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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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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0-01:30 中國緣  (重播) 生活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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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0-23:30

23: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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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今日關注 (重播)

遠方的家 (重播)

美南大咖談  (重播)

中國地名大會  (重播)

中國文藝

海峽兩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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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報導 中華醫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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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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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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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目截圖 ▲ 節目截圖

播出時間：
晚上7點30分首播，錯過首播可關註重播，
重播時間為 6月26号 （週五）中午1點。 

節目介紹：
由美南特約主持人付繼群和Tina為大家帶來的科
技節目，介紹世界上最新的科技動態。

《科技與生活》

由美南大家帶來的科技節目，介紹世界上最新的科技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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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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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漢長沙做
搭平台助湘企出海

義義工工
只見這位今年73歲的德國人漢斯一身休閒裝

扮，鬚髮皆白，但精神矍鑠。他思路敏捷，
侃侃而談，加上豐富的肢體語言，給人非常開朗
的印象。

長沙生活工作15載
漢斯的頭銜頗多，長沙市政府商務顧問、長

沙高新區國際科技商務平台顧問、長沙首位5年A
類外籍人才簽證獲得者、曾任湖南省商務廳駐德
國代表、獲得“瀟湘友誼獎”……看得出在長沙
的15年，根植了他對這片土地全部的愛。

漢斯與中國的緣分要追溯到1985年，他被德
國西門子集團派往中國，擔任西門子集團大中華
區總裁。2005年，漢斯退休回到了老家德國巴伐
利亞，卻意外地接到了去湖南長沙管理中德合資
企業的邀請。
漢斯很快便作好了決定，前往長沙任職。不

料，正值大中華區的公司發展蒸蒸日上之時，德
國總部公司卻破產了，漢斯面臨要麼回到德國，
享受退休生活，要麼繼續留在中國的抉擇。

漢斯選擇了留在中國，2008年，他成為長沙
高新區的外籍商務顧問，兩年後，又被長沙市政
府聘為商務顧問。但令人意外的是，漢斯希望在
商務顧問的職位上免費為長沙服務。
“錢是很重要的，但錢不是所有的東西。感

謝中國長沙，這座城市給了我很多，我很高興為
之服務。”漢斯笑言，自己曾是高管，收入可
觀，“而且現在孩子們都長大成家了，生活很

好，不需要擔心了。我在中國賺了錢，現在是要
回饋中國的時候了。”

創建平台促對外交流
漢斯定居長沙的前幾年，長沙能流利說英文

的人很少，機場、道路的英文標識都不齊備，外
國企業來到長沙投資興業需要很長的溝通時間和
成本。漢斯注意到這一點，決心解決這個問題。
漢斯找到長沙市相關部門，提出搭建國際商

務溝通平台，建議以此作為一站式對接國外企業
與政府各部門溝通的橋樑。漢斯認為，只有政府
和企業間的對接更加順暢方便，才會吸引越來越
多的國外企業、機構來到長沙，讓長沙加速走向
國際化。
2015年，長沙高新區國際科技商務平台終於面

世，漢斯參與了平台設計、籌備和建設的全過程。
現在，越來越多的外國企業和外國人來到長

沙，長沙也因此變得更加國際化，漢斯看在眼裏，
倍感欣慰，因為這其中就有他的付出和心血。
在國際科技商務平台的成功基礎上，長沙高

新區又相繼搭建了外國企業服務中心、“湘企出
海+”綜合服務平台“長沙專區”營運中心及長沙
高新區進出口商品展示中心等服務機構，實現線
上線下相結合，全方位地為開放型經濟服務。

“長沙與國外的交流合作增多了，外向型經
濟正在快速增長，這也是我在長沙工作的目的。
很幸運，我們的目標正在逐步實現。”漢斯由衷
地說。

之前，漢斯是通過辦理外國人工作許可
證長期在長沙生活工作，近期他已經向湖南
省政府遞交了辦理中國“綠卡”的申請。

“我護照上的永久居住地原來是德
國，現在是中國長沙。這裏有我的朋友
們，生活非常舒服。現在的長沙，是我生
活與工作的中心。”漢斯說。
漢斯長時間待在中國，和自己的孩子

們見面不多，大都是通過電話網絡聯絡。
獨在異地，他也非常思念親人，他的手機

裏，保存着家人的照片，想念的時候就翻
出來看看。
他的二兒子是醫生，每次德國家庭聚

會時，都會發一些照片給漢斯，特別是他
的孫子學習走路、吃飯時嘴巴沾滿醬料等
等有趣的照片，總能引得漢斯開心不已。

孫子今年3歲了，牙牙學語的兒童，
將漢斯稱為“中國爺爺”。“我從德國回
長沙，孫子找不到我就問他爸爸，‘中國
爺爺’去哪裏了？”漢斯開懷大笑起來。

今年年初，中國突然暴發新冠肺炎疫
情，令漢斯的親友十分擔心，漢斯總是回
覆說：“這邊的朋友、領導和同事都非常
關心我，照顧我，完全不用為我擔心，長
沙比你們想像的要安全。”

疫情發生後，長沙市非常關心漢斯的
身體健康與生活需求，工作人員每天通過
微信給他推送疫情信息，提醒相關的防疫
事項，還及時給他送來生活必需品。

“我還真不知道長沙的領導和同事
們，哪裏來的活力與激情，每天身處一線
工作的同時，還會將最新的疫情信息實時
推送至在長沙外籍人士的微信群，並不斷

告訴我們一些防護的措施。”漢斯看在眼
裏，感動不已。

對接各國機構送防疫物資
漢斯服務的長沙高新區國際科技商務

平台，在疫情中也成了國際聯手對抗疫情
的平台。疫情初期，26個商協會通過自身
渠道，積極採購防疫物資，為湖南、湖北
抗擊疫情助力；當國外疫情暴發後，長沙
高新區又通過平台對接德國、法國、西班
牙、韓國、日本等30個國家的48個機
構，第一時間為他們送去防疫物資，支持
當地抗疫。

漢斯·阿克曼在湖南長沙工作和生活

15年，已成了一位地地道道的“新長沙

人”。這10多年來，漢斯作為長沙

市政府和高新區的外籍商務顧問，免費為長沙的國

際交流合作助力，即使是今年疫情暴發的特殊時

期，漢斯也沒想過離開長沙。“現在的長沙，是

我生活與工作的中心。”漢斯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表

示。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姚進 長沙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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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居住地：中國長沙

■■ 長沙高新區向國外捐贈防疫物長沙高新區向國外捐贈防疫物
資資。。 長沙高新區供圖長沙高新區供圖

■■漢斯在漢斯在20192019年長沙高新區國際科技商務年長沙高新區國際科技商務
平台總結大會上發言平台總結大會上發言。。 長沙高新區供圖長沙高新區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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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義工工
只見這位今年73歲的德國人漢斯一身休閒裝

扮，鬚髮皆白，但精神矍鑠。他思路敏捷，
侃侃而談，加上豐富的肢體語言，給人非常開朗
的印象。

長沙生活工作15載
漢斯的頭銜頗多，長沙市政府商務顧問、長

沙高新區國際科技商務平台顧問、長沙首位5年A
類外籍人才簽證獲得者、曾任湖南省商務廳駐德
國代表、獲得“瀟湘友誼獎”……看得出在長沙
的15年，根植了他對這片土地全部的愛。

漢斯與中國的緣分要追溯到1985年，他被德
國西門子集團派往中國，擔任西門子集團大中華
區總裁。2005年，漢斯退休回到了老家德國巴伐
利亞，卻意外地接到了去湖南長沙管理中德合資
企業的邀請。

漢斯很快便作好了決定，前往長沙任職。不
料，正值大中華區的公司發展蒸蒸日上之時，德
國總部公司卻破產了，漢斯面臨要麼回到德國，
享受退休生活，要麼繼續留在中國的抉擇。

漢斯選擇了留在中國，2008年，他成為長沙
高新區的外籍商務顧問，兩年後，又被長沙市政
府聘為商務顧問。但令人意外的是，漢斯希望在
商務顧問的職位上免費為長沙服務。

“錢是很重要的，但錢不是所有的東西。感
謝中國長沙，這座城市給了我很多，我很高興為
之服務。”漢斯笑言，自己曾是高管，收入可
觀，“而且現在孩子們都長大成家了，生活很

