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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10 exit 44     800.584.7263     ccrla.com
Coushatta 支持理性的遊戲 Call 877-770-7867. Coushatta Casino Resort 由路易斯安娜的 Coushatta Tribe 經營管理

HAPPY NEW YEAR!
新年快樂！

Coushatta Casino Resort
祝大家度過一個充滿
愛，幸福和繁榮的新年！

謝謝您的光顧！

人 物 風 采人 物 風 采

金通律師金通律師
專精專精:: 聯邦及州法院各類刑事辯護聯邦及州法院各類刑事辯護﹑﹑
民事糾紛民事糾紛﹑﹑商業糾紛商業糾紛
代辦公司設立代辦公司設立﹐﹐執照申請執照申請
合同撰寫合同撰寫﹐﹐房地產合約房地產合約﹐﹐投資協議投資協議
電話電話:: 832832--917917--82328232
Email: tongjinattorney@gmail.comEmail: tongjinattorney@gmail.com
地址地址﹕﹕712712 Main Street, SuiteMain Street, Suite 24002400, Houston, Houston
TX,TX, 7700277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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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亞空投胡蘿蔔紅薯幹草澳大利亞空投胡蘿蔔紅薯幹草 救援火災受困動物救援火災受困動物

黑帽懸猴安家昆明黑帽懸猴安家昆明
與遊客正式見面與遊客正式見面

黃河壺口瀑布晶冰伴彩虹蔚為壯觀黃河壺口瀑布晶冰伴彩虹蔚為壯觀

陜西黃河壺口瀑布水流湍急陜西黃河壺口瀑布水流湍急，，巨浪翻滾巨浪翻滾，，濺起巨大水霧騰空而起濺起巨大水霧騰空而起。。瀑布瀑布
兩岸冰淩素裹兩岸冰淩素裹，，冰峰倒掛冰峰倒掛，，晶瑩剔透晶瑩剔透。。瀑布旁邊彩虹呈弧形從天際插入水中瀑布旁邊彩虹呈弧形從天際插入水中
，，似長龍吸水似長龍吸水，，色彩斑斕色彩斑斕，，蔚為壯觀蔚為壯觀，，吸引了不少遊人觀賞拍照留念吸引了不少遊人觀賞拍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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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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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油價今年缺乏大幅上行基礎
綜合報導 在經歷多日震蕩上漲行情後，國際

油價在周三出現回調。對此，接受記者采訪的業內

人士認為，油價短期內暫時不會持續大漲。而從今

年全年來看，缺乏大幅上行的基礎。

原油價格將會怎麼樣？卓創資訊原油分析

師朱光明給出的答案是，將重回基本面行情

，市場將重點關註歐佩克+深化減產落地的情

況。若深化減產執行較好，原油市場將延續

之前震蕩上漲的格局，偏強走勢成為未來油

市常態。

“2020年國際油價缺乏大幅上行的基礎。”壹

位券商分析人士對記者表示。

上述券商分析人士進壹步表示，2020年國際油

價缺乏大幅上行的基礎，意味著2020年CRB指數

同比同樣缺乏大幅上行的基礎，畢竟原油在CRB指

數中的占比高達33%，同時也意味著2020年PPI當

月同比大幅上行的概率較低，大概率僅較2019年小

幅上行。考慮到PPI當月同比是工業企業盈利增速

的影響因素之壹，在PPI當月同比僅較2019年小幅

上行的背景下，2020年工業企業盈利增速大幅上行

概率較低，大概率較2019年小幅上行，有望取得個

位數正增長。

國際油價的變動，對國內成品油市場影響

幾何？

“本計價周期，歐美原油由震蕩上漲轉為寬

幅震蕩。受原油暴跌影響，1月 8日收盤，國內

第七個工作日原油變化率僅為0.79%，對應汽柴

油上調僅在30元/噸，不及50元/噸調價紅線，使

本輪零售限價出現擱淺勢頭。”卓創資訊成品油

分析師鄭明亞對《證券日報》記者表示,“短線

油價暫不看持續大漲，原油變化率大幅上漲的概

率並不大。故預計本輪零售限價上調與擱淺概率

並存。”

