五六十万年前的周口店一带

，猿人洞是他们的家。

北京猿人化石的发掘经历了曲折的

过程，凝结着中外人类学家的心血。本

世纪20年代，人们在周口店开采石灰石

，不时挖掘出“龙骨”。有一次挖掘到

了一颗似人的牙齿化石：经北京协和医

院解剖系主任步达生研究后，认为是古

代人类的化石，它代表着一个新的种属

，定名为中国猿人“北京人”。他预言

，周口店的山洞，是中国猿人的故乡，

蕴藏着他们的化石。

1928年，北京大学年轻的毕业生裴

文中来到周口店参加挖掘工作。次年12

月2日下午四时，太阳已经下山，山洞

中一片昏暗，他在昏黄的灯光中发现了

一颗猿人的头骨，兴奋极了，连夜小心

挖出。第二天天未亮，用棉被小心翼翼

地送到北京地质所。

中国人发现了北京猿人的消息，就

像一声春雷，使那些被传统偏见束缚得

紧紧的学者们不得不承认：在人类历史

的黎明时代，从体质形态、文化性质和

社会组织等方面，的确有过“直立人”

阶段，他既是“南猿”的后代，又是包

括现代人在内的“智人”的祖先，是从

猴到人进化过程中的重要环节。

然而，在今天的中国历史博物馆，

人们却见不到这个头盖骨，台湾的“历

史博物馆”，也只有一具由纽约自然历

史博物馆赠送的复制品，那么“北京人

”化石的真晶到哪里去了呢?