好，不需要擔心了。我在中國賺了錢，現在是要
回饋中國的時候了。”

創建平台促對外交流
漢斯定居長沙的前幾年，長沙能流利說英文

的人很少，機場、道路的英文標識都不齊備，外
國企業來到長沙投資興業需要很長的溝通時間和
成本。漢斯注意到這一點，決心解決這個問題。

漢斯找到長沙市相關部門，提出搭建國際商
務溝通平台，建議以此作為一站式對接國外企業
與政府各部門溝通的橋樑。漢斯認為，只有政府
和企業間的對接更加順暢方便，才會吸引越來越
多的國外企業、機構來到長沙，讓長沙加速走向
國際化。

2015年，長沙高新區國際科技商務平台終於面
世，漢斯參與了平台設計、籌備和建設的全過程。
現在，越來越多的外國企業和外國人來到長

沙，長沙也因此變得更加國際化，漢斯看在眼裏，
倍感欣慰，因為這其中就有他的付出和心血。

在國際科技商務平台的成功基礎上，長沙高
新區又相繼搭建了外國企業服務中心、“湘企出
海+”綜合服務平台“長沙專區”營運中心及長沙
高新區進出口商品展示中心等服務機構，實現線
上線下相結合，全方位地為開放型經濟服務。

“長沙與國外的交流合作增多了，外向型經
濟正在快速增長，這也是我在長沙工作的目的。
很幸運，我們的目標正在逐步實現。”漢斯由衷
地說。

之前，漢斯是通過辦理外國人工作許可
證長期在長沙生活工作，近期他已經向湖南
省政府遞交了辦理中國“綠卡”的申請。

“我護照上的永久居住地原來是德
國，現在是中國長沙。這裏有我的朋友
們，生活非常舒服。現在的長沙，是我生
活與工作的中心。”漢斯說。
漢斯長時間待在中國，和自己的孩子

們見面不多，大都是通過電話網絡聯絡。
獨在異地，他也非常思念親人，他的手機

裏，保存着家人的照片，想念的時候就翻
出來看看。

他的二兒子是醫生，每次德國家庭聚
會時，都會發一些照片給漢斯，特別是他
的孫子學習走路、吃飯時嘴巴沾滿醬料等
等有趣的照片，總能引得漢斯開心不已。

孫子今年3歲了，牙牙學語的兒童，
將漢斯稱為“中國爺爺”。“我從德國回
長沙，孫子找不到我就問他爸爸，‘中國
爺爺’去哪裏了？”漢斯開懷大笑起來。

今年年初，中國突然暴發新冠肺炎疫
情，令漢斯的親友十分擔心，漢斯總是回
覆說：“這邊的朋友、領導和同事都非常
關心我，照顧我，完全不用為我擔心，長
沙比你們想像的要安全。”

疫情發生後，長沙市非常關心漢斯的
身體健康與生活需求，工作人員每天通過
微信給他推送疫情信息，提醒相關的防疫
事項，還及時給他送來生活必需品。

“我還真不知道長沙的領導和同事
們，哪裏來的活力與激情，每天身處一線
工作的同時，還會將最新的疫情信息實時
推送至在長沙外籍人士的微信群，並不斷

告訴我們一些防護的措施。”漢斯看在眼
裏，感動不已。

對接各國機構送防疫物資
漢斯服務的長沙高新區國際科技商務

平台，在疫情中也成了國際聯手對抗疫情
的平台。疫情初期，26個商協會通過自身
渠道，積極採購防疫物資，為湖南、湖北
抗擊疫情助力；當國外疫情暴發後，長沙
高新區又通過平台對接德國、法國、西班
牙、韓國、日本等30個國家的48個機
構，第一時間為他們送去防疫物資，支持
當地抗疫。

漢斯·阿克曼在湖南長沙工作和生活

15年，已成了一位地地道道的“新長沙

人”。這10多年來，漢斯作為長沙

市政府和高新區的外籍商務顧問，免費為長沙的國

際交流合作助力，即使是今年疫情暴發的特殊時

期，漢斯也沒想過離開長沙。“現在的長沙，是

我生活與工作的中心。”漢斯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表

示。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姚進 長沙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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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居住地：中國長沙

■■ 長沙高新區向國外捐贈防疫物長沙高新區向國外捐贈防疫物
資資。。 長沙高新區供圖長沙高新區供圖

■■漢斯在漢斯在20192019年長沙高新區國際科技商務年長沙高新區國際科技商務
平台總結大會上發言平台總結大會上發言。。 長沙高新區供圖長沙高新區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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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趙雪馨

人口4.3萬的泗店鎮，有超過2.5萬人從事
蟋蟀相關產業，直接參與捕捉、銷售、

販賣蟋蟀的就超過2萬人。從事蟋蟀食療、墊
土、零錢兌換、線上蟋蟀及用品交易、物流快
運等行業的蟋蟀經濟師、飼養師人數也多達
800多人次，小小蟋蟀成了撬動當地人致富的
槓桿。
據泗店鎮副鎮長石玉勝介紹，每到捕捉季，

鎮上男女老少齊上陣，在短短2個月時間內市場
上直接交易額超過2億元，每季人均純收入達到
8,000元。

熟手村民一個月賺4萬
李二民平時在上海做安裝中央空調的工作，

每年到了捕捉蟋蟀的時間，他就會回家下地捉蟋
蟀補貼家用。李二民告訴記者，他從事蟋蟀捕捉
已經二三十年了，基本上靠聽力就能判斷這個蟋
蟀是不是值得抓。一般來說，每晚7-10時，就是
蟋蟀出來覓食的時間，李二民就和夥伴開兩輛麵
包車下到田間地頭去捉蟋蟀。“有一年我一晚捉
了4隻價值高品相好的蟋蟀，最貴的一隻賣了
13,000元。今年捉蟋蟀這一個多月時間大概能掙

四、五萬元，最貴的一隻賣了2,000元。”
寧陽縣內從事生產經營罐、網、提框、鬥

閘、芡草、提籠、過籠、三尾籠、燈、秤等鬥具
的大型批發點12家，家庭批發經銷的200多家。

除了蟋蟀交易和“尋辯捕養鬥”用品交易之
外，各種蟋蟀字畫等蟋蟀主題工藝品也深受歡
迎。在泗店鎮主幹道兩側的一個個蟋蟀門面，滿
足了全國各地蟋蟀愛好者的需求。

捕捉旺季賓館住宿爆滿
大量客商的湧入也帶動了當地住宿、餐飲等

行業的發展。2017年，全國來寧陽客商達20多
萬人次。在蟋蟀交易期，泗店鎮的賓館住宿、農
家樂住宿約150戶，平均每戶提供20張床位，全
鎮範圍內可提供床位超過3,000張，但仍出現了
入住爆滿的情況。
蟋蟀產業發展富民惠民，得到了當地政府的

大力支持。但是由於大量施用農藥、除草劑，村
莊搬遷改造，過度捕捉等因素，寧陽蟋蟀賴以生
存的自然環境遭到破壞。

石玉勝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稱，鎮政
府建立了蟋蟀保護區，保護原生態資源環境，保

證蟋蟀數量質量。同時政府也引導大家更加珍惜
蟋蟀資源、加強蟋蟀尋辨捕養等專業知識。特別
是對廣大田間“捕手”，通過加強教育讓他們在
追求眼前利益的同時，更要着眼長遠利益，懂得
適時適度“放手”。

鬥蟀世盃賺盡產業商機
把蟋蟀產業發展成為一年四季都能受益的大

產業一直是當地政府關注的重點問題。據石玉勝
介紹，圍繞蟋蟀產業，當地也確定多元化發展之
路，不斷延伸產業鏈條，拓展產業領域，特別是
住宿餐飲、中介服務、文化娛樂等第三產業。

為擴大影響力，當地連續多年舉辦“鬥蟋蟀
世界盃”，去年吸引全國的36支隊伍到來角逐
百萬大獎。比賽通過網絡進行直播，高清攝像頭
展現蟋蟀爭鬥時候的每一個細節，同時配有專家
解說，為全國蟋蟀愛好者呈現一場別開生面的鬥
蟋盛宴。
另外寧陽還規劃建設蟋蟀文化主題產業園和