最後壹次油價調整窗口，於2019年12月30日

24時開啟。新壹輪成品油調價窗口，將在2020年1

月14日開啟。而在本周三國際油價暴跌之前，業

界普遍認為2020年國內成品油首次調價或將以上漲

開局。

國際油價的變化，會對相關上市公司帶

來什麼樣的影響，這是投資者較為關註的。

記者註意到，部分 A 股上市公司已經對此做

出回應。

康普頓1月9日在回答投資者提問時表示，公

司主要原材料基礎油是從原油中提煉而成，其價格

受國際油價影響較大，原油價格的上升對公司材料

成本有壹定影響。公司可通過調整產品銷售價格來

降低對經營的影響，但也要考慮市場競爭對手產品

價格、市場策略及公司對渠道的控制力等因素，具

有不確定性。

佳電股份1月8日在回答投資者提問時表示，

如果原油價格上漲，短期內對公司影響不大，但如

果原油持續長期維持在較高的價格或繼續上漲，國

內煉油項目進度有可能放緩，可能會影響公司在石

化行業的整體訂貨量；同時煤化工行業，特別是煤

制油項目有可能規劃建設，可能會新產生壹部分訂

單。

海默科技1月6日在回答投資者提問時表示，

公司中東地區業主主要集中在阿曼、沙特、阿聯酋

等局勢穩定的國家，綜合來看，油價的上漲，有利

於公司業務的發展。

今年汽車市場有望逐步企穩
保有量仍具成長空間

受宏觀經濟放緩、消費需求提前

釋放、經貿摩擦帶來不確定性以及網

約車新業態發展等多方面因素影響，

2019 年中國汽車產銷量同比分別下降

7.5%和 8.2%。專家表示，在 28年持續

高增長後，出現壹定調整屬正常市場

行為；從經濟增長預期、汽車千人保

有量等數據看，中國汽車市場仍具成

長空間。

1月13日，中汽協發布的2019年汽

車行業數據顯示，2019年中國汽車產銷

分別完成2572.1萬輛和2576.9萬輛，同

比分別下降7.5%和8.2%，但產銷量繼續

蟬聯全球第壹。

中國汽車工業協會副秘書長師建

華表示，盡管從 2018年開始，汽車工

業出現下滑，但在28年持續高增長後

，出現壹定調整屬正常市場行為，

“沒有壹個產業能不經調整壹直往上

走，有升有降，是行業可持續發展必

經之路。”師建華說，這有助於大家

更冷靜地看待市場，有助於產業未來

健康發展。

去年下半年企穩明顯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產業經濟研

究部助理研究員周毅在接受經濟日報

記者采訪時表示，2019 年汽車產業表

現不佳，主要受宏觀經濟放緩、消費

需求提前釋放、經貿摩擦帶來不確定

性以及網約車新業態發展等多方面因

素影響。

不過，在車市低迷大環境下，2019

年12月份的數據閃現亮點。數據顯示，

2019年各月汽車產銷連續出現負增長，

上半年降幅更為明顯；下半年則逐步好

轉，其中12月當月銷售略降0.1%，與上

年同期基本持平。

“2019年 5月份以來，月度汽車銷

量同比降幅壹直呈現收窄趨勢(8月份除

外)；尤其是 12 月份銷量同比下降

0.1%，與上年水平基本持平，企穩態勢

明顯。”周毅表示。

2019 年 12 月份，乘用車、商用車

、新能源汽車銷量表現都不錯。具

體而言，乘用車銷售 221.3 萬輛，環

比增長 7.6%，同比增長-0.9%；商用

車銷售 44.5 萬輛，環比增長 11.3%，

同比增長 3.9%。相比 2019 年 11 月份

乘用車-5.4%的增長率而言，12 月份

降幅足足收窄了 4.5 個百分點。“這

個幅度相當大，2019年收了個好尾。”

周毅說。

自主品牌經受市場洗禮
雖然自主品牌乘用車的市場份額在

下降，但也要看到，在 2019年形勢比

2018年更加嚴峻的背景下，自主品牌還

是顯示出了壹定的韌性。就市場占有率

而言，2019 年自主品牌降幅要稍好於

2018年。

“過去是賣方市場，現在和今後

都是買方市場。如果產品不行，市場

肯定不認可。”師建華認為，過去很

多自主品牌取得了壹定成績，主要是

由於市場大環境好。如今外資品牌不

斷進入，市場競爭越來越激烈，只有

壹部分自主品牌經受住了考驗，取得

了真正的進步。例如，長城汽車連續

多月壹直保持正增長，吉利也發展得

非常好。

“ 雖 然 目 前 39.2% 的 市 場 份 額

確 實 比 以 前 降 低 了 ， 但 相 信 我 們

以 後 壹 定 能 守 住 ， 而 且 可 能 會 更

好 。 ” 師 建 華 認 為 ， 自 主 品 牌 非

常有希望。

保有量仍具成長空間
中汽協預測，2020年汽車市場降幅

將收窄到2%。師建華表示，當前汽車產

業處在數量式增長向高質量發展轉變的

過程，市場有望逐步企穩。

近日，世界銀行發布的2019年全球

20個主要國家數據顯示，中國每千人汽

車擁有量為173輛，位列榜單第17名；

美國每千人汽車擁有量達837輛，是中

國的近5倍。由此可見，中國汽車市場

依然具有很大成長空間。

數據顯示，截至2019年底，我國私家

車保有量突破2億輛。對此，中國汽車工

業協會副秘書長許海東表示，隨著我國汽

車保有量不斷提高，二手車市場還會保持

非常快的增速。從國際上看，發達國家二

手車交易量壹般是新車的兩倍甚至更高，

中國市場未來也會往這個方向走。

周毅也認為，長遠來看，經濟增長

預期、居民收入持續增長、汽車千人保

有量等多項指標都表明，我國汽車消費

市場尚有很大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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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麗珊） 結構工程師許光雄博
士的安息禮拜，於9月14日上午10時在Memo-
rial Oaks Funeral Home莊嚴隆重舉行。生前好友
台灣同鄉會會長宋明麗，松年學院院長許勝弘
，美南旅館公會前會長張榮森，親家僑務委員