周口店发现的人类化石(包括 1936

年10月至11月，贾兰坡又从周口店挖掘

到了不少北京猿人的化石在内)，原都一

直保存在北京协和医院B楼解剖室的保

险箱内，由著名瑞典人类学家魏敦瑞加

以研究。1941年，珍珠港事件发生前不

久，日美关系相当紧张，美国驻华大使

馆劝告美侨离华。协和医院也缺乏安全

感。魏敦瑞为了取得美国国籍和到纽约

美国自然博物馆继续他的研究工作，也

决定去美国，当时，为了这批标本的安

全，他希望把主权属于中国的人类化石

也运去美国保存。但由于种种原因，化

石没有启运。大约在珍珠港事件(1941年

12月8日)前三个星期的一天，协和医院

总务长博文突然通知将化石秘密装箱，

北京猿人的五个头盖骨，以及头骨碎片

十五块，下颌骨十四块，锁骨、腕骨、

大腿骨、上臂骨一百四十七块，全部用

擦显微镜头的细棉纸包好。裹上药棉，

再包上粉连纸，外边捆上细纱布、棉花

，装入两只大木箱，运到美国大使馆，

准备随美国海军陆战队运到美国。12月

5日早晨，。北京人”贴着“高级机密

。的标签，搭乘美国海军专用火车，在

几名士兵的“护送”下运出北京，准备

到秦皇岛转乘“哈立逊总统号。邮船运

往美国。然而两天以后，当军用火车尚

未到达秦皇岛时，日军偷袭了珍珠港，

日美已成正式交战国。在华日军很快截

获并抢夺了美国的这辆军用火车。从此

以后，这批极其珍贵的化石就无影无踪

了。

这一惊人的丢失案件，引起了全世

界的强烈反响，当时，不仅日本人在找

，美国人也在找。抗日战争胜利后，由

于当时中国政府的要求，美国远东司令

部。处理侵略财务小组”曾向日本方面

探查。“北京人”情况，没有结果。

1956年有人找过当年美国在华海军上校

亚休斯特，这位上校虽然承认当时的北

平协和医院院长侯顿确实曾把“北京人

”交给他。但对其下落究竟在何处，却

未作进一步的说明。1972年，美国“希

腊古物基金会。主席贾纳斯在访问北京

回国后，立即登报悬赏：“找到北京猿

人化石者赏金五千”，后来又将赏金增

加到五十万美元。据说贾纳斯的悬赏一

出，曾接到不少电话和信件，报告线索

，有一个女人甚至说“北京人”就在她

家里，是她的丈夫在中国服役时带回的

。同年7月的一天中午，贾纳斯同这个

女人见了面，女人拿出装有化石的箱子

照片，箱子上的中文字还依稀可见。但

在他们谈话时，女人发现有人拍照，十

分惊慌，匆匆道别之后急忙离去。贾纳

斯登报与这位妇女再次相约，她打电话

拒绝了，却又向贾纳斯提供了一张化石

的照片，美国的人类学权威夏皮诺博士

在看了照片后说“照片上的头颅化石和

北京猿人一模一样，一经目击我立刻就

能分辨”。但是，那位神秘的女人却无

影无踪了。

那么，“北京人”化石究竟是怎么

失踪的?有一种说法是日本人把所有从火

车上卸下来的箱子装上驳船，准备装到

一艘开往天津的货船上去。不幸，驳船

翻掉了，“北京人”化石沉到海底了。

另一种说法认为劫火车的日本人不懂得

这些化石的价值，或许把它们当破烂扔

掉，或许把它们当作“龙骨。卖给中国

商人，而果真如此，则它们早就被研成

粉末当作药品了。还有一种说法，邮船

被日军俘虏，化石被日军截留，后来几

经易手，终于下落不明，它很可能秘藏

在日本民间。

“北京猿人”化石在不在日本人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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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傳媒集團成立美南傳媒集團成立4040週年週年
慶典成功舉行慶典成功舉行（（二二））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李著華李著華，，黃瑞禮黃瑞禮，，李靜芳李靜芳
，，美南傳媒集團董事長李美南傳媒集團董事長李
蔚華蔚華，，李元瑜醫師李元瑜醫師，，黃小黃小

姐合影姐合影。。

金俊家與美南傳媒集團董金俊家與美南傳媒集團董
事長李蔚華合影事長李蔚華合影。。

來自舊金山的中國城小姐吳沛琳來自舊金山的中國城小姐吳沛琳，，
李衛民牙醫出席盛會李衛民牙醫出席盛會。。

林鋕銘夫婦林鋕銘夫婦，，李靜芳李靜芳，，亞洲化學董亞洲化學董
事長楊朝諄事長楊朝諄，，李著華李著華，，黃瑞禮律師黃瑞禮律師

合影合影。。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陳家彥處長陳家彥處長（（右二右二））與全美著名報與全美著名報
界名筆李著華界名筆李著華（（左二左二）、）、 「「華盛頓新聞華盛頓新聞」」 負責人李負責人李
靜芳靜芳（（左一左一），），黃瑞禮律師黃瑞禮律師（（右一右一））夫婦合影夫婦合影。。

李蔚華董事長李蔚華董事長（（一右一右））與中國建與中國建
材材（（綠色綠色））海外發展委員會主席海外發展委員會主席

李生李生（（一左一左））握手合作握手合作。。

李蔚華董事長李蔚華董事長（（一右一右））與中國建材與中國建材（（綠色綠色））海外發海外發
展委員會主席李生展委員會主席李生（（一左一左））簽字簽字，，國會議員國會議員AlAl

Green(Green(二左二二左二）、）、希拉傑克森李希拉傑克森李（（二左三二左三））見證見證。。

黃華黃華（（左一左一）、）、李秀嵐李秀嵐（（左三左三））於於
1111月月66日代表社團贈送牌匾給美南日代表社團贈送牌匾給美南
傳媒集團董事長李蔚華傳媒集團董事長李蔚華（（左二左二）。）。

國會議員希拉傑克森李致賀詞國會議員希拉傑克森李致賀詞，，並頒發祝賀文告給美南傳並頒發祝賀文告給美南傳
媒集團董事長李蔚華媒集團董事長李蔚華（（左二左二）；）；台北經文處處長陳家彥台北經文處處長陳家彥
（（左三左三），），主持人主持人，，ITCITC共同主席共同主席，，國會議員候選人國會議員候選人JimJim
Noteware(Noteware(右三右三），），德州州議員德州州議員Ron Ronald(Ron Ronald(右二右二））見證見證。。

李蔚華董事長和與會貴賓國會議員李蔚華董事長和與會貴賓國會議員Al GreenAl Green
、、希拉傑克森李等共同為希拉傑克森李等共同為 「「美南國際金融醫療美南國際金融醫療

公寓大樓公寓大樓」」 舉行揭幕破土儀式舉行揭幕破土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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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致力於提供企業和個人最佳貸款方案
用心/誠懇/專業/周密的服務, 是您金融服務的首選