蟋蟀特色小鎮，引進外來客商和民間資本投資生
態文化園、蟋蟀莊園和交易中心等，打造可觀、
可遊、可玩的蟋蟀文化旅遊目的地。

蟋蟀文化歷史悠久，《詩
經》中有“五月斯螽動股，六
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
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
我床下”的記載。始於秦漢，

興於唐宋，盛於明清。“鬥蟋”也是中國一項
傳統民俗，名列“花鳥魚蟲”四雅之中。

寧陽鬥蟀以個頭大、性情烈、彈跳力強、
善鬥兇狠而馳名，古代被譽為“江北第一
蟲”。其中又以泗店鬥蟋最為著名，歷代被奉
為皇宮貢品。

寧陽鬥蟀品種繁多，有青、黃、紫、紅、
黑、白等6大類260多個品種，載入古譜的名
貴品種有大黑青牙、蟹殼青、青麻頭、鐵頭青
背、琥珀青、黑頭金赤、紫黃等。2013年“寧
陽蟋蟀”被批准為國家地理標誌產品。

■記者胡卧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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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山東省寧陽縣，鎮域面積56平方公里

常住人口：4.3萬人

年生產總值：人民幣24.09億元

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民幣26,521元
和17,283元

國家地理標誌保護產品：寧陽蟋蟀、許家橋
大白菜、寧陽橋
白；省級非遺項
目：寧陽斗蟋

泗店鎮簡介泗店鎮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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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有云“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

鳴冬”，鳴秋之蟲絕對少不了蟋蟀的份兒。每年9、10

月，凌晨四、五時，山東省泰安市寧陽縣泗店鎮的蟋蟀

交易市場上便人潮湧動，大批專業收蟲人購買當地農民

捕捉的蟋蟀，然後將牠們帶至天津、上海等大城市，轉銷和比賽。小小蟋蟀變成

“運財蟲子”，成為寧陽縣的特色經濟和重要產業，更連續多年舉辦“鬥蟋蟀世界

盃”，圍繞蟋蟀產業衍生的經濟效益超過7億元（人民幣，下同）。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臥龍 山東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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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南 新 聞 網 站 隆 重 推 出 5 大 板 塊 提 升 ,

 為 客 戶 ，  讀 者 提 供 了 更 好 的 瀏 覽 體 驗 。

美南新聞追蹤報導美南新聞追蹤報導美南新聞追蹤報導美南新聞追蹤報導﹕﹕﹕﹕
休斯頓這些休斯頓這些休斯頓這些休斯頓這些ZIP codeZIP codeZIP codeZIP code染病最高染病最高染病最高染病最高﹐﹐﹐﹐快來看看你家是否上榜快來看看你家是否上榜快來看看你家是否上榜快來看看你家是否上榜﹗﹗﹗﹗

【美南新聞記者蕭永群報導】德州地區疫情連日超過
4000大關﹐哈裏斯郡疫情也始終未得控制﹐究竟大休
斯頓地區的疫情為何﹖哪些族裔染病最多﹖哪些地區
最岌岌可危﹖本文一次告訴你﹒
染病族群分部染病族群分部﹕﹕

據哈裏斯郡健康部門公布的數據顯示﹐目前仍有超過
1300人的族裔尚未公布﹐但從已知的數據來看﹐西裔
人口染病最多﹐其次白人﹑非裔旗鼓相當﹐而亞裔僅排
第四﹒ 根據休斯頓當地心臟科權威醫師豐健偉指出﹐
這樣的族裔分佈多與族裔間的文化習性有觀﹐西裔往
往更喜歡聚會﹐而亞裔在戴口罩﹑防疫措施上的觀念更
強﹒
染病年齡分部染病年齡分部

往往我們會以為﹐高齡族群是染上新冠的高危族群﹐但
從數據上卻跌破了眾人眼鏡﹐目前染病者多分部於20
至50歲﹐反而是青壯年族群﹒這個現象往往與年輕人

對疫情的疏忽有關﹒過去﹐德州州長艾伯特也指出﹐目
前染病最多的族群是30歲以下的年輕人﹐與哈裏斯郡
的數據不謀而合﹒

染病地區分部染病地區分部﹕﹕
根據哈裏斯郡衛生部門的數據與圖表來看﹐越深色的
地區﹐代表了染病人數越多﹒由圖可見﹐大休斯頓西南
地區的染疫情況最為嚴重﹐其中﹐中國城所在的地區

（zip code: 77036）最為嚴重﹐因為該區也有許多不同
族裔居住於此﹒根據哈里斯郡健康部們資料顯示﹐前前
十名的染病地區十名的染病地區ZIP codeZIP code分別為分別為﹕﹕
1. 77036﹐共有1043人染病﹒
2. 77449﹐共有796人染病﹒
3. 77084﹐共有728人染病﹒
4. 77072﹐共有709人染病﹒
5. 77080﹐共有642人染病﹒
6. 77099﹐共有637人染病﹒
7. 77081﹐共有583人染病﹒
8. 77055﹐共有512人染病﹒
9. 77074﹐共有511人染病﹒
10. 77002﹐共有442人染病﹒

大休斯頓地區疫情慘重﹐甚至連哈裏斯郡長伊達戈爾
(Lina Hidalgo)也遭殃﹐郡長於28日表示﹐她的辦公室
一名成員檢測確診新冠﹐因此她可能於6月22日星期
一暴露於該病毒之下﹐目前已開始實施自我隔離至7
月6日﹒伊達爾戈將繼續透過線上的方式﹐繼續工作﹐
郡政府的運作不會受到影響﹒
郡長和其他可能被暴露於病毒的工作人員﹐都將接受
新冠測試﹐並將全數隔離14天﹒根據聲明﹐伊達戈爾
尚未出現任何症狀﹒她表示﹕「有鑑於我們所知道的﹐
我將在家中隔離﹒」「事實上﹐越來越多的哈裏斯郡成千
上萬的居民﹐都可能像我一樣﹐越來越多的居民對該病
毒呈陽性反應﹐並且越來越需要住院治療﹒我們正在
處於一級威脅級別（紅色）﹐我再次呼籲所有人除了基
本活動外都留在家中﹐這能避免我們的醫院系統癱瘓﹐
並使社區能夠以更聰明﹑更長久的方式重新開放﹐唯一
方法就是我們要作為一個社區共同戰勝病毒威脅﹐並
且我將繼續確保我們正在採取一切可能的方案來控制
這一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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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國際電視臺開通iTalkBB 高清中文電視頻道   
打造海外華人美好生活 
美南新聞集團屬下的美南國際電視臺與iTalkBB
通力合作，開通了iTalkBB高清中文電視頻道，
為海外華人打造美好生活。iTalkBB中文電視
采用最尖端圖像處理技術，以呈現高清畫質，
讓您體驗完美視聽享受

建議申請iTalkBB機頂盒，因為:
1) iTalk BB有獨家院線新片：iTalkBB中文電視購買了多部2019最新
正版院線大片，讓您在家就可以看到時下最火華語電影，免費點播，高清畫質。
2) 海量影視劇同步更新，隨時點播：與國內同步更新最受歡迎的電視劇、
人氣綜藝和票房大片。點播功能讓您隨時隨地想怎麼看就怎麼看。
3) 高清中/港/臺直播：iTalkBB中文電視提供中/港/臺六十多個熱門頻道實時直播，
讓您和家人觀看內地、香港、臺灣和海外頻道的即時節目。
在iTalkBB中文電視上，新聞、綜藝、訪談、電視劇應用盡有，讓您第壹時間獲得最新資訊。。

您只要每月付 $4.99起，
就可以送機頂盒，在家看最
新最熱中文電視內容。

$4.99

如果您沒有機頂盒，您可以通過STV15.3頻道直
接收看美南國際電視臺高清電視節目，視頻效果
可能會受到周圍環境的影響而影響觀看效果。您
可以用手機下載今日美國app logo， 就可以點
擊進入美南國際電視頻道隨時收看24小時直播
高清電視節目。您也可以通過Youtube直接收到
美南電視臺直接收看高清電視節目。