陳美芬、長老陳清亮及數百位親友、僑界人士
出席追思，緬懷故基督徒許光雄弟兄。

主禮Andrew Gackle牧師講 「他看見他的救
恩」信息及祝福禱告，司會程永夏讀經路加福
音2章25至32節，並協助Andrew Gackle牧師及

許勝弘院長作中英文翻譯。
追思會上親家陳清亮長老介

紹許光雄的生平，許光雄弟兄
德州糖城人，於主後2019年8
月 31 日蒙主恩召安息主懷，
享壽 82 歲。他生於主後 1937
年2月13日在台灣彰化縣和美
鎮，父親許清山（Ching San
Hsu)和母親許謝阿淑（A-Su
Shieh),在六個孩子中排行老大
。年輕時候他是一位品學兼優
的學生，曾獲得了許多最高榮
譽獎項，畢業於國立台灣大學
，服兵役一年後在台灣高雄從
事結構工程師的工作；隨後並

取得維吉尼亞大學工程碩士學位和哥倫比亞大
學博士學位。他前後在Ebasco核能專業和紐約
交通管理局擔任結構工程師工作三十年。他周
遊世界，年少時住在日本和台灣，長大成年後

旅居西維吉尼亞州、紐約市、新澤西州和德州
。退休定居在德州後，旅遊足跡更是遍及北美
、夏威夷，歐洲和亞洲各地，尤其是特別喜歡
回到日本。在家中他喜歡閱讀和吟誦中國詩詞
，但更重視和家人、朋友相聚時光，尤其是和
他的五個孫子們許博禎、許博英、許博恩、許
博君、許博菁。他與王淑華結婚54年，有兒子
許世穎小兒科醫師、許子豪醫師。晚年追隨他
的救主耶穌基督，並於主後2018年12月受洗，
成為休斯頓美南台福教會的忠實會員。

在簡志昌牧師禱告之後，美南台福教會詩
班獻唱 「一世人跟隨祢」、 「耶穌恩友」、松
年學院詩班獻唱 「親愛主，牽我手」、 「耶和
華祝福滿滿」。在長子許世穎追思父親，許子
豪向親友致謝後，Andrew Gackle牧師祝福禱告
之後隨即引發火化，靈骨安奉於Memorial Oaks
Cemetery.

上 週 財 經 回
顧：得益於超預
期的美國整體經
濟數據，幾大銀
行良好的盈利狀
況，以及中美貿
易第一階段協議
的正式簽署，上
周美國股票市場
再次創下歷史新
高。強勁的零售
市場和房地產市
場數據顯示了廣
大美國民眾的強
消費意願。期待已久的第一階段貿易協議最終
正式簽署，達到了廣大投資者的預期。貿易協
議具體條款包括中國承諾未來兩年從美國採購2
千億產品（780億製造業，520億能源業，320億
農產品，380億服務業）。受這些利好消息影響
，道指上週增長1.8%，標普500增長2%， 納斯
達克增長2.3%。

市場分析及投資建議：儘管在2019年投資
者對市場唱衰的預測不斷，尤其在去年年初經
歷了2018年底的回調和去年年中貿易戰升級的
恐慌， 但市場表現還是取決於經濟基本面，而
非主觀情緒或突發事件的影響。 2019年的股市

收益是上一個10年中較強勁的一年，而且分析
師認為2020年的牛市行情會繼續。健康的就業
市場（去年底失業率僅為3.5%，50年最低）和
強勁的消費意願會繼續促進美國經濟的良好發
展，也會進一步促進就業（預計今年失業率仍
低於4%），實現良性循環。自1950年至今，有
16個年頭年失業率在4.5%以下，而這些年份之
後的一年標普500增長平均值都接近10%。當標
普500漲幅超過20%時，第二年的平均市場增長
幅度超過 11%。經濟形勢良好和通脹率較低的
環境下，美聯儲大概率維持當前利率不變。貨
幣政策對經濟的影響通常要延續6-9 個月，美

聯儲在去年下半年至年底的幾次降息對整體經
濟的正面影響會在今年延續，也支撐了金融投
資市場會繼續走強的觀點。國際投資市場方面
，美元升值會降低國際市場的收益率（歷史數
據顯示平均降低3%），但目前國際局勢相對穩
定，貿易摩擦風險大大緩和的情況下，美元處
於穩定和貶值通道，這有助於國際市場收益的
增加。

由於短期內美國政府不會有進一步刺激經
濟的政策出台（如減稅和降息），今年市場增
長的速度預計會低於上一個十年。股票仍是

2020年看好的投資產品， 但債券等固定收益產
品在投資組合中維持穩定長期增長的作用不可
忽視。今年可預見的風險包括政治不確定因素
（如美國大選）和國際地域性風險（如中東局
勢），這些對投資市場預計會有較大影響。雖
然2020年的市場震盪和短期回調都是極有可能
發生的，但分析師認為這不會導致熊市的到來
，因為歷史上和熊市相關的因素目前都不存在
。

撰 稿 人 ： Yingying Xu, Financial Advisor,
FINRA Registered Investment Advisor (RIA)

美南金融 財富週報
盡覽金融市場動態，探討投資理財策略

作者: 金鳴峰，我們在休斯頓又來了第七
十個紀念日---中國七十週年建國和中美建
交四十週年。回想起這七十年，特別是這四
十來的f'y事情，我感到心情難以平靜。

前三十年，我們突破美國的封鎖，和人
民一路，經歷了新的聯繫。後四十年，我們
大家打開了新局面，一路前進，想到了很多
別人都沒有的資料，很快得到。我們不知美
國人怎麼想，但是我們要出走在他們前面。