商業貸款
商業不動產貸款
自用倉儲貸款

網絡現金管理
存款服務

國際貿易
匯款及融資

直接審核及批准
中小企業商業貸款

（本報訊）休斯頓警察局反
搶劫和犯罪小組目前正在追查近
日發生在休斯頓的兩名持槍劫犯
。

警方本月 14 日表示，一名身
份不明的女性和男子在位於休斯
頓 7000 block of West Tidwell 的一
家Metro PCS商店進行搶劫。

根據警方的報告，這兩名搶
劫人員在當天下午3點走進這家商
店，男子緊挨門前四處看望，女
子走到櫃檯之前，並拔出手槍向

收銀員示意，索要現金，收銀員
依照要求將現金取出後交給劫犯
，兩位劫犯迅速逃離了現場。

警方稱，兩名劫犯年齡介於
20 至30 歲之間，西裔，身著灰色
外套，女性為黑色褲子，男子身
著藍色牛仔褲。

目前，警方懸賞 5000 美元來
捉 拿 嫌 犯 ， 聯 繫 電 話
713-222-TIPS(8477)， 網 站 為
www.crime-stoppers.org

拉美裔人口最多的10個郡 位居德州

休斯頓持槍搶劫案 警方懸賞緝拿

疑有害物質疑有害物質 休斯頓一商家突遭多家執法機構搜查休斯頓一商家突遭多家執法機構搜查

【本報訊】根據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對美國
人口普查局(U.S. Census Bureau)數據的分析，2018年，美國共有
151個郡的主要人口是拉美裔、非裔或印第安人和阿拉斯加原住
民。

這比 2000 年的 110 個郡這一數字有所增加。從 2000 年到
2018年，有41個郡加入了這個名單，這些郡都以拉美裔或非裔
為主。

在美國，沒有一個郡的亞裔人口占總人口的一半以上，但在
夏威夷的檀香山，亞裔人口占42%，9%是夏威夷本地人或太平洋
島民。

美國南部和西南部的大多數郡居住著拉美裔、非裔和土著居

民。這些郡只占美國3142個郡的5%，佔全國293個非白人佔多
數的郡的一半。

從2000年到2018年，拉美裔佔多數的郡的數量翻了一番，
從34個增加到69個，主要集中在南部和西部。在這69個郡中，
除4個郡外，其他所有郡的拉美裔人口比例在此期間都有所增長
。儘管少數幾個郡比例出現輕微下降，但都沒有下降到50%以下
。

這些趨勢與美國拉美裔人口的整體增長是一致的。儘管增長
速度放緩，但拉美裔人口在2018年創下新高。由於拉美裔婦女
的相對高出生率和來自拉丁美洲的移民，拉美裔人口在本世紀頭
十年的增長速度快於大多數其他種族或族裔群體。

2018年，德克薩斯州是拉美裔人口最多的10個郡所在地。
斯塔爾郡（Starr County）總人口約6.5萬人，是拉美裔人口最集
中的地區，佔總人口的96%。其他一些拉美裔人口比例特別大的
郡包括韋伯(Webb，95%)、伊達爾戈(Hidalgo，92%)和卡梅隆
(Cameron，90%)，這些郡都在德克薩斯州。

一些較大郡拉美裔人口在2000年至2018年間也有所增長。
加州聖貝納迪諾(San Bernardino，人口220萬)是這段時間內拉美
裔人口最多的郡。

佛羅里達州的奧西奧拉(Osceola，人口約37萬)在此期間拉美
裔居民增幅最大，從29%升至55%。

（本報訊）11 月 21 日本週四，美
國聯邦和德州的多家執法機構對休斯頓
西北區的一家商業機構進行了突查。

美 國 聯 邦 調 查 局 發 言 人 Connor
Hagan表示，執法機構官員對此次搜查
的原因未作出具體的說明，但是在位於
休斯頓6100 block of West 34th Street 的
一家商家，有秘密化驗調查人員正在協
助當天的搜查行動。