2020年6月14日，剛在根據美南新聞副總裁秦鴻鈞大型話劇劇
本《單程機票》改編的電影中擔任女主角的謝玉芳Nancy Xie
女士在美國安拉華科國家野生動物保護區考察外景地，放飛心
情，與大自然為伍，為下一步計劃做準備。

有志不在年高有志不在年高！！華裔第二代築壯成長華裔第二代築壯成長！！ 20202020年年66月月1414日日，，在在
Together We Are Stronger CoalitionTogether We Are Stronger Coalition張晶晶志願者團隊總結會上張晶晶志願者團隊總結會上
，，關懷慈善基金關懷慈善基金(We Care Foundation)(We Care Foundation)創始人創始人Grace KangGrace Kang在接受在接受
國會議員國會議員Pete OlsonPete Olson頒發社區義工褒獎狀時頒發社區義工褒獎狀時，，與國會議員握拳與國會議員握拳
致勉致勉，，在即將結束的高中歲月和即將到來的大學生涯裡在即將結束的高中歲月和即將到來的大學生涯裡，，繼續繼續
努力努力，，彰顯精神彰顯精神。。

疫情告急疫情告急，，選舉卻有條不紊的迅速展開選舉卻有條不紊的迅速展開！！哈里斯郡書記官哈里斯郡書記官
Chris HollinsChris Hollins新官上任新官上任，，雷厲風行雷厲風行。。 20202020年年66月月2929日日，，美國大美國大
選黨內初選選黨內初選 Run OffRun Off 的早期投票正式開始的早期投票正式開始！！亞裔社區負責人亞裔社區負責人
JoAnneJoAnne呼籲大家告訴大家呼籲大家告訴大家，，積極投票積極投票。。民眾可登錄民眾可登錄HarrisVotes.HarrisVotes.
comcom查看投票點和投票須知查看投票點和投票須知。。確保行使自己最神聖的權利確保行使自己最神聖的權利。。

20202020年年66月月2222日日，，得州眾議員吳元得州眾議員吳元
之之Gene WuGene Wu、、斯塔福市議員譚秋晴斯塔福市議員譚秋晴
(Alice Chan)(Alice Chan)、、休斯敦前市議員休斯敦前市議員、、副副
市長關振鵬市長關振鵬、、UCAUCA 主席薛海培主席薛海培、、
AASFHAASFH 主席李雄主席李雄、、ACCACC 休斯敦亞休斯敦亞
商會主席喻斌商會主席喻斌、、UCAUCA 休斯敦負責休斯敦負責
人施慧倫人施慧倫Helen ShihHelen Shih、、OCAOCA原主席原主席
Cecil FongCecil Fong、、著名僑領著名僑領Rogene CalRogene Cal--
vertvert、、 AASFHAASFH 總 協 調 陳 宇 雯總 協 調 陳 宇 雯
Yvonne ChenYvonne Chen、、中華文化中心中華文化中心CEOCEO
華啟梅等組織特別為扎克華啟梅等組織特別為扎克••歐文歐文
(Zach Owen)(Zach Owen) 和 伯 尼和 伯 尼 •• 拉 米 雷 斯拉 米 雷 斯
(Bernie Ramirez)(Bernie Ramirez)兩位英雄頒獎兩位英雄頒獎。。

20202020年年66月月1414日日，，Together We Are Stronger CoalitionTogether We Are Stronger Coalition張晶晶志張晶晶志
願者團隊願者團隊、、關懷慈善基金關懷慈善基金(We Care Foundation)(We Care Foundation)創始人創始人 GraceGrace
KangKang及青少年志願者聯手國會議員及青少年志願者聯手國會議員Pete OlsonPete Olson在嶄新的騰龍教在嶄新的騰龍教
育學院育學院(Talent Academy)(Talent Academy)為參與的為參與的2020多個組織和十來位青少年多個組織和十來位青少年
志願者頒獎致謝志願者頒獎致謝。。張晶晶在張晶晶在 77 月月 1414 日舉行的福遍稅務官日舉行的福遍稅務官 RunRun
OffOff黨內選舉的早期投票於黨內選舉的早期投票於66月月2929日正式開始日正式開始，，國會議員和僑國會議員和僑
領們都紛紛呼籲華人朋友出來投張晶晶一票領們都紛紛呼籲華人朋友出來投張晶晶一票，，讓我們的華人能讓我們的華人能
有代表在福遍郡服務有代表在福遍郡服務。。

20202020年年66月月2323日中午日中午，，西南管理區主席李雄西南管理區主席李雄、、亞商會會長喻亞商會會長喻
斌斌、、運營主任運營主任Barbara GalloBarbara Gallo、、社區發展主任社區發展主任Paul GorPaul Gor、、義工陳義工陳
宇雯宇雯Yvonne ChenYvonne Chen，，將送餐一萬份將送餐一萬份，，致敬一線英雄活動中募集致敬一線英雄活動中募集
的午餐盒的午餐盒((東海海鮮餐廳東海海鮮餐廳Arco Seafood Restaurant)Arco Seafood Restaurant)和飲品和飲品(Tea(Tea--
Cup)Cup)送到靠近中國城的美國小企業署休斯敦區域辦公室送到靠近中國城的美國小企業署休斯敦區域辦公室，，
SBA Houston District OfficeSBA Houston District Office 主任主任 Tim JeffcoatTim Jeffcoat 和副主任和副主任 MikeMike
WinchesterWinchester和和AASFHAASFH亞商會成員們一起手執感謝牌合影亞商會成員們一起手執感謝牌合影。。

20202020年年66月月2424日日，，西南管理區主席西南管理區主席
李雄李雄、、亞商會會長喻斌亞商會會長喻斌、、義工陳宇義工陳宇
雯雯 Yvonne ChenYvonne Chen、、西南管理區董事西南管理區董事
PeterPeter中華文化服務中心代表中華文化服務中心代表，，將送將送
餐一萬份餐一萬份，，致敬一線英雄活動中募致敬一線英雄活動中募
集 的集 的 253253 份 午 餐 盒份 午 餐 盒 (( 華 洋 餐 廳華 洋 餐 廳 RR
HouseHouse、、Cafe Kubo'sCafe Kubo's、、EurasiaEurasia、、川妹川妹
子子 Spicy GirlSpicy Girl、、 川 之 味川 之 味 SzechuanSzechuan
SpicySpicy、、 MiyazakiMiyazaki、、 Batao ChineseBatao Chinese
BistroBistro、、Taste Sichuan Bistro)Taste Sichuan Bistro)送到休送到休
斯敦中國城第十號消防局斯敦中國城第十號消防局。。休斯敦休斯敦
消防局局長消防局局長 Samuel PeSamuel Peññaa 專程趕來專程趕來
出席捐贈儀式出席捐贈儀式，，並致辭感謝並致辭感謝 AASAAS--
FHFH的義舉的義舉。。

Legend Hot MamaLegend Hot Mama，，一路走來一路走來！！ 20202020年年66月月2929日日，，美國辣媽大美國辣媽大
賽創辦人陳鐵梅帶著攝像設備來到賽創辦人陳鐵梅帶著攝像設備來到BrazoriaBrazoria國家野生動物保護國家野生動物保護
區區，，採集素材採集素材，，準備疫情之後再出發準備疫情之後再出發。。備受全球社會各界讚備受全球社會各界讚
譽的譽的HOT MAMAHOT MAMA國際辣媽大賽以提高女性的社會影響力國際辣媽大賽以提高女性的社會影響力、、
關愛社會關愛社會、、樹立杰出女性榜樣為目標樹立杰出女性榜樣為目標，，展現展現““有意義的美有意義的美””
，，為女性提供展示自我的舞台為女性提供展示自我的舞台，，為促進世界和平為促進世界和平、、各民族文各民族文
化交流化交流，，在全球傳播友誼和愛心做出了巨大貢獻在全球傳播友誼和愛心做出了巨大貢獻，，成為源自成為源自
休斯敦休斯敦、、享譽全球的一個馳名品牌享譽全球的一個馳名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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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話經濟