如今，我們掛在中國和美國建交40週年
和中國70週年國慶的前夕，心中忘不了70週
年和40週年的麻煩。那時候，我們閱歷了這
些年來中美建交的歷史，發現在70年裡，前
30年我們不忘階級的責任，明白我們有專業
不同的目標，所以我們就是對一些人爭取。

到了 1978 年，中國先來一個開放，讓一

部分人要富起來。整個華人上下都這麼想：
只有手續可見，就能讓你大有作為地富起來
。那時候，人還不多，整個休斯頓華人還是
不多見的。

八十年代是一個中國繁榮的年代，中國
人不怕困難，渴望自由的年代，不怕什麼壓
力，不想世界有多麼大，只有我們團結一致
，盡心下力，就不忙有難以被攻破的。

我們這個世界是無奇不有的。當人們還
在美好夢中做作時，這方的人們也可日落西
山了。我們認識在美好的同時，也不會忘記
在日落西山的時候，人們關心每一天的來到
：明天，我能不能到更好的地方去工作。 。
。 。 。 。但是，得到這樣機會的人只是極少
數。大多數人還不用動，及時干好本質工作
。所以，這樣的機會少之又少。

今天，中國和美國的關係已經逐步正常
了。很多的在美國的留學人才想到了中國。
他們不斷的把中國啦了進來，中國人一想到
美國，盡頭就十足。他們把美國人的經歷都
放在休s上

我們信任那些美國人， 如此現代的結果
從家人手中接過就平安大吉了。我們也信任
這些中國人。從中國人的那些作法裡，我們
看到了也看到了希望。

現在，這些美國人沒有顧及到和台北的
關係，一直和大陸人搞好關係，他們的這些
行為總是得到美國國會的反對，他們認為，
涉及到大陸人的利益，誰也不能動。有些國
會議員還說，我們就是要搞的他們，他們說
，我們就是要他們搞不清關係。

但是，我們要客觀的看待這個問題,如果
我們搞的不好，就會影響下一代人。我們把
這個問題知道的人通知了他們。他們的這個
問題心領意會了。

搞好與國會的未來工作是每一個人的直
接努力。如果我們天天去找他們的麻煩，他
們會不高興的。如果我們有仟言萬語要對他
們說，那也是今後的事情了。

總的來說，做美國國會的工作是一切重
中之重，我們要加倍努力，做好一切工作。
把中美兩國的一切工作搞的告訴。

在休斯頓生活同在北京生活一個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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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元鐘保險
我們擁有最多美國政府認證的
各項保險專業證照、得獎無數

美國保險碩士、台灣淡江保險學士

美國及台灣前十大保險公司理賠專員

汽車、房屋、商業、人壽、醫療、老人保險

這是深圳百草園小學眾多特色社團課程中的
一個。教練何秉正原是為學校英語教師培

訓指導的英語專家，練習太極拳多年，他在教拳
的過程中，還配以相應的英語口令，邊練拳邊讓
學生提升英語水平。何秉正介紹，自己1995年來
到深圳，參與引入香港英語教材的相關工作。熱
愛運動的他，無意中結識一位打陳氏太極拳的老
師，因此熱愛上了太極拳，“一年365天，至少
有360天打太極拳，至今已有18年。”

打拳認識傳統文化
退休之後，何秉正更加潛心學習陳氏太極

拳。在給一些學生作英語輔導的時候，又有了在
打拳的過程中讓孩子學習英文的想法，“我公益
教拳，學生健身學習兩不誤，他們也有興趣”。
在百草園小學擔任英語專家期間，校長湯學儒得
知他擅長太極拳，便邀請他擔任太極拳社團課程
教練，他欣然答允。除了在學校固定的開課時

間，何秉正周末還在家附近公益教拳。去年，他
專門赴河南陳家溝太極拳館考取了教練資格證
書。

“太極的圖案好像兩條魚，一條黑，一條
白，黑到極致就開始白，白到極致就開始黑，這
就是陰陽相對的概念。”第一節課，何秉正為學
生解釋了太極陰陽的概念，在講解每個動作時，
他都仔細地介紹相關的傳統文化。“太極拳本身
就包含了許多中國傳統文化知識，學生在打拳的
過程中，對中國傳統文化有了更深的認識。”着
一襲飄飄白衣，在優美的古風國樂中打拳，學
生們也逐漸熱愛上了這項看起來“慢吞吞”
的運動。

4年級的學生牛家文告訴香港文匯
報記者，有時回家和爸爸會去公園
練習，很多人都在關注，感覺很
自豪。李悅齊則表示，“練太
極拳讓我學會安靜下來。”

2020年1月21日（星期二）神州大地2 ■責任編輯：何佩珊

“Tuck in robes，Turn left and raise fist。想像一

下，古人穿長袍，轉身撩起長袍，擺好架勢。”在深圳

百草園小學，伴隨着別開生面的英語指令，11個小學生

整齊地打着陳式太極拳套路，柔中帶剛，引人注目。

儘管放了假，又臨近春節，學生們還聚集在學校操

練。教練何秉正介紹，這是在為4月份赴香港參

加第十八屆香港國際武術節作準備，11個學生

均會參賽。此前，這些學生在深圳武術精英賽

中，7人參賽，6人獲得一等獎，一炮而紅。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望賢深圳報道

除了特色社團課程，深圳百草園小學的青年教

師成長培訓也尤為特別，校長每天督促老師打卡，

“從粉筆字練習，英文朗誦，到讀書心得，教學反

思等等。”

