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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玲呼籲華裔挺楊羅玲呼籲華裔挺楊 捐款給楊安澤捐款給楊安澤

（（休士頓休士頓//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 美南美南
山東同鄉會的四十周年年會山東同鄉會的四十周年年會，，今年今年
特地盛大舉行特地盛大舉行，，不僅出席者近千人不僅出席者近千人
，，打破休士頓僑界社團活動的紀錄打破休士頓僑界社團活動的紀錄
，，還特別邀請到中國著名的演唱家還特別邀請到中國著名的演唱家
《《芳華芳華 》》的主唱蒙古族青年歌手阿的主唱蒙古族青年歌手阿
木古楞木古楞，，蒙古族男青年歌手蒙古族男青年歌手、、作曲作曲
家巴達容桂扺休演出家巴達容桂扺休演出。。蒙古族青年蒙古族青年
歌手阿木古楞是科爾沁姊妹組合成歌手阿木古楞是科爾沁姊妹組合成
員員，，是蒙古族長調是蒙古族長調，，科爾沁民歌傳科爾沁民歌傳
承人承人，，擁有天籟之音的嗓音擁有天籟之音的嗓音，，深受深受
大家的喜愛大家的喜愛。。她抵達的第三天晚上她抵達的第三天晚上
，，就出席山東同鄉會副會長就出席山東同鄉會副會長,,晚會節晚會節
目總策劃江岳在糖城的宅邸舉行的目總策劃江岳在糖城的宅邸舉行的
招待會招待會,,由山東同鄉會理事由山東同鄉會理事、、名廚韓名廚韓
偉忠為大家準備了精彩豐富的盛宴偉忠為大家準備了精彩豐富的盛宴
。。當晚當晚，，美南山東同鄉會歷任會長美南山東同鄉會歷任會長

孫鐵漢孫鐵漢、、李莉穎李莉穎、、房文清及現任會房文清及現任會
長修宗明及副會長顧國偉長修宗明及副會長顧國偉、、范崇海范崇海
等人等人，，及及 「「華夏學人協會華夏學人協會」」會長黃會長黃
華華,,著名音樂家李文一著名音樂家李文一，，王飛雪王飛雪、、蜡蜡
筆小新等多人出席盛會筆小新等多人出席盛會。。阿木古楞阿木古楞
還現場高歌一曲還現場高歌一曲，，美如初谷黃鷹般美如初谷黃鷹般
的歌聲的歌聲，，令全場大樂令全場大樂，，大有不虛此大有不虛此
行之感行之感。。

美南山東同鄉會昨晚的年會美南山東同鄉會昨晚的年會，，
氣勢和人數打破歷年來的紀錄氣勢和人數打破歷年來的紀錄，，不不
僅邀請了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僅邀請了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休休
斯敦市長斯敦市長Sylvester Turner,Sylvester Turner, 國會議員國會議員
Al Green,Al Green, 休士頓本地休士頓本地 僑團僑領及來僑團僑領及來
自山東的玉皇集團自山東的玉皇集團、、天時集團天時集團、、傑傑
瑞集團瑞集團、、騰龍集團騰龍集團、、金鷹地產聯盟金鷹地產聯盟
總商會總商會、、青島廣泰建設集團和山東青島廣泰建設集團和山東
力霸集團等十多家企業和近千位老力霸集團等十多家企業和近千位老

鄉共襄盛舉鄉共襄盛舉。。
同時同時，，應廣大歌迷們的要求應廣大歌迷們的要求，，

主辦單位將於今天主辦單位將於今天（（周日周日，，11月月55日日
））晚間六時至八時半晚間六時至八時半，，在美南國際在美南國際
貿易中心貿易中心（（ITC )ITC )舉行舉行 「「阿木古楞歌阿木古楞歌
迷見面會迷見面會」」。。這次與明星面對面零這次與明星面對面零
距離的見面會將提供可口的美食大距離的見面會將提供可口的美食大
餐餐，，阿木古楞親筆簽名的禮物阿木古楞親筆簽名的禮物，，精精
美的抽獎禮品美的抽獎禮品，，還有精彩的演出還有精彩的演出，，
每位參與的歌迷都有和阿木古楞合每位參與的歌迷都有和阿木古楞合
影的機會影的機會。。因為見面會的座位有限因為見面會的座位有限
，，歡迎感興趣的華人華僑歌迷們儘歡迎感興趣的華人華僑歌迷們儘
快與美南山東同鄉會的負責人聯繫快與美南山東同鄉會的負責人聯繫
。。咨詢電話咨詢電話：：((408408))242242--71137113, (, (832832))
474474--06130613

《 芳華 》主唱阿木古楞一行參加休士頓歡迎會
阿木古楞歌迷見面會將於今晚在 國際貿易中心舉行

（（本報訊本報訊））羅玲日前致函給在美國所有華人羅玲日前致函給在美國所有華人，，她表示她表示：：各位各位
華裔選民華裔選民，，美國總統競選黨內初選很快就要舉行美國總統競選黨內初選很快就要舉行。。楊安澤歷盡艱楊安澤歷盡艱
辛辛，，終於挺進到前六名終於挺進到前六名。。感謝積極楊幫感謝積極楊幫Jack GaoJack Gao感人肺腑的忠感人肺腑的忠
告告：”：”現在更需要我們大力支持先行州現在更需要我們大力支持先行州。。有時間出時間有錢出錢有時間出時間有錢出錢

。。加油加油！！華裔一人丟華裔一人丟2020元元，，500500萬華裔就是一個億萬華裔就是一個億。。華裔一人華裔一人
捐捐5050元元，，只要只要200200萬華裔就能支持一個億萬華裔就能支持一個億。。華裔一人捐華裔一人捐100100元元
，，100100萬願意捐的就能捐出一個億萬願意捐的就能捐出一個億！！！！歷史給華裔的機遇歷史給華裔的機遇，，請珍請珍
惜惜。。楊安澤給華裔帶來的最高政治財富和政治傳承楊安澤給華裔帶來的最高政治財富和政治傳承，，請認同請認同。。華華

裔總統競選給下一代樹的豐碑裔總統競選給下一代樹的豐碑，，請感恩請感恩。。請到請到yangyang20202020.com.com 或或
者者 https://secure.actblue.com/donate/friends-of-anhttps://secure.actblue.com/donate/friends-of-an--
drew-yang-cn-tydrew-yang-cn-ty （（cn-tycn-ty華人挺楊華人挺楊））捐款給楊安澤捐款給楊安澤””

圖蒙古族青年歌手阿木古楞演唱的神情圖蒙古族青年歌手阿木古楞演唱的神情。。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美南山東同鄉會會長修宗明美南山東同鄉會會長修宗明（（右右 ））在聚會上致詞在聚會上致詞。（。（左左））為晚宴的為晚宴的
主人江岳副會長主人江岳副會長。（。（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美南山東同鄉會的會長與蒙古族青年歌手阿木古楞美南山東同鄉會的會長與蒙古族青年歌手阿木古楞（（右四右四），），巴達容巴達容
桂桂（（中中））合影合影。（。（右起右起 ））范崇海范崇海，，房文清房文清，，李莉穎李莉穎，，修宗明修宗明，，孫鐵孫鐵