（中央社）大法官今天對黨產條例釋憲案
進行言詞辯論，律師葉慶元表示，中國國民黨
是受黨產條例影響最大的當事人，卻只能與中
投等公司共用10分鐘陳述時間，嚴重違反程
序正義。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多個合議庭因審案認為
黨產條例有違憲疑義，向司法院大法官聲請釋
憲。大法官今天上午於憲法法庭進行言詞辯論
，邀集聲請人、相關機關、關係人、鑑定人等
到庭陳述意見，並開放民眾旁聽。

財團法人民族基金會、民權基金會及國家
發展基金會被黨產會認定為國民黨附隨組織，
葉慶元今天代表3個基金會，以關係人代理人
身分出庭陳述意見，於休息時間接受媒體採訪
。

葉慶元表示，有當事人曾聲請大法官迴避
，但大法官對這部分完全沒處理，更糟糕是國
民黨曾向法務部要求提供立法審議過程學者專
家的會議紀錄，但法務部拒絕，今天到底有哪
些大法官曾參與黨產條例制定，甚至他們的意
見成為法條內容卻沒迴避，恐影響釋憲公正性
。

葉慶元進一步指出，大法官許志雄曾被譽
為黨產條例推手，如今推手坐在審判席上決定

黨產條例是否違憲，不覺得很諷刺嗎？而大法
官黃瑞明的妻子尤美女曾任立委並密切參與立
法過程，應自請迴避。

他還表示，國民黨是受黨產條例影響最大
的當事人，但只能夠跟中央投資公司、欣裕台
公司共用10分鐘陳述時間，嚴重違反程序正
義。

葉慶元還提到，所謂曾是附隨組織但已脫
離國民黨控制，中廣、救國團都是很好例子，
卻被剝奪來法庭說話的機會，一個強調人權保
障、程序正義的殿堂，連給他們說話的機會都
沒有，如何讓人民對大法官解釋有信心。

葉慶元說，黨產會組織違反憲法規定，期
待大法官秉於憲法賦予的職責，不要囿於黨派
成見，能保障人民應受保障的權利。

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主任委員林?正受訪
時則表示，黨產處理是轉型正義重要的一環，
對於這次大法官審理此案有高度期待，也很樂
觀大法官會決定黨產條例合憲。

針對東吳大學教授董保城在庭中表示，不
當黨產處理委員會是 「民進黨的附隨組織」 ，
林正則予以尊重，表示黨產會就是行政院下的
獨立機關。

黨產條例釋憲案 葉慶元質疑違反程序正義

（中央社）雲林縣麥寮鄉瓦村長今年5月30日辦理補選，許姓男子以1票2000元代價幫特
定候選人買票，雲林地檢署今天傳喚許男等17人，並認為許男有串供之虞向法院聲請羈押，法
院裁定5萬元交保。

雲林縣麥寮鄉瓦?村長陳志賢今年因病過世，雲林縣選委會依規定辦理補選，林慶郎和林居
正登記參選，林慶郎以824票當選，雲林縣選委會在6月2日公告當選名單。

雲林地檢署今天發布新聞稿表示，檢察官葉喬鈞近日指揮雲林和嘉義縣調查站，偵辦麥寮
鄉第21屆瓦村長補選現金賄選案，昨天和今天陸續傳喚許姓男子（56歲）等17人到案。

雲林地檢署主任檢察官黃怡華指出，許姓男子涉犯選罷法的交付賄賂罪，犯罪嫌疑重大及
串證之虞今天向法院聲請羈押，法院裁定新台幣5萬元交保候傳。

黃怡華表示，許姓男子為讓特定候選人順利當選，以1票2000元為對價向村民期約賄選，
並於今年5月30日投票日當天親自到投票所 「監票」 ，確定期約賄選的人有去投票，並在開票
結果特定候選人當選後，隔天即交付2000元給投票人。

雲林地檢署掌握確實情資，今天傳喚涉嫌買票的許姓男子及收賄的選民與證人等17人到案
，部分選民坦承收賄，當庭繳回賄款共8000元。

許姓男子供稱，他只是替好友買票，當事人並不知情。

雲林村長補選傳賄選 買票人5萬元交保
（中央社）內政部長徐國勇今天表示，已編列預算採購警用電擊槍，讓員警在人多密閉空間執勤

，制伏歹徒時方便使用，預計今年就可以撥用到各單位包括派出所，將列為執勤共同裝備。
徐國勇今天到台中成功嶺主持替代役212梯次基礎訓練結訓典禮，這梯次共有895名警大及警專

畢業生結訓，並視察役男受訓學習初級救護技術員（EMT1）成果，及役男捐血活動。
針對警察值勤遭遇危險的叮嚀，徐國勇接受媒體聯訪時表示，精良的訓練就是保障自己最重要的

基礎，社會不斷發展，員警執勤的裝備精進也很重要，總統蔡英文已指示更新通訊設備，並添購電擊
槍、電擊棒，在人多的密閉空間如捷運、航空站、火車車廂等區域，會比一般槍械更方便與有力。

他指出，蔡總統並關心員警執勤的制服，若衣服拉扯性好，逮捕犯人、值勤會更為方便，但拉扯
性好，透氣性就不佳，總統也指示要跟高階紡織品廠商研議，研發出機能布製作制服，警車也強化更
新，提升警察執勤的安全與效率。

至於電擊槍的配發，徐國勇表示，鐵路警察局、航空警察局等單位，種子教官都完成訓練，預算
也已編列，將盡速在9月前完成採購，今年就可以撥用到各單位也包括派出所，將列為執勤共同裝備
，電子槍沒有殺傷力，但可以讓歹徒暫時沒有抵抗能力，讓員警得以迅速制伏。

徐國勇：將配發電擊槍列為警察執勤共同裝備
探索夢號靠泊基隆港探索夢號靠泊基隆港 防疫人員備妥消毒機具防疫人員備妥消毒機具

星夢郵輪旗下的星夢郵輪旗下的 「「探索夢號探索夢號」」 3030日上午靠泊基隆港西日上午靠泊基隆港西33碼頭碼頭，，防疫人員在岸邊備妥機具準備消防疫人員在岸邊備妥機具準備消
毒作業毒作業。。

Hello Kitty遭遇中年危機
“賣萌”容易賣“萌”難

“橢圓的臉蛋，長長的胡須，沒有

嘴巴，耳朵上系著壹個粉色蝴蝶結，體

重等於三個蘋果的重量，喜歡在森林裏

玩耍，練習彈鋼琴以及烤餅幹。”

誕生於1974年的經典卡通形象Hel-

lo Kitty，如今已經近“天命之年”。而

92歲的“Hello Kitty之父”也將於近日

卸任，接手Hello Kitty大家庭的新掌門

是他31歲的孫子。

童話世界裏沒有憂愁。但現實生活裏，

童話世界的創造者們卻面臨著不少煩惱。

Hello Kitty母公司三麗鷗宣布換帥
父親節剛過去不久，無數女生的心頭愛

——Hello Kitty，它的“爸爸”要退休了。

據報道，日本玩具禮品公司三麗鷗近

日在壹份聲明中表示，該公司創始人、被

譽為“Hello Kitty之父”的92歲的辻信太

郎將在7月1日卸任首席執行官的職務，他

31歲的孫子辻朋邦將接替其職位。

辻信太郎年輕時在山梨縣任公務員，

1960年辭職創業，建立了“山梨絲綢中心

株式會社”經營絲織品生意。後來，他意

識到有“可愛”設計的產品將會熱賣，在

1973年將公司更名為“三麗鷗株式會社”