校長湯學儒介紹，由於學校為2016年開

辦的一所新學校，90%教師都是年輕人，對

青年教師的培養相當關鍵。學校為此專門制

定了“6＋1”青年教師成長共同體發展模

式。其中，“6”是指6個常規，即每天

上傳一份粉筆字，每周上傳一份教學

反思，每兩周進行一次讀書交流活

動，每月上傳一篇讀書心得，每學期

上一節公開課，每學年發表一篇論

文。“1”是指1個中心：以小課題研

究為中心統領整個學期學科教學工作。

此外，英語名師工作室實行“365朗

誦打卡”，一年365天天天朗誦打卡。朗

誦內容由工作室外聘指導專家推薦。語文

名師工作室通過外聘專家指導，並進行讀書

交流和朗誦打卡。數學名師工作室的成員則實

行天天閱讀教育雜誌打卡，月月外聘專家聽評

課、專題講座等。

學校為提升學生閱讀興趣也花了一番心思。在

學校場地十分有限的情況下，將面積最大，光線最

足的一間教室進行設計改造，打造了一個小而美的

兩層圖書館，湯學儒認為，小學教育主要是培養孩

子濃厚的學習興趣和良好的學習習慣，要想培養孩

子的學習興趣，就必須把學校變成孩子們喜歡去的

地方，變成探索的樂土，成長的樂園。

打
卡
培
訓
模
式
促
青
年
教
師
成
長

■學生們假期回
到學校練習，為4月
赴港參賽作準備。

香港文匯報
記者李望賢攝

■■深圳百草園小學的學生們在深圳市傳統武深圳百草園小學的學生們在深圳市傳統武
術精英賽中斬獲多個一等獎術精英賽中斬獲多個一等獎。。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深小學特色課程深小學特色課程 打進國際舞台打進國際舞台 44月赴港參賽月赴港參賽

說英語打
健身學習兩宜健身學習兩宜

太太極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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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𧙗 維（Leung Yau Wai）
出生日期 2002年1月13日

位置 中場、後衛

身高 1.79米

曾就讀學校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
王錦輝中小學

最喜愛球隊 曼聯、東方龍獅

最欣賞球員 沙治奧拉莫斯

日常喜好 踢足球、游泳

志願 成為出色的足球員

■■國足球員在訓練課上熱身國足球員在訓練課上熱身。。 新華社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黎永淦

剛於港超聯賽大戰險勝理文的東方

龍獅，20日宣佈旗下青年軍梁維已跟

葡甲球隊科瓦彼達迪簽約3年，成為繼

茹子楠後另一位登陸當地職業球會的香

港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據新華社消
息，中國乒乓球隊20日上午在北京召開媒體通
氣會宣佈2020年世界乒乓球團體錦標賽名單，
單項世界冠軍馬龍、劉詩雯等毫無意外將領銜
出征釜山，“00後”小將王楚欽、孫穎莎入

選，林高遠、王曼昱暫時無緣“團戰”。
釜山世乒賽將於3月22日至29日舉行，國

乒出戰名單為：男隊的馬龍、許昕、樊振東、
梁靖崑、王楚欽，以及女隊的劉詩雯、陳夢、
孫穎莎、丁寧、朱雨玲。

作為東京奧運會前的最後一個世界大賽，
國乒將本屆釜山世乒賽視作奧運硬仗前的最重
要練兵，男、女隊主帥秦志戩和李隼表示，本
次世乒賽的參賽選拔也是“一切為了東京奧運
戰略”，除了在年初直通賽中贏得資格的樊振
東、朱雨玲，教練組根據國乒奧運會主要對手
的打法、球隊在奧運會上可能面臨的形勢，以
及國乒隊員在2019年大賽中取得的成績和個人
的綜合能力，經集體討論得出釜山名單。

而之前因傷有所困擾的男乒隊長馬龍表示
身體狀況已經恢復良好，接下來的備戰工作中
希望自己“能夠跟上奧運會的強度”；劉詩雯
則稱，對自己的要求是以東京奧運會作為大的
目標，世乒賽作為階段性任務去完成。

港乒力爭東奧入場券
至港隊方面，則派出5男5女參賽，務求取

得東京奧運會的團體及單打入場券。港乒隊員
分別是：（男）黃鎮廷、何鈞傑、林兆恒、吳
柏男、李漢銘、（女）杜凱琹、李皓晴、蘇慧
音、吳穎嵐、朱成竹。

國足在廣東集訓“一天三練”成為近日的熱
點。20日，國足主帥李鐵接受記者採訪時回應，
這是為了提高球員克服困難的能力，並幫助他們
養成好的習慣。

“從足球的層面來說，實際上我們完全可以把
一天三練變成一天兩練，也能達到基本同樣的目
的，我們是希望通過這樣的方式來提高球員克服困
難的能力，球員這兩周都養成非常好的習慣，基本
上10點半、11點就躺床上睡覺了。”李鐵說。

國足本月5日抵達廣東後，從6日開始正式訓
練，在兩周的訓練中，新任主帥李鐵對量和質的
要求都很高，不少球員反映訓練強度非常大。李
鐵表示，球員在訓練中都拚盡了全力，很多球員
的體能達到了最佳狀態。李鐵表示，通過兩周的
訓練，球員的體重和體脂方面都有很大的進步，
他希望能繼續保持下去。 ■新華社