漢漢，，顧國偉顧國偉，，韓偉忠韓偉忠。（。（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圖為11月月33日出席江岳家與阿木古楞日出席江岳家與阿木古楞（（前排中前排中））見面的僑社代表合影見面的僑社代表合影。。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秦鴻鈞攝秦鴻鈞攝

休士頓全僑歡慶中華民國休士頓全僑歡慶中華民國109109年元旦慶祝大會年元旦慶祝大會

圖為當天頒發休士頓全僑慶祝中華民國圖為當天頒發休士頓全僑慶祝中華民國108108年國年國
慶系列活動感謝函給共慶系列活動感謝函給共3232個社團的代表們個社團的代表們。。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夫婦陳家彥處長夫婦（（右四右四，，右三右三））
與與（（左起左起 ））僑務委員張世勳僑務委員張世勳，，僑教中心陳奕芳僑教中心陳奕芳

主任主任，，中華公所共同主席李世威中華公所共同主席李世威、、鄭雅文鄭雅文，，僑務僑務
委員黎淑瑛委員黎淑瑛，，陳美芬共切慶祝元旦蛋糕慶賀陳美芬共切慶祝元旦蛋糕慶賀。。

頒發頒發108108年度休士頓地區美國總統志工服務獎成員並合影年度休士頓地區美國總統志工服務獎成員並合影。。

陳處長陳處長（（左二左二））陳奕芳主任陳奕芳主任（（右二右二））代表僑代表僑
委會頒發感謝函給委會頒發感謝函給108108年度捐贈僑生獎助學年度捐贈僑生獎助學
金的王姸霞金的王姸霞（（右一右一））及捐助及捐助108108年度艱困僑年度艱困僑

民學校師資補助金的羅秀娟民學校師資補助金的羅秀娟（（左一左一）。）。

首先代表僑委會頒獎給首先代表僑委會頒獎給 「「聲援台灣參與聯合聲援台灣參與聯合
國國」」獎狀給獎狀給 「「休士頓雙十國慶籌備會休士頓雙十國慶籌備會」」主委主委
黃春蘭黃春蘭（（右一右一））及及 「「休士頓台灣長春會休士頓台灣長春會」」

（（左一左一 ）。）。

中華公所共同主席李中華公所共同主席李
世威首先致歡迎詞世威首先致歡迎詞。。

僑教中心主任陳奕芳致詞僑教中心主任陳奕芳致詞。。「「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陳家彥陳家彥
處長在大會上致詞處長在大會上致詞。。

圖為在僑教中心大禮堂出席元旦慶祝大會圖為在僑教中心大禮堂出席元旦慶祝大會
的貴賓及僑胞們的貴賓及僑胞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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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淑瑛小寶貝孫女黎淑瑛小寶貝孫女OliviaOlivia的一歲生日的一歲生日
在希爾頓花園旅館的在希爾頓花園旅館的grand ballroomgrand ballroom 温馨舉行慶生温馨舉行慶生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許文忠許文忠,,黎淑瑛小寶貝孫女黎淑瑛小寶貝孫女OliviaOlivia 1212//2828
過生過生,,何真前往道賀何真前往道賀

媒體好友朱幼楨媒體好友朱幼楨,,封昌明封昌明,,謝慕舜謝慕舜,,易永琦易永琦,,盧淑君盧淑君
參加許文忠參加許文忠,,黎淑瑛小寶貝孫女黎淑瑛小寶貝孫女OliviaOlivia慶生會慶生會

陳慧美陳慧美,,何真何真,,小燕子小燕子,,陳美雪陳美雪,,趙婉兒趙婉兒,,廖秀美廖秀美,,蘇蘇
莉莉莉莉,,陳月燕姐妹淘一起祝賀黎淑瑛小寶貝孫女陳月燕姐妹淘一起祝賀黎淑瑛小寶貝孫女

OliviaOlivia生日快樂生日快樂

僑教中心副主任楊容清僑教中心副主任楊容清,,陳月燕陳月燕,,黎淑瑛在黎淑瑛在
生日派對同歡生日派對同歡

劉秀美劉秀美,,何真何真,,何怡中何怡中,,楊容清楊容清,,陳月燕陳月燕,,黎淑瑛在黎淑瑛在
OliviaOlivia生日派對互相交流生日派對互相交流

黎淑瑛黎淑瑛,,女兒女兒,,女婿在女婿在OliviaOlivia生日派對廣邀小生日派對廣邀小
朋友同樂朋友同樂

王妍霞王妍霞,,小燕子小燕子,,廖秀美廖秀美,,何真何真,,吳展瑩吳展瑩,,林琬真林琬真,,洪洪
良冰與良冰與OliviaOlivia奶奶奶奶,,公公公公,,婆婆婆婆,,哥哥及爸媽祝福哥哥及爸媽祝福

OliviaOlivia慶生會以海洋世界慶生會以海洋世界--美人魚為主題美人魚為主題,,小朋友小朋友
戳戳樂戳戳樂,,拉氣球拉氣球,,及阿姨叔叔姨婆及阿姨叔叔姨婆,,好友的祝福好友的祝福

OliviaOlivia一歲生日一歲生日,,在希爾頓花園旅館的在希爾頓花園旅館的grandgrand
ballroomballroom 温馨舉行慶生温馨舉行慶生,,並讓並讓OliviaOlivia抓揪抓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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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休斯頓報導) 一年一度的“北休斯頓華人
協會春節聯歡晚會”即將拉開帷幕，今年是在2月
8日 晚間五點開始，聯歡晚會中有美食佳餚、也有
精湛的各種表演，這已是北休斯頓華人協會第十
年舉辦春節晚會，也是北休斯頓地區裡，華人春
節活動中最具規模、最有看頭的，聚集數百華位
裔朋友，一同慶祝這個中華傳統文化裡最重要的
日子。

北休斯頓華人協會人才濟濟，臥虎藏龍，無
論是孩子的表演或是大人的節目，都有相當的水
平，台上表演出色，台下觀眾看的開心。另外還
有一群陣容堅強的義工積極參與，協調種種事宜
，讓晚會的演出得以順利成功。

今年的北休斯頓華人協會春晚，節目內容包
括音樂、舞蹈、相聲、唱歌、樂器表演、詩歌朗
誦等等，非常精彩，已經有許多人滿心期待要看
這場好戲連台的晚會。

北休斯頓華人協會會長王可珍表示，晚會各
項準備工作正在有條不紊的進行中，歡迎大家及
早網上購票。網站的“春晚購票”根據會場容量
設置了人數上限，購票數量到達這個人數上限將
自動停止繼續售票，讓大家歡聚一堂，共度佳節
！

另外，協會也希望能得到贊助商的支持，踴
躍贊助春晚，在歷屆春晚籌備活動中，都得到了
許多的募捐支持。這次春晚也不例外，接受個人

或團體名義募捐的物品與現金，部分款項將用於
晚會抽獎、補貼購買食物、和付場地租金，剩餘
款項將用於來年活動，協會所得到的收入全部用
於社區服務。

購票方式：請大家登陸協會官方網站 http://
nhcahouston.org，點擊“春晚購票”進行購票（門
票包含晚餐），並可以憑藉“門票”參加晚會的
抽獎活動（今年晚會準備了非常豐厚的獎品等你