。1974年，可愛的代表角色Hello Kitty誕

生，並成為日本的標誌性卡通形象。

迄今為止，三麗鷗旗下已經誕生了

超過450個卡通角色，形成了禮物商品

企劃與銷售、IP運營、授權業務、主題

公園等多塊業務。

辻信太郎的此次“交棒”是三麗鷗

成立60年來首次迎來最高層領導大換血

。92歲的辻信太郎年事已高，交出自己

壹手創辦的三麗鷗公司的經營權也在常

理之中，他此後將擔任會長的職位。

至於為何“傳孫不傳子”，是因為

在2013年 11月，三麗鷗社長第壹順位

人、辻信太郎的長子辻邦彥，在美國洛

杉磯出差期間因急性心力衰竭突然逝世

，時年61歲。也因為這個意外，三麗鷗

的股價曾壹度下跌過半。

縱觀家族繼承人，跨代傳承給辻朋

邦無疑是最好的選擇。

據報道，這位比Hello Kitty小15歲的

接班人從日本慶應大學畢業後，於2014年

“臨危受命”辭職回到家族企業三麗鷗公

司工作，先後在企劃部、營銷部等重要部

門任職。在深入了解公司經營業務並參與

其中後，扛起了三麗鷗的大旗。

業績連續六年下滑，快樂世界難快樂
不久前，壹年壹度的“三麗鷗明星

人氣評選”結果出爐，大耳狗、布丁狗

和帕恰狗三只“汪星人”強勢霸占前三

甲，而去年奪冠的“老前輩”Hello Kit-

ty則跌至第五位。

作為經典的卡通形象公司，三麗鷗

每年都會舉辦人氣評選，並開發相關產

品吸引粉絲購買。據悉，本次2020三麗

鷗全萌寵大評選共收到了熱心粉絲的多

達1455萬張選票。

與評選的火爆人氣形成鮮明對比的

是，三麗鷗並不理想的銷售業績。

根據三麗鷗近日公布的2019年度財報

，公司2019年營業額552.61億日元(折合人

民幣約36.45億元)，同比減少6.5%；營業

利潤21.06億日元(折合人民幣約1.39億元)

，同比下滑56%；凈利潤僅1.91億日元(折

合人民幣約0.13億元)，同比減少95.1%。

業績的萎靡並不是壹夜間發生的。事

實上，三麗鷗業績在2013財年達到高峰

後，已連續6年減收減利。尤其是在近四年

間，該公司的財務數據呈極速下滑的態勢。

對此，三麗鷗稱，業績沒達到預期、

營收表現不佳的原因主要在於海外業務

萎靡不振、日本國內的授權業務營收和

利潤縮水、主題樂園受疫情影響閉園帶

來的損失。

海外業務和日本國內的授權業務是

三麗鷗的重要營收來源，而主題樂園業

務背後是巨大的運營維護成本。今年以

來，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續發酵讓三麗鷗

面臨了更嚴重的營收壓力。三麗鷗預計

，其2020年上半年的業績仍會下滑。

聯名頻出，中國市場仍為重要支撐
“名創優品和三麗鷗聯名又上新了！

三麗鷗女孩給我沖！”

在各種社交軟件上，經常能看到網友

們分享的三麗鷗系列產品。近年來，三麗

鷗在中國市場布局的力度不可謂不大。

三麗鷗財報顯示，2019年中國內地

市場的營業利潤做出了最主要的貢獻，

達26.54億日元(折合人民幣約1.75億元)

；其次是中國香港市場，達15.5億日元

(折合人民幣約1億元)；第三是中國臺

灣市場，達8.02億日元(折合人民幣約

0.53億元)。可以說，中國市場支撐起了

三麗鷗海外市場乃至整體的營業額。

三麗鷗也深知中國市場的重要性，

在2020年計劃中表示要大力發展和開拓

中國市場。

其中，聯名產品的推出就是三麗鷗

的重要發力方式。三麗鷗官網顯示其逐

漸向中國等地區開放了各造型人物授權

，範圍包括各種有形、無形商品，品牌

代言與合作、各類市場活動，和大中小

型樂園、餐飲娛樂、教育衛生等。

從以麥當勞、歌帝梵為代表的食品

，到以名創優品、Zara為代表的日用品

，再到以絲芙蘭、完美日記為代表的美

妝，三麗鷗可愛的卡通形象可謂滲透到

生活的方方面面。

依托各成熟品牌本身的行業地位，在各

個領域“刷存在感”以逐漸打開知名度——

三麗鷗聯名背後的商業邏輯並不難，但從

“賣萌”走向“賣”萌卻沒那麼簡單。

當可愛遇到“中年危機”，還能乘
風破浪？

壹個星巴克貓爪杯炒到原價的10多

倍仍被瘋搶，壹只“世界級小可愛”皮

卡丘靠壹部電影吸金900億美元、壹套

Line Friends形象光是賣表情包壹年就能

賺2.7億美元……從壹個又壹個的現象

級的網紅、動漫爆款，不難看出 “萌

經濟”的巨大潛力。

呆萌形象拉近了與消費者的距離，

激發人類基因中的親近感和保護欲。但

相比之下，表象的視覺認同之外，又有

多少成年人願意將卡通形象貫穿到自己

的日常生活中，長久地為其買單呢？

“Hello Kitty的女性消費者壹般在

5至12歲會對品牌產生忠誠，之後壹旦

進入青春期，就會因為向往成熟的心態

而紛紛離開。”三麗鷗前中國區總經理

鐘子偉曾對媒體表示。

“但很多人到了18歲第壹次離開家

搬進大學宿舍的時候，就又會買Hello

Kitty的睡衣和床單，因為這時候她們會

有壹種不想長大的情結。等到35歲她們

結婚生子，這樣的周期就在她們的女兒

身上再循環壹遍。”鐘子偉認為，這是

Hello Kitty獨特的品牌生命周期，或許也

是“萌”想要保持長久生命力的關鍵。

Hello Kitty之父的卸任宣告著辻信

太郎執掌時代的落幕。新繼任者辻朋邦

，能否帶著46歲的Hello Kitty繼續“乘

風破浪”呢？

歐
盟
批
準
德
國
政
府

巨
額
救
助
漢
莎
航
空
方
案

綜合報導 歐盟

25日正式批準德國政

府巨額救助漢莎航空

方案，準許德國政府

向漢莎航空“註資”

90億歐元紓困。

歐盟委員會當日

發布公告通報這壹決

定。今年5月末，德

國政府與遭新冠肺

炎疫情重創的漢莎

航空敲定救助方案

。據此，漢莎航空

將獲得由德國政府

擔保的 30 億歐元貸

款，由德國政府提供

的57億歐元無投票權

資金和3億歐元股權

增資，相應地德國政

府將持有漢莎航空至

少20%的股權。

公告稱，歐盟委

員會援引今年3月疫

情暴發後出臺的“國

家援助臨時框架”對

救助方案進行審查，

結論為方案意在幫助

漢莎航空扭轉財務狀況，緩解疫情對德

國經濟的沖擊，同時承諾采取必要保障

措施以防扭曲市場競爭，歐盟委員會據

此批準了方案。

公告羅列了方案獲批的壹系列依據

，如德國政府保證僅滿足漢莎航空最低

運轉所需，不會介入壯大漢莎航空實力

；漢莎航空承諾2026年前償還貸款並重

組資產，德國政府亦將制定退出救助計

劃；方案保證對漢莎航空管理層嚴格限

薪，包括不得在救助期間向管理層發放

獎金。

公告援引歐盟委員會負責競爭事務

的執行副主席韋斯塔格的話稱，德國政

府的巨額救助有望幫助漢莎航空渡過難

關，但漢莎航空也要確保在其樞紐機場

德國法蘭克福機場和慕尼黑機場減持航

班起降時刻資源，從而令競爭對手有機

會進入這兩大機場，為歐洲消費者提

供合理票價和更多選擇。

由於擔心市場競爭遭到扭曲，歐盟壹向

對“國家援助”十分警惕，但今年3月歐洲

暴發新冠肺炎疫情後，歐盟不得不放寬審查

標準，出臺了“國家援助臨時框架”，不僅

提高“國家援助”資金上限，還允許成員國

政府以撥款、減稅、提供擔保等方式為企業

紓困，以及向企業提供貸款貼息補貼。



BB77今日香江
星期四       2020年7月2日       Thursday, July 2, 2020

Southern News Group我們的新網站 www.scdaily.com

美 南 新 聞 網 站 隆 重 推 出 5 大 板 塊 提 升 ,

 為 客 戶 ，  讀 者 提 供 了 更 好 的 瀏 覽 體 驗 。

2020年7月1日（星期三）2 行走神
州

■責任編輯：趙雪馨

德漢長沙做
搭平台助湘企出海

義義工工
只見這位今年73歲的德國人漢斯一身休閒裝

扮，鬚髮皆白，但精神矍鑠。他思路敏捷，
侃侃而談，加上豐富的肢體語言，給人非常開朗
的印象。

長沙生活工作15載
漢斯的頭銜頗多，長沙市政府商務顧問、長

沙高新區國際科技商務平台顧問、長沙首位5年A
類外籍人才簽證獲得者、曾任湖南省商務廳駐德
國代表、獲得“瀟湘友誼獎”……看得出在長沙
的15年，根植了他對這片土地全部的愛。