簽約儀式已於當地時間周日在科瓦彼達迪
主場對國民隊的中場期間舉行，綽號

“一仔”的梁𧙗 維從球會管理層手上接過球
衣，象徵正式加盟。

“一仔”透過會方新聞稿發表感受，指對
於成為歐洲職業球員感到鼓舞，又稱已準備好
為新球隊上陣：“來了年半終有機會踢職業足
球，希望在這𥚃 効力愈久愈好，甚至挑戰更高
級別賽事。葡萄牙跟香港足球最大分別，不在
於球員身型差距，而在基本功是否扎實，自己
傳失球的情況在這裡甚少出現，會付出百分百
努力操練及學習，將來可將寶貴外流經驗回饋
東方甚至香港球壇。”

為香港U18代表隊成員，亦是首位透過
東方龍獅“Project E”拓展計劃到葡萄牙學法
的球員，2018年先加盟前港腳歐陽耀冲也曾
効力的葡乙球隊洛里什青年隊，今年滿18歲
後即獲葡甲科瓦彼達迪開出職業球員合約，預
計加盟初期會先於該隊U19聯賽披甲，未來或
有機會於一隊亮相。

定期送具潛質小將異地學法
除了科瓦彼達迪之外，東方龍獅目前亦跟

法乙索察等多支歐洲球會成為合作夥伴，定期
挑選具潛質的小將體驗異地足球訓練模式及文
化，甚至於高水平足球賽事上陣。就算球員未

獲垂青，學成歸來對球隊及香港足球長遠發展
亦有裨益。東方一隊球員茹子楠去年亦曾短暫
加盟科瓦彼達迪，回港後技術也有所提升。現
時前香港U12訓練隊成員馬希偉亦緊隨梁𧙗 維
步伐，効力洛里什青年隊，為未來投身職業足
球鋪路。

東方龍獅自2018/19球季起啟動“Proj-
ect E”拓展計劃，挑選表現優異或具潛質的
年輕球員遠赴歐洲學法；球會去年中亦首度與
狼隊合辦“Golden Chance 足球交流訓練計
劃”，透過英國職業球會訓練模式，提升香港
足球訓練水平，並挑選優秀球員到該支英超球
隊訓練基地進行訓練和交流。

梁𧙗 維登陸葡甲梁𧙗 維登陸葡甲梁𧙗 維登陸葡甲梁𧙗 維登陸葡甲梁𧙗 維登陸葡甲
與科瓦彼達迪簽約三年 香港第二人

■■梁維隨科瓦彼達迪訓練梁維隨科瓦彼達迪訓練。。 球會圖片球會圖片
◀◀ 梁維梁維（（中中））從科瓦彼達迪管理層從科瓦彼達迪管理層
手上接過球衣手上接過球衣。。 球會圖片球會圖片

■■茹子楠茹子楠（（左左））去年去年22月加盟科瓦彼達迪月加盟科瓦彼達迪。。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馬龍 劉詩雯領銜國乒戰世錦賽 國
足
廣
東
集
訓
一
天
三
練

■■劉詩雯表示以東京奧運會為大劉詩雯表示以東京奧運會為大
的目標的目標。。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之前受傷患困擾的馬龍已恢復狀態之前受傷患困擾的馬龍已恢復狀態。。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志達）如日中天
的利物浦在當地時間19日晚的英超“雙紅會”
一如外界預期輕鬆擊倒曼聯，今季19個對手已
贏了18隊，更將主場不敗紀錄延續到超過1,
000天。多點開花的英超“無敵之師”，利物
浦連門神艾利臣比加也炮製了助攻。

門“臣”也助攻 沙拿單刀伏“魔”
首席前鋒拉舒福特因傷缺陣至少6星期，

曼聯反擊威脅大為削弱，馬迪爾今仗門前大
好機會射高更顯“福仔”的重要性。“紅
軍”全場16次射門多曼聯7次，終亦輕取

“紅魔”2：0，主場超過1,000日不敗，同時
今屆英超贏了18個對手，“腳下敗將”只欠
因世界冠軍球會盃而延至下周中才對壘的韋
斯咸。

利物浦今屆英超有多達16人入過球，冠
絕列強。是役先由中堅雲迪積克接應角球頂
入其今屆聯賽第4球，完場前門將艾利臣大腳
傳到前場偏左位置，穆罕默德沙拿走位製造
單刀，引球推進40多碼後拗腰一射破網。

“曼聯想激怒我們，分散我們注意力試圖
反擊，但大部分時間他們都沒太多機會。”高
洛普分析說：“相反我們踢出超卓的足球，本

應還可多入幾粒。”紅軍拋離第2位曼城16
分，對於這個英超史上從未有被逆轉先例的分
差，高洛普提醒球員，“我們只是多了3分，
什麼也沒贏到。”

1000日主場不敗 紅軍贏足18隊

■■ 穆罕默德沙拿穆罕默德沙拿((右右))最後時刻最後時刻
單刀破網單刀破網。。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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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導】2020
年 1 月 20 日星期一是民權鬥士馬丁·
路德·金法定紀念日，全美各地政府
機關、行政管理部門、大專院校和中
小學校是法定節假日。美國民眾在全
美各主要大城市舉行遊行活動，以紀
念馬丁·路德·金博士為爭取民權運戰
鬥的一生。