來拿！）。還有，可以免費參加協會舉辦的其他
傳統活動（春季BBQ、夏季POOL PARTY、秋季
賽龍舟等等）。

春晚時間: 2020年2月8日 晚5pm-6pm就餐，
6:30pm-9pm演出。

春晚舉辦地址：Nancy Bock Center for Per-
forming Arts in McCullough Junior High School,
3800 S Panther Creek Dr, The Woodlands, TX 77381
。

北休斯頓華人協會網站: http://nhcahouston.
org/。郵件信箱: nhca.north.houston@gmail.com。

北休斯頓華人協會春晚積極進行中北休斯頓華人協會春晚積極進行中
歡迎購票與贊助歡迎購票與贊助 歡聚一堂共度佳節歡聚一堂共度佳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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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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al

I03-ITC_形象_C_80

辦公室招租  Office for Rent
●位置極佳，近中國城5分鐘.
●環境高雅，安全安靜，包水電，免費高速網絡，辦公傢具
●有大型停車場。
●Great location, 5 minutes drive from Chinatown.
●Safe and quiet work place with water and electricity, 
    free high-speed Internet, office furniture. 
●There has a large parking lot.

舉辦活動最佳地點  Event rental
●場地寬敞 設備齊全 
●有大型停車場。
●The great location to host various of events in Chinatown area.
●Spacious place with a large parking lot.

辦公室招租  Office for Rent
●位置極佳，近中國城5分鐘.
●環境高雅，安全安靜，包水電，免費高速網絡，辦公傢具
●有大型停車場。
●Great location, 5 minutes drive from Chinatown.
●Safe and quiet work place with water and electricity, 
    free high-speed Internet, office furniture. 
●There has a large parking lot.

舉辦活動最佳地點  Event rental
●場地寬敞 設備齊全 
●有大型停車場。
●The great location to host various of events in Chinatown area.
●Spacious place with a large parking l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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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國語, 英文, 西班牙語
接受各種醫療保險, Medicare

孫全｜骨外科執照醫師｜臨床醫學博士
成人骨病, 關節病, 關節重建及置換手術專科醫師

David Q. Sun, MD Adult Joint Diseases and Reconstruction

General Orthopedics

主治：各類骨關節疾及外傷
專科：成人關節重建及置換手術 

治療中心地址及時間：周一至周五
周二, 周五: Willowbrook Office: 13333 Dotson Road, Suite 180, Houston, Texas 77070

周三: Springwoods Village Office: 2255 East Mossy Oaks Road, Suite 440 Spring, Texas 77389
周二, 周四: Red Oak Office: 17270 Red Oak Drive, Suite 200, Houston, Texas 77090

KSF 
骨病專科
治療中心
建於1976

(281)440-6960
www.ksfortho.com 國語電話: 713-835-8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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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3-FA_YiZhouMD周藝_16C_2467

7850 Parkwood Circle Dr, B6 Houston.TX 77036

（牛皮癬，慢性濕疹， 

老年性皮膚瘙癢和白癜風）。

 JIAXIN LU, M.D

Board Certified by ABIM

星期日       2020年1月5日       Sunday, January 5, 2020



BB88美南人語

JY家庭全科及急症

高 血 壓

糖 尿 病

高 血 脂

常見皮膚病

皮膚活檢

婦 科 病

兒 科 病

老年癡呆

骨質疏鬆

憂 鬱 症

感 冒

咽喉痛

鼻竇炎

腹 瀉

尿 路 炎

關節注射

動物抓咬傷

清創縫合

角膜異物清除

地址:6609 W Sam Houston PKWY S STE 98 Houston, TX 77072 (位於8號公路及百利大道東北角及Shell加油站旁廣場)

Tel:(832)433-7159

本診所自2014年起
週一、二、三、五、六： 8:30am - 5pm
週四、週日 公休 

顧瑛 醫學博士
美國家庭醫學會資格認可醫師
美國老年醫學會資歷任可醫師

主 治 急 症
體檢特價  體檢+化驗:$125
①+女科婦科、宮頸膜片+$45
②+男性前列腺表面抗原+$20

移 民 體 檢

D03FA_JY顧瑛567B_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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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比香港晚回歸兩年，
回歸前，其經濟、社會、
文化、政治發展水平遠不

及香港。澳門回歸二十週年在即，各方面發展水平都已超越香港
。這是為什麼？

答案很簡單，澳門民眾在歷屆特區政府和歷任特首的帶領下
, 充分尊重中央政府，認血脈親情，把心思花在中央政府給予的
框架性一攬子扶持澳門政策（簡稱CEPA）上，如此一心一意建
設澳門，才有今天百業興旺、民眾安居樂業之欣欣向榮之盛況。
澳門人口65萬，面積32平方公里，均不及香港新界的人口與面
積。然而，從1999年回歸祖國至2018年，澳門人均GDP由1.5
萬美元增至 8.7 萬美元，19 年來增幅達到 4.8 倍，年均增幅達
16.2%。眼下，澳門人均GDP排名為亞洲第一、世界第二。香港
回歸那年GDP總量是大陸的18%，但到2018年，已下滑到不足
大陸的3%。

1997年，北京、上海、廣州的GDP之和都遠不及香港。如
今，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的GDP總量皆已超過香港。十年
前，香港人均GDP還超過新加坡一大截，如今新加坡人均GDP
則達到了5.2萬美元，領先1.4萬美元。

貨物貿易方面，自2006年起所有澳門原產地貨物進入大陸
全面實施零關稅；服務貿易方面，大陸對澳門在40多個領域採
取383項特殊開放措施，並繼而在2009年實現澳門與大陸服務貿
易完全自由化，反觀香港，則是多年在原地踏步還抱怨不斷…

說到澳門，大陸民眾先入為主的印像是澳門的博彩業。歷史
上，澳門的博彩業稅收一度占到澳門財政收入之四成。可如今大
陸民眾若仍然以為澳門靠博彩業而存在，那就大錯特錯了。

回歸二十年後，博彩業的稅收已降到澳門全部財政收入不到
一成半，會展業取代博彩業異軍突起，在面積僅有30平方公里
的澳門，舉辦過的各類國際性會議和會展超過1030餘場，平均

每個工作日超過3場。
會展業大發展，也使得人流物流信息流匯聚澳門。 2003年7

月，澳門率先向大陸居民開放赴澳門“個人遊”，截止9月
，大陸赴澳“個人遊”累計超過6828萬人次。澳門人對大陸

同胞並無排斥心態，沒有罵大陸同胞為“蝗蟲”，沒有對大陸同
胞實施限購，更沒有哪家澳門媒體故意挑動澳門居民與大陸游客
的對立情緒。

於是，僅2013年，大陸同胞到澳門旅遊人數超過2932萬人
次，約為澳門本地人口的47倍！今年，澳門回歸20週年，將迎
來超過4000萬名旅客，旅遊業自然成了澳門的第一支柱產業，
令會議會展、旅遊、酒店餐飲、購物、廣告、金融結算等服務性
產業鏈越拉越長，越拉越粗。

澳門投大陸於桃，大陸報澳門於李。 2009年8月，國務院
批复實施珠海《橫琴島總體發展規劃》，提出逐步把橫琴島建設
成為“一國兩制”下探索粵澳合作新模式的示範區。