漢斯與中國的緣分要追溯到1985年，他被德
國西門子集團派往中國，擔任西門子集團大中華
區總裁。2005年，漢斯退休回到了老家德國巴伐
利亞，卻意外地接到了去湖南長沙管理中德合資
企業的邀請。
漢斯很快便作好了決定，前往長沙任職。不

料，正值大中華區的公司發展蒸蒸日上之時，德
國總部公司卻破產了，漢斯面臨要麼回到德國，
享受退休生活，要麼繼續留在中國的抉擇。

漢斯選擇了留在中國，2008年，他成為長沙
高新區的外籍商務顧問，兩年後，又被長沙市政
府聘為商務顧問。但令人意外的是，漢斯希望在
商務顧問的職位上免費為長沙服務。
“錢是很重要的，但錢不是所有的東西。感

謝中國長沙，這座城市給了我很多，我很高興為
之服務。”漢斯笑言，自己曾是高管，收入可
觀，“而且現在孩子們都長大成家了，生活很

好，不需要擔心了。我在中國賺了錢，現在是要
回饋中國的時候了。”

創建平台促對外交流
漢斯定居長沙的前幾年，長沙能流利說英文

的人很少，機場、道路的英文標識都不齊備，外
國企業來到長沙投資興業需要很長的溝通時間和
成本。漢斯注意到這一點，決心解決這個問題。
漢斯找到長沙市相關部門，提出搭建國際商

務溝通平台，建議以此作為一站式對接國外企業
與政府各部門溝通的橋樑。漢斯認為，只有政府
和企業間的對接更加順暢方便，才會吸引越來越
多的國外企業、機構來到長沙，讓長沙加速走向
國際化。
2015年，長沙高新區國際科技商務平台終於面

世，漢斯參與了平台設計、籌備和建設的全過程。
現在，越來越多的外國企業和外國人來到長

沙，長沙也因此變得更加國際化，漢斯看在眼裏，
倍感欣慰，因為這其中就有他的付出和心血。
在國際科技商務平台的成功基礎上，長沙高

新區又相繼搭建了外國企業服務中心、“湘企出
海+”綜合服務平台“長沙專區”營運中心及長沙
高新區進出口商品展示中心等服務機構，實現線
上線下相結合，全方位地為開放型經濟服務。

“長沙與國外的交流合作增多了，外向型經
濟正在快速增長，這也是我在長沙工作的目的。
很幸運，我們的目標正在逐步實現。”漢斯由衷
地說。

之前，漢斯是通過辦理外國人工作許可
證長期在長沙生活工作，近期他已經向湖南
省政府遞交了辦理中國“綠卡”的申請。

“我護照上的永久居住地原來是德
國，現在是中國長沙。這裏有我的朋友
們，生活非常舒服。現在的長沙，是我生
活與工作的中心。”漢斯說。
漢斯長時間待在中國，和自己的孩子

們見面不多，大都是通過電話網絡聯絡。
獨在異地，他也非常思念親人，他的手機

裏，保存着家人的照片，想念的時候就翻
出來看看。
他的二兒子是醫生，每次德國家庭聚

會時，都會發一些照片給漢斯，特別是他
的孫子學習走路、吃飯時嘴巴沾滿醬料等
等有趣的照片，總能引得漢斯開心不已。

孫子今年3歲了，牙牙學語的兒童，
將漢斯稱為“中國爺爺”。“我從德國回
長沙，孫子找不到我就問他爸爸，‘中國
爺爺’去哪裏了？”漢斯開懷大笑起來。

今年年初，中國突然暴發新冠肺炎疫
情，令漢斯的親友十分擔心，漢斯總是回
覆說：“這邊的朋友、領導和同事都非常
關心我，照顧我，完全不用為我擔心，長
沙比你們想像的要安全。”

疫情發生後，長沙市非常關心漢斯的
身體健康與生活需求，工作人員每天通過
微信給他推送疫情信息，提醒相關的防疫
事項，還及時給他送來生活必需品。

“我還真不知道長沙的領導和同事
們，哪裏來的活力與激情，每天身處一線
工作的同時，還會將最新的疫情信息實時
推送至在長沙外籍人士的微信群，並不斷

告訴我們一些防護的措施。”漢斯看在眼
裏，感動不已。

對接各國機構送防疫物資
漢斯服務的長沙高新區國際科技商務

平台，在疫情中也成了國際聯手對抗疫情
的平台。疫情初期，26個商協會通過自身
渠道，積極採購防疫物資，為湖南、湖北
抗擊疫情助力；當國外疫情暴發後，長沙
高新區又通過平台對接德國、法國、西班
牙、韓國、日本等30個國家的48個機
構，第一時間為他們送去防疫物資，支持
當地抗疫。

漢斯·阿克曼在湖南長沙工作和生活

15年，已成了一位地地道道的“新長沙

人”。這10多年來，漢斯作為長沙

市政府和高新區的外籍商務顧問，免費為長沙的國

際交流合作助力，即使是今年疫情暴發的特殊時

期，漢斯也沒想過離開長沙。“現在的長沙，是

我生活與工作的中心。”漢斯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表

示。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姚進 長沙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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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居住地：中國長沙

■■ 長沙高新區向國外捐贈防疫物長沙高新區向國外捐贈防疫物
資資。。 長沙高新區供圖長沙高新區供圖

■■漢斯在漢斯在20192019年長沙高新區國際科技商務年長沙高新區國際科技商務
平台總結大會上發言平台總結大會上發言。。 長沙高新區供圖長沙高新區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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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趙雪馨

一直致力推動大澳保育與環保的“活化大嶼山文
化研究中心”總監朱福華，在大澳出生與成

長，親身見證着大澳在六十多年裡的蛻變。面對社會
不同方面的衝擊，不禁讓他重新反思大澳文物古蹟與
歷史事件、人物發生的關係和意義。他驚覺即使香港
不斷經歷着變遷，大澳卻仍然一如既往保留原有的味
道與情懷。在這個懷緬與反思的過程中，他找到了一
份對香港的認同以及大澳與這城市密不可分的關係。
通過教育、撰寫文章以及帶領年輕人遊覽大澳，他希
望這一代的人學會珍惜大澳的景物，因為說不定哪天
這些動人的景致、古蹟舊物會被時代的巨輪一併帶
走。“大澳人擁有很多驕人記錄，一項國家非物質文
化遺產、全港最整齊的棚屋群、佛教寺廟、人工紅樹
林等等，除了到大澳吃喝玩樂，遊人或許還可以用更
深層的角度去欣賞它。”而朱福華就領着記者，徒步
去聆聽、感受與欣賞大澳的點滴與魅力。

當漁村式微城市崛起
中國人常說做人要飲水思源，要是重新尋回香港

經濟起飛、生活富足的足跡，漁村的誕生也許是香港
故事的開首。大澳當時作為其中一個重要的漁村，漁
業不僅給人們帶來溫飽，同樣也孕育了不少民間智
慧、手藝以及信仰。百多年前，中國沿海一帶地區、
以捕魚為生的，大多都屬於𣇇家族群。𣇇家早就在香
港和內地沿海地區的不同角落發跡，是香港四大民系
之一，他們擁有相似的生活模式和習俗，幾乎與中國
其他少數民族看齊，卻因為語言無法統一而沒有被列
入為中華民族當中。𣇇家的生活居無定所，船漂泊的
方向掌管每家每戶落戶的命運，他們往往被形容為海
上的遊牧民族。