此次突襲搜查是由德州公共安全局
，美國聯邦調查局，休斯頓警察局，以

及來自休斯頓消防局的有害物質調查團
隊聯合行動，週四下午，仍然可以看到
現場大批的執法人員。

從現場的畫面上可以看出，不少身
著防止危害物服裝的調查人員正在現場
蒐集樣品，而根據美國聯邦調查局官員
的對外聲明，雖然特別防危團隊的出現
給外界增加了不少恐慌，但是值得肯定
的是，目前發現的物品對公共安全尚未
構成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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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9日，中國女排在大阪再次捧起了世界盃冠軍獎盃。回首這次比賽經歷，
朱婷覺得挺“難忘”，也直言個人感覺這
次奪冠比4年前更輕鬆。“因為那一次有
運動員有傷病，每個人的心態也都不一
樣。這一次對我來說是比較順的一次比
賽，每場比賽消耗體力會比較少，每個隊
友的狀態都特別好，所以我打得很輕
鬆。”朱婷坦言，這次的冠軍是中國隊拚
盡實力拿到的，實至名歸。明年的東京奧
運會，中國隊可能會遇到更多的挑戰，同
時中國隊也有繼續提升的空間。

在上個奧運周期，朱婷隨隊奪得了世
界盃和奧運會冠軍，而這次是她首次以隊
長身份率隊贏得“三大賽”冠軍。再次收
穫MVP大獎的朱婷不僅是中國隊技戰術
的核心，更是精神上的領袖。“我們這幫
運動員年齡相近，很多事情就不太需要我
這個隊長去多說什麼。但遇到困難的時
候，我應該多說或者多承擔一些東西，這
也是我作為隊長需要做的，也是我要向郎
導多學習的。”

在世界盃上，有一個鏡頭令球迷印象
深刻，朱婷在一次得分之後，“怒吼”了
隊友龔翔宇。對此朱婷解釋說：“好多球
迷說我吼龔翔宇，我覺得不管是在困難或
者是特別順的時候，那種狀態要出來。其
實要的不是你得多少分，只是如果臉上沒
有表情，或者說你沒有真正地去釋放或者
帶動隊友的話，我覺得是會影響到隊友
的。”

朱婷與隊友的交流不僅僅局限在場上。
世界盃頒獎典禮中，丁霞被評為最佳二傳，
她隨即與朱婷來了個大大的擁抱。朱婷在採
訪中也道出了她和丁霞以及姚迪交流的小故
事。“我們賽前有準備會，就是把自己有所
顧慮的東西說出來，讓教練明白，讓隊友明
白。因為之前的比賽，基本上調整攻都是我
的嘛。我就用開玩笑的方式去提醒她，說丁
霞麻煩你，在比賽中好球多給我一些。每一
次我全是調整球，我也很難。我說你看你分
配朱婷又得分了，對你也是有幫助對不對。
後來丁霞就（開玩笑）說，到位給你，不到
位給你，全場朱婷一點攻。”

玩笑歸玩笑，朱婷真心替榮獲最佳二
傳的丁霞開心，稱讚她心態比以前更穩，
這次比賽基本沒有什麼波動。

這次世界盃之所以讓朱婷難忘，還有
個重要原因在於回國後的第二天，也就是
國慶節當天，中國女排姑娘們掛着金牌參
加了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慶
典，這讓見慣了大場面的朱婷直呼“超震
撼”。

“路邊的戰士在喊中國女排世界第

一，然後我們也喊，就說你
們最帥，我們在現場看天上
的飛機，還通過手機看閱兵
直播，（感受）完全不一
樣……那天起得特別早，但
是一直到中午都沒覺得
累。”

10月1日那天，朱婷很
忙。除了上午的慶典活動，
她還在下午正式宣佈自己加
盟天津渤海銀行女排。

朱婷表示，在天津隊有
姚迪、李盈瑩、王媛媛等國
家隊的隊友，還有袁靈犀、
于飛、包壯等國家隊的教
練，感覺“像一個小國家
隊”。她之所以選擇天津
隊，也跟球隊的冠軍底蘊有
關。“天津隊有冠軍底蘊，
我想體驗球隊的訓練方法。
而且我和李盈瑩她們長期在
一塊訓練，默契是有的。大
家相互配合會更熟練，這個
對國家隊也是有好處的。”

在朱婷加盟之後，天津
渤海銀行女排的奪冠呼聲很
高。而朱婷表示，感謝外界對天津隊的肯
定，但比賽還要看球隊的臨場狀態。“誰
也不知道會有什麼變數，因為運動員還是
要看臨場的競技狀態，由競技狀態來決
定，對吧？”