如此合作跨度與幅度，已遠遠超越了澳門與大陸簽署的
CEPA合作框架之範疇，足見澳門與大陸合作之深、合作之順、
合作十分默契。反觀香港，與大陸合建產業園恐怕連念想都未曾
有過。

澳門特區政府財政充盈，民生投入自然水漲船高。教育財政
預算，回歸那年13.2億澳門元，去年超過60億澳門元。澳門高
校回歸前只有4所，目前增加至10所。澳門孩童從幼兒園到高中
的15年全部實施免費教育，開亞洲地區之先河。特區政府醫療
衛生資源投入，回歸15年間翻了2番。初級衛生保健體係被世衛
組織尊為“太平洋地區典範”。澳門居民如今人均壽命高達84
歲，排名全球第二在財政盈餘比較充裕的年份，特區政府還會以
現金分享的方式，直接向澳門永久性和非永久性居民發放現金
。 2008 年，特區政府分別向澳門永久性和非永久性居民發放
5000 元和 3000 元；2019 年，特區政府向永久性居民每人發放
10000元，向非永久性居民每人發放6000元。

其實香港與澳門，前者是祖國的手心肉，後者乃祖國的手背
肉。雖說手心手背都是肉，但終究有點區別。中央對香港的操心

事實上要遠大於對澳門的操心。
澳門後來居上，除了前文所說的“不折騰”，更系澳門特區

政府、立法會議員、澳門居民對治澳基本法的信守，葡萄牙政府
、澳門葡萄牙裔居民對中國主權的尊重。

2009年2月25日，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
本法》第二十三條製定的《澳門特區維護國家安全法》通過。在
澳門，審議法案時必須逐條表決。

當天的表決結果是：大部分條文獲全票通過，所有條文均獲
高票通過。而在該法案公開諮詢期間，特區政府共收到784份各
界意見，近九成各界意見贊成就維護國家安全立法，澳門人的愛
國精神，對國家安全的責任感，以及強烈的國家主權意識可見一
斑。

15年來，在處理與中央政府的關係時，凡涉及中央管理的
事務和中央與澳門關係的事務，特區政府都一一依法向中央書面
報告請示，凡需要中央批准、備案的都及時報批、報送備案。

這不僅反映出澳門行政長官對基本法的深刻理解和對處理澳
門政制發展問題的嚴謹態度，更體現出澳門行政長官對全國人大
常委會就特別行政區所享有的憲制性絕對權力的充分尊重。

“一國兩制”對於澳門政制的基本保障，其核心就是“澳人
治澳”和“高度自治”。這一基本保障有一個根本性前提，那就
是負責治澳的“澳人”，首先必須做到“愛國愛澳”。

若做不到這一條，甚至甘願充當西方勢力的代理人，今天的
澳門社會就絕不可能發展得如此美滿和諧，澳門政制亦不可能作
井然有序、健康高效之運行。

上任澳門特首崔世安曾總結說：“澳門民眾普遍認識到澳門
是處於國家主權下的、具有高度自治的特區，因此，只有國家利
益得到充分維護，特區利益才能獲得根本保障。”歷任澳門特首
的確都是明白人，誠心實意把澳門利益融入國家利益之中，這正
是特區政府團結、聚集澳門經濟社會發展的向心力所倚。

未來二十年，澳門面臨的挑戰不會少，但澳門會更好，因為
澳門將繼續拒絕折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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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 大幅領先香港的根源

楊楚楓楊楚楓

楊楚楓楊楚楓

三寫樂壇教父黎小田

去年12 月聖誕節歡天喜地的時刻
，乍然聽到香港樂壇教父黎小田在醫
院病逝的消息後，筆者十分難過惋惜
，因為他去世之時，歲數不長，僅僅
只是73 歲而矣，應該是屬於壯年一族
。放眼港澳地區，像他這樣文釆非凢
、學藝精深的，就有戲劇大師鍾景輝
、影壇長青樹謝賢、胡楓；香港新聞
界政論大師林行止、李怡，澳門詩家
程長徵、李烈聲等等 他們都是年逾80
，精力尚健人仕，仍然為港澳文化事
業效力。因此當聽到黎小田早登仙界
，當然是惋惜不已。上世紀六十年代
後期我當澳門娛樂版小編時，已經認
識他。小田跟傳媒關係很好，因為他

的媽媽楊莉君是位作家，在不少報紙
雜誌撰寫文章；是我的前輩及同姓老
師，跟我的工作扯上關係。所以聽到
小田離世消息，港澳不少行家都感到
傷感。

其實我是在電影《頑童奇遇記》
中知道黎小田名字的。這部電影當年
在澳門永樂戲院放映，我是掹衫尾入
場睇的。在戲中，小田跟謝賢和南紅
一起演出，活潑童真表露無遺，觀眾
都很喜歡這位小朋友。後來他還拍了
《可憐天下父母心》，跟白燕、張活
遊、蕭芳芳、馮寶寶、王愛明等一起
演出，成為粵語片經典之作。

不過，小田事業最成功的還是在
音樂創作方面。其個人創作的歌曲有
幾百首，直接影響香港樂壇發展方向
。尤其是八十年代所創作的香港電視
劇主題曲，直接影響劇集的收視率，
當中深入人心的有《天蠶變》、《戲
劇人生》、《人在旅途灑淚時》、
《大地恩情》… …數之不盡。

小田的作品令我最難忘懷的有兩
首，就是電影《胭脂扣》主題曲，由

梅艷芳主唱，成為當年香港電
影金像獎最佳歌曲，梅艷芳亦
憑此戲膺金馬影后。事實上，
梅艷芳由小田一手捧紅，這首
電影主題曲真是經典之經典，

可以說是百聽不厭，我每聽一次，都
有不同感法，真是盪氣迴腸，諸君若
是不信，隨時隨地上網試聽，當知我
楊某人，所言非虛。另外一首是《你
令我快樂過》，由他捧紅的呂方主唱
，聽聞小田創作這首歌時，因想念前
妻關菊英，因而有感而發，創作出來
的。

小田是位開心快活人，喜歡吃喝
玩樂。常常在酒吧遇上他，大家飲嚇
威士忌，暢談娛樂圈中的喜怒哀樂、
星海浮沉。小田和媽媽感情很好，他
十 幾 歲 時 已 擁 有 的 第 一 隻 勞 力 士
（Rolex)手錶，這是價值過萬港元的
瑞士名錶，就是媽媽買給他的禮物，
可見楊莉君是如何疼惜他的。

對於黎小田的逝世，人們憶念這
位殿堂級作曲家的同時，當會想起他
的《問我》、《天蠶變》、《殘夢》
等名曲。五十年前七十年代成長的香
港電視迷，依依不捨這位陪伴港人成
長的大師，那是電視台百花齊放的年
代，更是港人午夜夢迴莫失莫忘的黃