今年休斯頓市中心大遊行邀請了
休斯頓本地人、職業拳擊手、三次獲

得重量級拳王金腰帶的喬治·福爾曼
（George Foreman）擔任遊行大元帥
，他職業生涯26戰22勝4負，被認為
是世界上最好的重量級拳擊手之一。
休斯頓市長特納授予1月20日為休斯
頓福爾曼日。

休斯頓市長西爾維斯特·特納率
全體市議員，美國國會議員希拉·傑
克遜·李，美國國會議員艾爾·格林，
休斯頓國際區區長、美南傳媒集團董

事長、國際貿易中心主席李蔚華，休
斯頓國會議員候選人，各地方選區候
選人，工商行業負責人以及警察、消
防行業人員等加入遊行隊伍的行列。

遊行主席台設在休斯頓市政廳門
前的史密斯（Smith) 大道上。遊行大
元帥福爾曼、休斯頓市長特納等分別
發遊行演講，讚美這位美國民權運動
中主張非暴力抗議種族歧視的主要領
袖、1968年遇刺身亡的馬丁·路德·金

牧師。雖然他遇刺之後不久就有人建
議建立紀念日，但直到羅納德·雷根
總統於1983年簽訂法律，1986年以第
一次慶祝馬丁·路德·金的生日作為美
國法定節假日，今年是第26屆。

遊行隊伍有 250 多個表演團體，
其中包括來自全國的36個遊行樂隊和
14個遊行花車。遊行大軍從上午10點
開始，從艾倫大道（Allen PKWY) 出
發，在市政廳門前的史密斯大道上隆

重舉行。
遊行隊伍沿著大街行走時，成千

上萬的市民在市區街道兩旁圍觀。
在休斯頓，今年有兩個著名的遊

行隊伍，一個在市中心市政廳門前的
大道上，另一個在中城區（Midtown)
的San Jacinto和Elgin街道上。

休斯頓紀念馬丁·路德·金大遊行 重量級拳王福爾曼親掛帥



BB77美南電視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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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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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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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1對1》山海起舞 中國·巫山——斯裏蘭卡·漢班托
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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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2019 -1/19/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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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14 15 16 17 18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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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2020

電視劇《中國往事》 第41~42集 (重播) 電視劇《傳奇之王》 第1~3集 (重播)

電視劇《大境門》 第6~10集

電視劇《大境門》 第6~10集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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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鞠萍姐姐講故事

健康之路

電視劇《中國往事》 第41~42集 電視劇《傳奇之王》 第1~3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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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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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thern Television 15.3             2020年1月份 電視頻道節目表

中國文藝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生活化妝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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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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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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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月22日       Wednesday, January 22,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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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休士頓訊） 凡是藝術的愛好者
，若談起中國現代繪畫發展的的重要人物，
不由然會提到徐悲鴻的名字。今年開春二月
七至十日，將有徐悲鴻的女兒徐芳芳自她寓
居的丹佛市，南來休士頓發表數場演講和簽
書會，介紹她父親的藝術以及她所書寫的回
憶錄《奔騰的駿馬: 徐悲鴻及其家人在毛澤
東時代的經歷》Galloping Horses: Artist Xu
Beihong and His Family in Mao’s China。

出生于一八九五年江蘇宜興縣的徐悲鴻
，自小隨父習畫，廿世紀初隻身到上海打天
下 ，曾獲清末維新派大老康有為的 賞識，
先後赴日本和法國留學，研習西畫，留歐八
年後回國任教南京中央大學藝術系，1949
年出任北京中央美術學院院長，直到 1953
年逝世為止，他培植了好幾代的後進和畫藝
新血 。

在繪畫藝術方面，他主張融合國畫的傳
統筆墨韻味和西畫技法于一爐，在美術院校
的課程中建立西方素描寫生及油畫的學科，
徐悲鴻自身亦努力從事油畫和水墨畫的創作
與革新，成績斐然。自1954 年以來，約有
一千兩百幅他的素描、油畫及中國水墨畫被
展示或存放

承辦今春二月演講會活動的萊斯大學藝
術史系教授黃士珊指出: 徐悲鴻曾被尊為中
國現代繪畫之父，是中國廿世紀以來的著名
畫家和美術教育家，非常高興本系能贊助這
項活動並且和休士頓美術館攜手合作，歡迎
各界人士踴躍參加。

主講人徐芳芳出生於中國北京, 1981年
來美, 先後獲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歷史學士
學位、史坦福大學工商管理碩士。2000 年,
她成為中國人民大學第一任音樂系系主任。
數年前她協助丹佛藝術博物館於2011年10
月至 2012 年 1 月舉辦了徐悲鴻在美國的第
一個綜合性個人畫展。她也曾發表過數篇關
於她父親徐悲鴻及其藝術的文章。

徐芳芳二月上旬在休士頓的系列演講第
一場：

地點：休士頓美術館 The Museum of
Fine Arts, American General conference
room on the mezzanine level of the Beck
Building.