國家利益高於一切
在土耳其打球的三年，高質量的比賽

讓朱婷進步明顯。她認為，高水平的聯賽
對球員是一種更好的磨礪。“在土耳其打
球，不僅比賽多，而且重要比賽也多。土
耳其聯賽、歐冠加上土耳其盃，都要打準
決賽和決賽。這種比賽多的話，對球員會
有更多的幫助，比如經驗的積累和臨場應
變能力的提高等等。”

除了技術上的日臻成熟，朱婷表示海
外的打球經歷，讓自己的眼界更加開闊，
這一點讓她終身受用。“看得更多，眼裡
會更有神，這是我最直觀的感受。不像當
時出去時候眼裡看什麼都很好奇，這個是
對一個人，不管現在或以後都是一個很大
的幫助。”

朱婷坦言，如果有機會，自己將來還
會選擇去國外打球，但東京奧運會將在明
年打響，國家利益高於一切。“國外聯賽
的周期會比較長，這樣留給國家隊磨合的
時間會比較短，所以說我就回到國內，靜
下心來，備戰東京奧運會。” ■新華社

結束了在土耳其瓦基弗銀行的3年“留洋”生涯，以隊

長身份率領中國女排衛冕世界盃冠軍，朱婷回到內地的排球

聯賽，開啟了職業生涯新征程。在接受專訪時，朱婷透露了

她和丁霞世界盃深情擁抱背後的“小秘密”，坦言留洋生涯

讓她眼裡更“有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馮雷河南報道）
河南銀鴿投資隊（下簡稱“河南隊”）日前
在主場許昌職業技術學院體育館對陣天津渤
海銀行隊（下簡稱“天津隊”），上演一場
精彩紛呈的比賽。身披天津女排“戰袍”的
中國女排隊長、河南姑娘朱婷率天津女排以
3︰0“零封”河南女排。

20日晚的許昌職業技術學院體育館，
5000多個座位是座無虛席。首局比賽，朱
婷幫助天津隊建立起優勢拿下7分，天津隊
以25：19領先；第二局，朱婷被換下，天
津隊的李盈瑩上來強攻得手，天津隊以
25︰17再勝一局；第三局，天津隊最終以
25：18取勝，提前一輪晉級八強。

此番朱婷再度回到家鄉，河南老鄉給予
這位河南姑娘最大的支持，儘管代表的是天
津女排，朱婷每一次得分都得到家鄉球迷的
熱情追捧，以至於天津女排彷彿是在主場打
比賽。拿下7分後，朱婷被替換下場，一直
坐在替補席上。

在此前的比賽中全部告負，河南女排
已無緣本賽季女排超級聯賽八強。在賽後

舉行的新聞發佈會上，河南女排主教練焦
帥說，這是一場高質量的比賽，雙方打出
應有的技戰術。河南隊是一支年輕的球
隊，但面對曾11次問鼎全國聯賽冠軍的天
津隊，敢打敢拚，不畏強手，賽出了水
平、賽出了風格、賽出了精神。他對隊員
的整體表現“非常滿意”。

朱婷並未出席今次新聞發佈會。天津
隊主教練陳友泉說：“這場比賽其實也暴
露了天津隊的一些弱點和不足，下一步我
們會好好總結，穩紮穩打，爭取取得更好
的成績。”

朱婷率天津“零封”河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夏微上海報道）CBA
常規賽第7輪的激烈較量後，此前遇客場兩連敗
的上海久事男籃日前在主場以99：92戰勝江蘇
肯帝亞男籃。

整場比賽，雙方比分交替上升，分差始終未能
拉開。上海男籃有多次不錯的投籃和罰球機會，但
都未能命中。雖然結果可喜，但主教練李秋平在賽
後直言，球贏得很苦：“今天這場球很艱苦，前三
節我們防得不好，對球的壓迫不夠，一擋拆就往後
推，往後收，我們錯位防守，就漏人。”李秋平還
指出球隊當前存在的大問題：“我們投射不好，老
是猶豫，破聯防不行，投籃信心解決不了，任何戰
術都解決不了。”