金歲月。
對吾等資深視迷來說，印象深刻

是麗的電視力戰無綫電視的日子。依
然記得的是，《天蠶變》 「獨自在山
坡，高處未算高」的 「我高視闊步」
飄揚屋邨樓際之間；《殘夢》的 「遠
時像遠山夢迷濛，千里夢飄送」意景
，在千萬廣廈傳播的往日。當年與顧
家煇作曲，黃霑、鄧偉雄作詞的無綫
強陣相比，黎小田作曲、盧國沾作詞
，關正傑葉振棠主唱的麗的班底，在
香港還未至於一台獨大的七十年代末
八十年代初，自成一股勢力。這一股
麗的勢力，給了當時社會不一樣的選
擇空間。

這便是我們曾經擁有的香港，那
是香港面對巨變的世代。從板間房胼
手胝足，到上樓入邨安身立命，就在
這時，免費電視提供的娛樂，讓從工
廠辦公室學校回家的港人，可以欣賞
甚有水準的節目。晚飯過後，那時的
電視，讓人們有太多選擇，家人為看
節目爭吵，幾乎是每個香港成長家庭
的必經之路。於今回看，你撳甲台我
轉乙台的相爭，卻是甜蜜不已的回憶
。畢竟，世事均有得選擇，才是城巿
之光。這是顛撲不變的真理呀！

多元社會有著無窮無盡的可能，

麗的電視面對無線電視大台，雖然身
處弱勢，然而憑著一批電視人傾力打
拼，在香港上空的大氣電波中，仍然
可以打出另一片天。無綫固然有其擁
躉，但是麗的也有不少視迷，尤其是
麗的創作班子強勁，社會劇、武俠劇
、宮幃劇，均自成一派，在收視率爭
霸戰殺出打出一條血路。當年香港就
有一個少年夥伴，因為天天追看的電
視台的《大內群英》，由此萌生興趣
，竟在課餘之際，硬是把清史由頭到
尾讀了一遍。或許有人說，這是白頭
宮女話當年，但當年確是目不暇給，
有競爭就有進步，受益是電視機前的
一群廣大香港市民。

於今想來，往事己隔四十載，當
年種種如今再度憶起。再聽大師昔年
的作品，於即將踏入廿一世紀第三個
十年的前夜， 「誰在夜深苦追憶，眷
戀半段殘夢」餘韻不絕，深入心扉。
際此當前的香港，那是難捨難離的五
內撼動，是即將佚失的一個時代的記
認。

( 對於黎小田離世的消息，我已
盡一介書生、半相熟人仕身份，洋洋
灑灑，分三個星期天，寫下近8000 文
字，是繼香港才女林燕妮前年仙逝後
，又一次作詳細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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繽紛多彩的尼泊爾大象節繽紛多彩的尼泊爾大象節

威風凜凜威風凜凜
獵犬跟隨主人參加英國傳統狩獵日獵犬跟隨主人參加英國傳統狩獵日

在英國的奇丁斯通在英國的奇丁斯通，，獵犬跟隨主人參加節禮日狩獵活動獵犬跟隨主人參加節禮日狩獵活動。。 節禮日節禮日
，，聖誕節次日或是聖誕節後的第壹個星期日聖誕節次日或是聖誕節後的第壹個星期日。。在英國在英國，，每年聖誕節後的每年聖誕節後的
節禮日節禮日，，許多人都會扛起獵槍許多人都會扛起獵槍，，前往鄉下開啟他們的節禮日狩獵狂歡前往鄉下開啟他們的節禮日狩獵狂歡。。

斐
濟
遭
熱
帶
氣
旋
襲
擊
多
地
受
災

斐
濟
遭
熱
帶
氣
旋
襲
擊
多
地
受
災

在斐濟瓦努阿島蘭巴薩的壹個村莊在斐濟瓦努阿島蘭巴薩的壹個村莊，，道路上的簡易橋梁被洪水沖垮道路上的簡易橋梁被洪水沖垮
。。 南太平洋島國斐濟南太平洋島國斐濟2727日起遭熱帶氣旋日起遭熱帶氣旋““莎拉伊莎拉伊””襲擊襲擊，，多地大風暴多地大風暴
雨不斷雨不斷，，出現洪水等災情出現洪水等災情，，目前已有目前已有11人死亡人死亡。。

會說會說話的機器人上崗
但讓它但讓它們好好聊天仍是個技術活

人類的對話是極其復雜的，其

中每個語句都建立在對應的語境和

上下文的基礎上。因此，對話智能

體需要通過對語言和語境的深度理

解來更加有效地學習。

“我想買手機有什麼推薦嗎？”

“三星的不錯，我之前壹直用三星

的。”“魅族是國產手機十大品牌

之壹，好不好，用了才知道哦。”