時間: 2020 年 2 月 7 日 （星期五） 下
午 3 點 至 4 點 (英文演講）講座結束後，徐
芳芳將為《奔騰的駿馬》一書 Galloping
Horses: Artist Xu Beihong and His Family in

Mao’s China簽名。
第二場:
地 點:中華文化服務中心，年長者中心

摯友廳 Chinese Community Center T.T. and
W.F. Chao Senior Center Auditorium (2nd
Floor, Building C) 9800 Town Park
Drive, Houston, TX 77036
時間：2020年 2月 8日 （星期六） 上午 10
點 至 12 點 (英文演講，問答以中英文進行)

徐芳芳先演奏與回憶錄有關的中國鋼琴
曲，接著介紹她父親徐悲鴻的藝術及其回憶
錄簽書會。

第三場
地 址: 佛 光 山 中 美 寺 12550 Jebbia Ln,

Stafford, TX 77477
時間：2020 年 2 月 8 日 （星期六） 下午 2
點 至 4 點 (中文演講)及簽書會。

第四場
地點：張要武藝術中心

6515 Corporate Dr #M-1, Houston Texas
77036

時間：2020年 2月 10日 （星期一） 晚
上 7 點 至 9 點 (中文演講)及簽書會。

徐芳芳的演講: 徐悲鴻的藝術和《奔騰的駿馬》
我的父親徐悲鴻 

主講: 徐芳芳 

2020 年 2 月 8 日（星期六）下午 2:00 - 4:00 

佛光山中美寺 12550 Jebbia Ln, Stafford, TX 77477 

對公眾開放，免費。 

特約作者徐芳芳將舉辦中文講座和簽售會，介紹她的回憶錄和她父親的藝術。 
 

徐悲鴻 (1895-1953) 被稱為現代中國繪畫之父。他藝術中人的感情和中國的審美特

點感動了世界各國的觀眾。徐悲鴻革新了中國美術教育, 他率先在中國主要美術院

校的課程中系統地建立起高水準的西方素描寫生及油畫的學科。從 1927 年至 1953

年他逝世之前, 徐悲鴻培養了幾代中國美術家。 
 

在講演中, 徐悲鴻的女兒徐芳芳將介紹她的回憶錄 Galloping Horses: Artist Xu 

Beihong and His Family in Mao’s China。《奔騰的駿馬》描述了徐悲鴻的家人和他的

藝術事業如何經受了變化莫測的政治風暴而倖存, 提供了徐悲鴻在這個歷史時期內

的許多鮮為人知的經歷。請查詢： https://BeihongChinaArts.com 
 

徐芳芳出生並成長於中國北京, 1981 年來美, 先后獲加州大學

柏克萊分校歷史學士學位、斯坦福大學工商管理碩士。2000 年, 

她成為中國人民大學第一任音樂系系主任。 她幫助發起, 並協

助舉辦了父親徐悲鴻在美國的第一個綜合性個人畫展, 於

2011 年 10 月至 2012 年 1 月在丹佛藝術博物館舉行。徐芳芳

發表過數篇關於徐悲鴻及他的藝術的文章。 
 

講座中將展示徐悲鴻傑作的高質量圖像，包括他的《奔馬》和

《觀音》。 

（本報訊）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 「海外青
年英語服務營」自2006年與教育部合作開辦至
今，已逾3萬餘名臺灣偏遠地區學童受益，甚受
海內外各界肯定，2014年及2016年客家委員會
及原住民族委員會亦加入合辦的行列；今(2020)
年預計招募美加、紐西蘭、澳州、英國、愛爾
蘭、南非及貝里斯等地區546名青年志工回臺服
務，美南地區分配名額為52名(含客籍7名)，歡
迎就讀 11 年級以上且於 2020 年 11 月 30 日前年
滿17足歲，但未滿25足歲之海外青年(以護照所
載年齡為準)，並以英語為母語、能簡單中文溝
通、身心健康、學行良好、能適應團體生活，
且具高度從事志願服務、未曾參加本活動者報

名參加。
活動時間自2020年7月4日至7月29日止，

為期4週，包括英語教學訓練課程、前往臺灣偏
遠地區國中、國小從事英語教學志願服務及文
化參訪。主辦單位負擔學員在營隊期間之膳宿
及團體交通、行政等費用，另為每位學員投保
新臺幣400萬元意外險及40萬元醫療險。學員
則需自行負擔新臺幣5000元、僑居地至臺灣之
往返旅費、醫療保險理賠額度以上之醫療費用
及提前或延後離營之膳宿等費用；全程參與前3
週服務活動及完成心得感言且無違反主(承)辦單
位或服務學校之各項規定之學員，將由主辦單
位頒發80小時之中英文服務證明。

報名時間自2月1日起至2月29日止(臺灣時
間)，請至海外青年報名系統https://teenage.ocac.
gov.tw 註冊並線上報名，完成後列印並親簽報
名表、營隊規則及規範評核表、個資使用同意
書，並備齊相關文件(醫療保險影本、出生證明
影本、護照影本及在校學期成績之正是成績單)
，送（寄）至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10303
Westoffice Dr. Houston, TX 77042)，詳細資訊已
公告於僑務委員會網站(http://www.ocac.gov.
tw) /僑生服務/青年研習/英語服務營，或洽僑
教中心張小姐：713-789-4995 分機 113，電子
郵箱：lorrainec@houstonocac.org

歡迎有志參與志工服務的海外青年加入英語教學服務行列


	0122WED_B1_Print.pdf (p.1)
	0122WED_B2_Print.pdf (p.2)
	0122WED_B3_Print.pdf (p.3)
	0122WED_B4_Print.pdf (p.4)
	0122WED_B5_Print.pdf (p.5)
	0122WED_B6_Print.pdf (p.6)
	0122WED_B7_Print.pdf (p.7)
	0122WED_B8_Print.pdf (p.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