而針對網傳球隊在接觸第三外援一事，李秋
平回應稱，目前還在考慮階段，但的確有這個打

算。
此前有消息指，雖然上海男籃在簽下莫泰和

納納利後，一躍成為CBA聯賽新貴土豪俱樂
部，但很快，納納利的競技狀態遭到質疑，有知
名博主稱久事集團內部不滿火箭舊將表現，重啟
三外援的計劃。

CBA上海男籃主場終結連敗

2019-2020賽季中國女子籃球聯賽（WC-
BA）新聞發佈會20日在北京舉行。新賽季聯
賽以“堅持夢想·與愛同行”為口號，迎來第
18個年頭的WCBA將圍繞焦點比賽，在賽事直
播、商務贊助、公益合作等方面進行全面升
級。

新賽季WCBA聯賽比賽場次預計將達到
329場，全明星周末將於2020年3月21日到22
日舉辦，季後賽於3月26日打響，總決賽於4月

14日展開。新賽季即將步入“18歲成年”的
WCBA聯賽將圍繞揭幕戰、新年大戰、軍粵大
戰、全明星賽、總決賽等焦點比賽，在數字
化、賽事直播、球迷社區、運動裝備、商務贊
助、公益合作等方面進行全面升級。

中國籃球協會主席姚明表示，新賽季WC-
BA聯賽將迎來自己的成年禮，過去17年WCBA
為國家女籃培養了大批優秀人才，成為中國女
籃立於世界籃壇的重要基石。 ■新華社

WCBA第18載將迎來全面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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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公佈限薪新政
中國足協暫緩國內球員合約簽署

中國足協20日發佈《關於各職業俱樂部暫緩簽
署球員合同工作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
要求各職業俱樂部在新政策正式公佈前，暫緩與國
內球員簽署個人工作合約。中國足協新聞發言人表
示，計劃於12月初公佈的新政將包括限薪等多項政
策調整，以促進聯賽穩定，推動青訓發展，鼓勵優
秀年輕球員留洋。

根據通知，各中超、中甲、中乙俱樂部暫緩與
國內球員簽署個人工作合約，包括但不限於草簽協
議、新簽合約和續約合約等。暫緩簽署個人工作合
約的對象為各職業俱樂部一線隊和預備隊的國內球

員。
中國足協正在擬訂“關於進一步推進聯賽發展

的若干意見”，對現有的一些制度和規定作補充、
完善和調整。鋻於該意見計劃於12月初公佈，中國
足協為方便各俱樂部工作平穩開展，特下發關於暫
緩合約簽署的通知。

中國足協新聞發言人稱：“通知限制的是新合
約的簽署，並且新政策會盡快出台，不會對俱樂部
的新轉會窗口造成太多影響。”

根據中國足協相關說明，新政策制訂的原則是
推動各級職業聯賽的健康發展，降低職業聯賽俱樂
部財務負擔，規範薪酬體系、轉會市場，嚴格監管
措施，推進職業俱樂部青訓工作並保護俱樂部青訓
利益。

“新的政策中，限薪是有效降低俱樂部財務負
擔的手段，同時也會在外援政策、歸化球員政策、
球員轉會政策等方面做出調整。更重要的是，會加
強監管和處罰力度，使得政策能夠落地，俱樂部和
球員違規成本大增。”中國足協新聞發言人說。

同時，中國足協新聞發言人透露，新政策將會
鼓勵優秀年輕球員留洋。“應該向日本學習，出去
闖蕩，足協在政策上會鼓勵俱樂部及球員。”

■新華社

朱
婷
朱
婷
開
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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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
程

開
啟
新
征
程

◀◀朱婷朱婷（（右右））加強和加強和
隊友交流隊友交流。。 新華社新華社

■■朱婷朱婷（（中中））今今
季 加 盟 天 津 女季 加 盟 天 津 女
排排。。 新華社新華社

■■朱婷朱婷（（左左））助天津建立起優勢助天津建立起優勢。。
香港文匯報記者馮雷香港文匯報記者馮雷攝攝

■■上海的董瀚麟上海的董瀚麟（（右右））與江蘇的拉杜利察與江蘇的拉杜利察
激烈對抗激烈對抗。。 中新社中新社

■■中國足協將公佈限薪新政中國足協將公佈限薪新政。。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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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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鵬嘚吧嘚：神一样的最炫民族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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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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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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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2日       Friday, November 22,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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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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2日       Friday, November 22, 2019

Relax

地址：4899 hwy 6 ste 210 C, Missouri city,Tx 77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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