“小米也不錯。”“小米比大米有

營養。”這些看似時而認真，時而

無厘頭的對話和我們日常微信群聊

看似並無二致，但其實在這個群裏

聊天的都是機器人。

能讓機器人們聚在壹起好好

聊個天可是個技術活，不僅要把

多智能體強化學習的方法應用在

自然對話場景中，還需要優化社

交機器人在不同上下文語境下的

談話策略。在日前天津高新區舉

行的第三屆社交機器人論壇暨首

屆機器人群聊比賽研討會上，多

個社交機器人在同步對話的比賽

現場壹較高下。

這群機器人聊天有點“尬”
據了解，本次比賽嘗試將多智

能體人機對話的技術應用在自然對

話場景中。比賽選取特定主題的

啟動句，打亂啟動順序，經過單

輪或者多輪，生成符合主題且流

暢的對話，最終采用自動評價和

人工評價相結合的方式，根據主題

相關性、語言流暢性和語境相關性

進行打分。

“剛剛還是壹群在認真聊天的機

器人，卻可能因某壹個機器人的話

鋒壹轉，整個話題就被帶入尬聊場

景。就像那個推薦手機的話題，明

明是在聊手機，就因為壹個機器人

說了小米，整個話題就變成了美食

和養生。”大賽組委會委員、哈爾

濱工業大學副教授張偉男介紹說，

通過這次比賽，我們看到機器人們

的聊天能力有所增強，但是與真人

聊天相比還存在幾個問題：多樣性

程度比較低，語言比較貧乏，回復

重復率高；壹致性能力弱，同壹個

群聊下，機器人經常前後回復出現

矛盾；主題漂移，就是我們常說

的跑題，幾乎每個群聊到最後都

跑題；質量不穩定，回復質量差的

機器人嚴重影響群聊質量，機器人

不能很好地篩選對話歷史進行回復

決策。

三種主流技術各有優缺點
讓機器人群聊看似簡單，卻都

需要人工智能的交互式實現技術

——人機對話技術的發展作為支撐

。獲得首屆機器人群聊大賽第壹名

的隊伍FunNLP的指導老師，天津大

學副教授張鵬介紹說，在研究上，

大數據和深度學習共同推動了自然

語言理解技術的發展。目前實現人

機對話有三種主流技術，各有優缺

點。

基於規則的人機對話系統，機

器人需根據系統中預先定義的壹些

規則來進行回復，例如關鍵詞、

if-else條件等。這種技術最大的缺點

是需要人工撰寫規則，要定義的規

則太多，需要付出極大的努力來做

規則設計。

基於檢索的人機對話系統，直

接從預先定義的候選池中選擇最佳

的答案，但缺點是無法應對自然語

言的多變性、多義性、語境結構、

連貫性等，且當輸入消息的語義差

別很小時，機器人便無法精確識別

，以至於無法生成新的回復。

“目前基於生成模型的人機對

話系統是研究的熱點。”張鵬表示

，與檢索型對話機器人不同的是，

它可以生成壹種全新的回復，因此

相對更為靈活。但是這種系統有時

候會出現語法錯誤，或者生成壹些

沒有意義的回復。

目前還難達人類對話水平
在我們日常生活中，不同類型

的人機對話可謂是隨處可見：閑聊

式對話，如微軟小冰；任務驅動的

多輪對話，如訂餐對話系統等；問

答式的對話，如汽車語音系統；推

薦式對話，如壹些客服機器人。其

中閑聊、問答和任務型對話是用戶

輸入內容後系統才會給出相應的回

復，而推薦式系統主動向用戶提供

服務和信息。但由於各項技術尚未

成熟，因此對話機器人還達不到類

人的對話水平，表現不夠靈活，甚

至會產生壹些笑料。

對於本次比賽的機器人在群聊

回復方面出現的壹些問題，張鵬解

釋說，這主要是由三方面原因造成

的。首先對話機器人在理解群聊對

話記錄，回復的情感壹致性及與其

他機器人的交互三個方面存在壹定

的問題。所以群聊過程中出現了機

器人自顧自回復或者是矛盾性回復

等現象。

其次，訓練機器人聊天是需要

大量數據的，但某些特定領域的對

話數據相當有限，如本次比賽中的

數碼產品和美食主題。並且，這些

領域的中文閑聊型對話數據的收集

和對話系統的構建都是十分耗費人

力的。

第三，目前基於神經網絡的對

話系統主要依賴於大量結構化的外

部知識庫信息和對話數據，系統通

過訓練來“模仿”和“學習”人類

說話，這也導致了回復語句單壹的

問題。因此，對話智能體需要通過

對語言和語境的深度理解來更加有

效地學習。

像人壹樣聊天還需深入理解
語境

“雖然深度學習技術被充分

運用，技術水平有所提高，但是

以目前的技術來說，要做到讓機

器人像人壹樣聊天還有壹定的難

度。”張鵬表示，人類的對話是

極其復雜的，其中每個語句都建

立在對應的語境和上下文的基礎

上，朋友們在聊天時甚至能在對

方說話之前就預料到下壹句會說

什麼。

若想要達到相當於人類對話的

水平，目前有幾種方法可以探討。

其中壹種是構造龐大且高度復雜的

AI模型，如現在基於Transformer結

構的Bert模型和GPT模型，其參數

量已達到數億級。然而模型越大

，從用戶輸入信息到對話系統反

應之間的延時就越長，而且實質

上，此類模型仍然需要依賴於大

量的數據，這與人類的思考和學

習方式不符。

第二種是Meta Learning技術，

這種技術需要機器人具備學會學習

的能力，能夠基於過往的經驗快速

地學習。這類模型是模擬人的思考

與學習方式，從本質上更接近人類

間的相互對話。但問題是我們需要

結合具體的任務，提出基於 Meta

Learning的解決方案，這無疑需要更

加深入的研究。

第三種是強化學習技術，強化學

習系統由智能體、狀態、獎賞、動

作和環境5部分組成。現在的研究

工作主要是將強化學習應用於任務

型對話系統的策略學習上，強化學

習能解決基於規則策略存在的泛化

能力差、人工成本高等問題，並且

無需大量的訓練語料，只需要壹些

目標，便能夠提高任務型對話的質

量，彌補了深度學習的壹大缺點，

當然強化學習也會帶來很多挑戰，

比如智能體會給當前互動的環境帶

來壹定的影響等，這些都是需要我

們去不斷探索和深入研究的。

綜合報導 全國住房和城鄉建設工作

會議在京召開。住房和城鄉建設部部長

王蒙徽全面總結 2019 年住房和城鄉建設

工作，分析面臨的形勢和問題，提出

2020 年工作總體要求，對重點工作任務

作出部署。

王蒙徽表示，2020年要著力穩地價穩

房價穩預期，保持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

展。長期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

炒的定位，不把房地產作為短期刺激經濟

的手段，繼續穩妥實施房地產市場平穩健

康發展長效機制方案，著力建立和完善房

地產調控的體制機制。

他強調，要著力完善城鎮住房保障體

系，加大城市困難群眾住房保障工作力度

。抓好完善住房保障體系試點工作，爭取

形成可復制、可推廣經驗。並發展公租房

，強化對環衛、公交等行業困難群體的精

準保障。同時，進壹步完善支持政策，做

好城鎮老舊小區改造工作。

在新市民住房方面，王蒙徽指出，將

著力培育和發展租賃住房，促進解決新市

民等群體的住房問題。培育機構化、規模

化租賃企業，加快建立和完善政府主導的

住房租賃管理服務平臺。重點發展政策性

租賃住房，探索政策性租賃住房的規範標

準和運行機制。

此外，王蒙徽指出，將建立和完善城

市建設管理和人居環境質量評價體系，開

展“美麗城市”建設試點；加快構建部、

省、市三級CIM平臺建設框架體系；系統

化全域推進海綿城市建設，推進基礎設施

補短板和更新改造專項行動。

中原地產首席分析師張大偉表示，此

次會議強調2020年房地產調控仍將堅持以

穩為主，進壹步明確房地產調控基本原則

不會改變，中央遏制房價上漲的決心不會

改變。

此次會議部署中，沒有再次強調“堅

持因城施策、分類指導，夯實城市主體責任”“繼續

保持調控政策的連續性穩定性”等具體調控思路，而

以“不把房地產作為短期刺激經濟的手段，繼續穩妥

實施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長效機制方案，著力建

立和完善房地產調控的體制機制”等表 述作為工作

指導。

張大偉表示，穩地價、穩房價、穩預期的長效管

理調控機制，關鍵要處理好住房消費和投資、房地產

和經濟增長的協調關系，降低房地產的投資屬性、回

歸居住屬性。

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與競爭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鵬

飛表示，從2016年開啟的本輪調控在宏觀經濟復雜變

化的形勢下堅持下來，樓市初步穩定。2020年，在沒

有重大政策轉向和意外事件沖擊的情況下，總體市場

將繼續保持降溫通道，不會產生劇烈波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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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31 1 2 3 4 5-J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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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民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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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度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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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民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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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民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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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進萬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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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6/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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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視劇《中國往事》 第31~35集

鞠萍姐姐講故事

健康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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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檔案 (重播)

開門大吉

央視國際新聞

中國文化

城市一對一 (重播) 休士頓論壇 (重播) 易經

檔案 (重播) 華人世界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易經 (重播)

海峽兩岸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武林風 (重播)

電視劇《中國往事》 第31~35集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幸福帳單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海峽兩岸

休士頓論壇 中華醫藥

中國文藝

今日關注 (重播)

經典電影

出彩中國人

易經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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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藝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行之中國

出彩中國人 (重播)

大魔術師 (重播)

開門大吉 (重播)

22:30-23:00 養生堂五味草堂

中華情 城市一對一

中華情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直播)

美南大咖談

電視劇《金婚》 第47~50集
電視劇《大境門》 

第1集

電視劇《大境門》 
第1集 (重播)

電視劇《金婚》 第47~50集 (重播)

今日亞洲

美南大咖談 

Chinese Class

今日關注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美南大咖談 

國內首檔“融媒體＂新聞評論節目，給你不一樣的新聞體驗。 

▲ 節目截圖

節目介紹：
《中國輿論場》是CCTV4推出的國內首檔“融媒體”新聞評論節目
。最新輿情，最熱話題，明辨是非，凝聚共識。借助大數據，每天
發布的輿情指數，權威專家客觀點評，引入在線觀眾席，多屏互動
，給你不一樣的新聞體驗。 
本期主題：雙航母對中國海軍戰力有多大提升？

播出時間：
每週日中午12:30首播，重播時間為每週日晚上9:30，
以及週一早晨8:30。

 

▲ 節目截圖

《中國輿論場》精彩
節目介紹

美南廣播電視台     看電視聽廣播

美南國際電視STV15.3為方便觀眾收看，
「電視廣播合為一體」

               不需任何付費，
             觀眾可24小時直接收看及收聽該頻道，
             行車間也可方便收聽，輕鬆獲取美南電視節目
             以及各類國際、社區重大資訊。 

 3. 下載Apps收看：
         可在蘋果商店搜尋  
      「Today America」，
         下載Apps，除了
         可用手機讀報
         更方便，也可以在Apps裡
         收看STV15.3 電視直播。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如需開車時收聽廣播，請鏈接到車載音響設備 (數據線/藍牙設備），效果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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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輸入該平台網址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就可直接連結美南國際電視直播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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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V15.3 Houston

1. 掃二維碼(QR code)：
        觀眾只要掃描報上的二維碼，
        就可連結到美南國際電視，
        直接在手機上觀看STV15.3。
 

美南廣播電視台     看電視聽廣播

美南國際電視STV15.3為方便觀眾收看，
「電視廣播合為一體」

               不需任何付費，
             觀眾可24小時直接收看及收聽該頻道，
             行車間也可方便收聽，輕鬆獲取美南電視節目
             以及各類國際、社區重大資訊。 

 3. 下載Apps收看：
         可在蘋果商店搜尋  
      「Today America」，
         下載Apps，除了
         可用手機讀報
         更方便，也可以在Apps裡
         收看STV15.3 電視直播。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如需開車時收聽廣播，請鏈接到車載音響設備 (數據線/藍牙設備），效果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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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輸入該平台網址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就可直接連結美南國際電視直播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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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V15.3 Houston

1. 掃二維碼(QR code)：
        觀眾只要掃描報上的二維碼，
        就可連結到美南國際電視，
        直接在手機上觀看STV15.3。
 

《文華時間》

《新聞面對面》

意見領袖、時尚先鋒、行業精英、
業界大咖。。。。。。

熱點時事、熱門話題、勵誌故事、
傳奇人生。。。。。。

美南國際電視最新訪談欄目

《美南大咖談》隆重上線！
本期嘉賓：休斯頓TMCO交響樂團
中提琴演奏家劉銳、青年鋼琴家

LULU LIU;
熱點話題：青年鋼琴家LULU LIU的
成長之路、青少年音樂教育等
歡迎點擊以下鏈接收看：

https://youtu.be/TmqpViWMapA

《美南大咖談》報紙預告：

星期日       2020年1月5日       Sunday, January 5,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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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4日（星期六）體育新聞5 ■責任編輯：周文超

國足集訓名單出爐
鄭智武磊無緣

■■ 20032003年年，，李鐵李鐵（（左左））為國足為國足
披甲披甲，，迎戰巴西隊迎戰巴西隊。。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 李鐵上月中率領國足選拔隊參加李鐵上月中率領國足選拔隊參加
東亞錦標賽東亞錦標賽。。 新華社新華社

在納比辭職在納比辭職4949天後天後，，國足教鞭國足教鞭

等來的繼任者等來的繼任者，，一如外界預料一如外界預料，，正正

是李鐵是李鐵。。22日日，，中國足協正式任命中國足協正式任命

李鐵為中國國家男子足球隊主教李鐵為中國國家男子足球隊主教

練練。。而他接過的使命而他接過的使命，，是帶領球隊是帶領球隊

再次向世界盃進發再次向世界盃進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中國足協2日公佈了新
一屆國足集訓名單，共27人入選，艾克森、韋世豪、李可
等人領銜，老將鄭智及正在西班牙參賽的武磊榜上無名。

據中國傳媒報道，國足將於本月稍後時間起進行為期
三周的冬訓，主要重點放在體能儲備方面。對比李鐵帶隊
的東亞盃國足選拔隊，門將位置顏駿凌回歸，後衛位置增
補了恒大的高准翼、張琳芃等人，中場方面納比時期的蒿
俊閔、吳曦等人依然是核心，前場艾克森、楊旭等世預賽
主力也悉數入選，李鐵在保留了納比時期主力框架的情況
下，又酌情補充了自己東亞盃帶隊時的得力幹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港超
（中銀人壽香港超級聯賽）轉會窗重開，不
少球隊均有人腳變動，希望下半季戰績有所
提升，其中香港飛馬由東方龍獅借入前鋒慕
沙，而冠忠南區則有前飛馬球員文迪斯加
盟。

剛引入盧卡斯及辛祖的東方龍獅鋒線出
現人滿之患，季前加盟的前元朗前鋒慕沙確
定離隊，這位26歲巴西外援將以借將身份加
入香港飛馬，並穿起14號球衣。飛馬主帥文
彼得坦言對慕沙青睞已久：“上季慕沙効力
元朗時已經很留意他，我們缺少像他這樣具
活力的前鋒，而且我們陣中有不少前元朗球
員，相信他可以迅速融入球隊發揮作用。”

目前於聯賽排名第 7的飛馬只錄得 1
勝，文彼得表示球隊尚有其他引援目標希望

提升戰力：“之後還希望在中前場增強實
力，目前有三個目標洽談當中，其中一個是
艾華。”

而慕沙亦表示對新環境感到期待：“飛馬
對我來說並不陌生，這裡有很多前隊友，亦有

同鄉拉菲爾，我很期待與他們再度合作。”
另外有高美斯轉投傑志的南區則簽入阿

根廷球員文迪斯，這名31歲中場上半季曾効
力飛馬，不過其後以未能適應香港環境為由
解約。

2020年直通釜山世乒賽團體賽選拔賽 ──“地表最強12
人-2020直通釜山”（“地表最強12人”）在深圳羅湖體育館正
式打響。許昕/孫穎莎的“臨時組合”以3：0戰勝馬龍/丁寧，獲
得混雙冠軍。

從2020年的第一天起，國乒就開始了世界頂級賽事的角
逐。為了更好地備戰東京奧運會，本次地表最強12人也加入了混
雙項目。在首輪比賽中，許昕和臨時頂替劉詩雯的孫穎莎頂住壓
力，在先失一局的情況下，以4：2逆轉戰勝了梁靖崑/陳夢組
合。而馬龍/丁寧與樊振東/顧玉婷則均以4：0分別戰勝了林高
遠/王曼昱與于子洋/朱雨玲。

最終，經過“血戰到底”的激烈角逐，許昕/孫穎莎組合以
3：0戰勝馬龍/丁寧，獲得本次賽事的混雙冠軍。在賽後接受媒
體採訪時，許昕坦言感受到了大賽的壓力。而馬龍則表示在步入
奧運年後會繼續調整身體狀態，在東京奧運上保持穩定的發揮。

另外，在2日的單打項目第一階段的爭奪中，男單樊振東和
林高遠均4：0橫掃獲勝，女單孫穎莎4：1過關，丁寧4：0零封
晉級。 ■中新網

CBA公司1日公佈了2020年廣州全明星賽南北區首發以及替補球員和教練組名單。

南區首發陣容：易建聯（廣東宏遠）、王哲林（福建潯興）、沈梓捷（深圳新世紀）、趙睿（廣東宏遠）、
胡明軒（廣東宏遠）

南區替補陣容：吳前（浙江稠州）、陳林堅（福建潯興）、胡金秋（浙江廣廈）、賀希寧（深圳新世紀）、
付豪（八一）、吳冠希（江蘇肯帝亞）、馬庫斯·鄧蒙（浙江稠州）

北區首發陣容：周琦（新疆廣匯）、翟曉川（北京首鋼）、韓德君（遼寧瀋陽三生）、林書豪（北京首鋼）、
郭艾倫（遼寧瀋陽三生）

北區替補陣容：陶漢林（山東西王）、可蘭白克．馬坎（新疆廣匯）、趙繼偉（遼寧瀋陽三生）、
方碩（北京首鋼）、時德帥（天津榮鋼）、孫悅（北京控股）、原帥（山西國投）

全明星賽教練員名單為：南區主教練杜鋒、助理教練劉維偉；北區主教練阿的江、助理教練郭士強。

2020年CBA全明星周末將於本月11日至12日在廣州體育館舉行。 ■新華社

國足新一期集訓名單國足新一期集訓名單
廣州恒大 艾克森、韋世豪、高准翼、

張琳芃、劉殿座
北京國安 于大寶、張稀哲、池忠國、

李可、李磊
上海上港 蔡慧康、顏駿凌
江蘇蘇寧 李昂、吉翔、吳曦
山東魯能 劉彬彬、蒿俊閔
武漢卓爾 明天、李行、劉雲、董春雨
河北華夏 姜至鵬、董學升
廣州富力 唐淼
天津泰達 楊帆
天津天海 楊旭
上海申花 曹贇定

為備戰2022年卡塔爾世界盃預選賽亞
洲區40強賽下一階段比賽，中國足

協日前組織舉行了國家男子足球隊主教練
的公開競聘。經過專家委員會的評估推
薦，中國足協研究批准，李鐵出任中國男
足主教練。

據中國足協秘書長劉奕介紹：“中國
足協研究了李鐵在武漢卓爾俱樂部隊和東
亞盃時的帶隊表現。卓爾隊是以去年中甲
聯賽球員為班底，但在李鐵的帶領下取得
了相當不錯的成績（2019賽季中超第六
名）。他在帶隊打東亞盃時，球隊集訓時
間非常短，參加了世界盃預選賽的絕大部
分國足球員也沒入選。我們感覺他指揮的
三場比賽每場都有明顯進步。他帶來的變
化，是我們未來想看到的變化。比如說，
前場高壓，陣型的緊湊和嚴密，後場由守
門員發動組織進攻。他帶隊時間很短，能
讓這些變化在局部比賽的局部時段展現出
來，我們認為已經非常不容易了。”

展示出極強的求勝慾
劉奕透露，在與專家組的面試過程

中，李鐵展示出極強的求勝慾望。“他的

精神氣質，是我們希望他能帶到這支國家
隊去的。”

中國足協表示，將全力支持主教練李
鐵的團隊，相信在主教練的帶領下，中國
男足將會帶着高度的使命感和榮譽感，刻
苦訓練、科學備戰，努力打造一支“能征
善戰、作風優良”的國家隊，全力以赴踢
好每一場比賽。新一期國家隊將於1月5日
在廣州開始集訓。

李鐵是中國足球運動員的傑出代表，
曾代表國家隊參加2002年韓日世界盃，也
曾在英超愛華頓効力。退役之後，先後擔
任廣州恒大淘寶俱樂部隊助理教練、中國
男足國家隊助理教練、河北華夏幸福俱樂
部隊主教練、武漢卓爾俱樂部隊主教練以
及國家男子足球選拔隊主教練。

少賽一場的國足40強賽還有4場比
賽，目前落後小組頭名敘利亞隊8分。國
足40強賽下一輪比賽（主場迎戰馬爾代夫
隊）將於今年3月26日舉行。

按照規則，40強賽8個小組的小組頭
名以及4個成績最好的第二名將進入下一
階段的12強賽。如要出線，國足恐需贏下
剩餘4場40強賽。 ■新華社

李鐵李鐵掌國家男足帥印掌國家男足帥印

飛馬獲東方借將慕沙 文迪斯投南區

CBA公佈全明星南北區陣容

許昕 孫穎莎
膺混雙“地表最強”

■■ 飛馬宣佈從飛馬宣佈從
東方龍獅借入東方龍獅借入
慕沙慕沙，，他將穿他將穿
起起1414號球衣號球衣。。

球會圖片球會圖片

■■ 許昕與臨時搭檔孫穎許昕與臨時搭檔孫穎
莎打出火花莎打出火花，，奪混雙冠奪混雙冠
軍軍。。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中國足協秘書長劉奕中國足協秘書長劉奕（（中中））指李鐵有極強的求勝慾指李鐵有極強的求勝慾。。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因非國際比賽日因非國際比賽日，，
武磊沒能入選國足集武磊沒能入選國足集
訓名單訓名單。。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 易建聯易建聯
順利入選順利入選
南區全明南區全明
星首發陣星首發陣
容容。。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接班納比 率隊向世界盃進發

■■ 前飛馬球前飛馬球
員文迪斯員文迪斯（（黃黃
衫衫））加盟冠忠加盟冠忠
南區南區。。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廣 告 BB1212

4號出口

星期四
9：00AM

星期日
10：30AM

44號出口
送$10元或$12餐券

請注意：
新開11:00AM班車 送$5元或$10餐券

25號出口
送$5元或$10餐券

每週七天 天天開車
9：00AM, 11:00AM,
1:00PM, 4:00PM,
6:30PM, 8:30PM
11：00pm

二家賭場任選，兩小時一班車

星期一 ～ 星期日
8：30AM, 6:00PM,
8：00PM, 10:30PM

T07_GREATLAND COACH八達旅遊567C_16

713-777-9988

上車地點: Houston Trade Center -100 Sharpstown Center #108 Houston, TX 77036

離休斯頓最近的賭場
只需要1小時

每週七天
9:00(直班）

車費$15享用$25

星期日       2020年1月5日       Sunday, January 5, 2020

Rel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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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醫師助理認證委
員會執照認可
精通國,台,英語

服務項目：
◎皮膚病治療   ◎關節痛治療
◎身體年檢      ◎各種極慢性病治療
◎癌症防治
◎推出減價移民體檢
◎到家診治行動不便患者

接受：
medicare, medicaid, 
molina, ambetter,  
community health choice 
等大多數醫療保險。

吳沛桓
醫生助理

西南紀念家庭全科 皮膚
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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