為了能夠更安穩踏實地生活，大澳的漁民（也稱
為水上人）開始給自己的家庭在沿水道兩旁搭建棚
屋，相鄰而築，形成長條形的棚屋區，並與陸上居民
在大澳建構了屬於自己的社區。直到1960年代，漁
業因為自然環境、海洋生態的改變、年輕人陸續到城
市工作而漸漸式微，蜑家的傳統與獨特的氣質亦慢慢
褪去它原來的模樣。到了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香港市
民的生活因為發展各行各業崛起而變得更加富裕，城
市翻天覆地發展與改變。“漁民會開始追求冷氣機、
電視等城市化的生活，與陸上居民的生活模式逐漸相
近。”即使大澳的漁業不再閃閃發亮，朱福華認為留
下來的居民仍然堅守傳統和保留純樸的氣質，默默守
護着躺臥在海邊的這個家園，給今天的香港留下了保
存得最完整的棚屋群，讓前來大澳的遊人能夠鮮活地
閱讀到歷史痕跡，追溯到昔日的情懷。“城市規劃和
生活限制讓棚屋數量越來越少，所以我們更要珍惜棚
屋的存在。”朱福華說。

區區有故事之區區有故事之大澳大澳（（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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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被疫症的陰霾籠罩，很多人都希

望除下口罩、呼吸一口新鮮的空氣，緩和

身心的壓抑。大澳，一直被自然環境包圍

和眷顧，是都市人選擇逃離的熱門勝地。

這片土地也像是一所博物館，收藏了香港

珍貴的回憶和情感。即使大澳早不是香港

生存的命脈，與國際大都會的稱呼似乎無

法再扯上關係，但它卻同樣經歷過繁華盛

世、衰落，甚至是疫症的爆發。而當年在

大澳的居民是怎樣在各種高低起跌中給這

城市寫下不朽的故事？大澳和今天的香港

又有怎樣千絲萬縷的聯繫？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陳儀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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鹽場紅樹林雀鳥棲息地
在大澳除了能夠欣賞棚屋的風光，近年也許還會

注意到越來越大面積、分佈在不同角落的紅樹林，而
紅樹林的前身是一個個鹽場。過去大澳居民除了出海
捕魚為生以外，部分居民也會在沿岸海灘曬製海鹽，
當時主要有四個鹽場。鹽業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步入
全盛時期，它不但帶動了鹽的供應，也因為鹽適中的
鹹度，令大澳鹹魚成為當地其中一個特產。“中國人
對煮飯很講究，不能沒有鹽，所以鹽就特別矜貴。當
時有鹽的地方就有官兵駐守，可見大澳曾經是一個富
庶的地方。”朱福華說。

可是，鹽業同樣敵不過變遷與取替，直到1960年代
後期，泰國與中國內地廉價的食鹽進口香港，本地食鹽
的需求下降，鹽田逐漸荒廢，卻變成一個個紅樹林。
“紅樹林的出現至今還是一個謎。”朱福華形容紅樹林
的繁殖能力強，短時間內就能長出一片讓雀鳥和其他動
物棲息的園林。“然而，不是每一個人都喜歡紅樹林，
因為會影響景觀。”即使紅樹林遮擋風景，朱福華無法
掩蓋對紅樹林的欣賞與喜愛，因為它給大澳打造了更優
質的生態與自然環境。

根據香港漁農自然護理署資料，政府在2005年至
2007年間，因為要給大澳居民補償建設赤鱲角新機場及
發展北大嶼山造成損失的紅樹林，而在原來鹽田的位置
重新打造紅樹林，並孕育出多樣性的濕地動物，包括
蟹、腹足動物、彈塗魚和水鳥。人工種植的紅樹林，因
為其旺盛生命力而佔據了越來越多的土地，在恍似發展
自然環境走到絕境的香港，大澳紅樹林卻帶來曙光，朱
福華亦相信它有潛力成為香港第二個像米埔一般的自然
保護區，除了給遊人享受自然環境與成為觀鳥勝地，也
給動物有更廣的空間棲息。

從瘟疫地到盛產文化遺產
自古以來，香港不止一次爆發疫症。回看百多年

前的大澳，也曾經屢次被瘟疫的陰霾籠罩。根據大澳
現年近九十歲的漁民長者溫福明及張海平講述，約在
1890年至1910年的20年間，大澳相繼發生了數次不知
名的疫症，相傳是傳染力極強的鼠疫，引致多人死
亡，大澳居民人心惶惶。當時尚未有完善的醫療服
務，教育也非常貧乏的大澳水陸居民，只有求神拜
佛，燒衣祭燭，以求消災。大澳不乏廟宇讓居民能夠
定時參拜，當中包括：楊侯古廟、新村天后廟、關帝
廟以及洪聖廟。因此，百多年前的居民面對疫症，有
長者想到以“遊涌”的方式抗疫。居民以龍舟鼓響，
先到四個廟宇詢問神靈，然後請神遊涌，希望以鼓聲
及請神靈四處繞涌將瘟神嚇走。而的確遊涌過後不消
數月至近初秋，瘟疫漸散，漁民得以康復。

時至今天，大澳遊涌慶典成了一年一度富有紀念
意義和節日色彩的龍舟活動，在每年農曆五月初四
（即端午節的前一天）舉辦。“遊涌”在2011年被列
入為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是首批被列入“香港非物
質文化遺產清單”的項目，並於2017年自動入選“香
港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有別於一般的體育
活動，大澳遊涌完全是在祭神、祭祀、消災的基礎
上。龍舟神靈遊涌、為百姓消災解難的方式貫徹了人
們對神靈的依賴和敬重。“居民請很多廟的神，安排
儀式、典禮、怎樣將神靈送回去等，我們都很有系統
的。”朱福華希望外界能更多關注“遊涌”這項被忽
略的文化遺產，他覺得即使大澳遊涌慶典與香港著名
的長洲太平清醮、大坑舞火龍等同樣是國家非物質文
化遺產，卻往往因為缺乏國際傳媒的報道，被政府忽
略了其地位、重要性和意義。

所謂家有一老，如有一寶，大澳像是這
個城市可以向其學習、尊重的一位前輩，它不
再是支撐香港的軸心，但卻記下了香港人的毅
力和靈活變通的精神，它的靈魂值得這一代人
繼續深思和學習。視大澳為一個家的朱福華，
明白大澳怎樣也逃不過發展的命運，但對於具
體的規劃也會讓他感到一定的憂慮。“發展和
保育，一定要很小心規劃，而且必須取得一個
平衡才可以保持大澳作為‘東方威尼斯’和
‘香港後花園’的美譽。”

被問到怎樣才是一個最理想的“發展”

狀態，朱福華表示，希望大澳能夠繼續保持他
童年時候感受到的美，但亦坦言這個想法很奢
侈，因為他知道政府對於香港未來的發展，在
交通、建築、規劃上都會用到大澳這個地方，
日後能夠隨便使用的空間將會越來越少。“所
以以後要是還能看到黃昏日落、在水道裡面能
夠看見雀鳥、魚類棲息，我就很滿足了。”即
使逃不過發展，朱福華也希望下一代可以在大
澳回看過去或者現在珍惜擁有的東西，因為這
些都是一個城市瑰寶。那麼，大澳的未來將會
何去何從值得探究？

大澳人冀“東方威尼斯”風情不褪

■■大澳有潛力成為另一個觀鳥天堂大澳有潛力成為另一個觀鳥天堂。。

■■希望大澳一如既往保留原有的味道與情懷希望大澳一如既往保留原有的味道與情懷。。

■■大澳擁有香港最完整的棚屋群大澳擁有香港最完整的棚屋群。。

■■活化大嶼山文化研究中心總監朱福華活化大嶼山文化研究中心總監朱福華。。■■大澳遊涌慶典是一年一度的龍舟活動大澳遊涌慶典是一年一度的龍舟活動。。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大澳孕育了不少民間智慧大澳孕育了不少民間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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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美首創 
美南傳媒優惠卡
- 疫情當前，醫生線上看病
- 每個家庭$18元會費
- 線上醫生，牙醫看診，藥房供藥

全面折扣優惠

隨著凱蒂亞洲城、凱蒂大學城的急速發展
，也帶動了周遭社區的開發，近期推出的Katy
「蒂凱佳苑」 ，全新的Grand West Residen-
tial Condominiums不僅讓您享受中國城購物和
交通的便利，走路可達商場，餐廳和服務設施
，無憂和安全的環境，更是讓您的生活得到充
分保障的另一塊淨土。

這座全美難得的優質高級住宅Grand West
Residential Condominiums, 結合了城市的便利
與城郊的閑逸！位於休士頓高度發展的衛星城
，凱蒂區Katy, 擁有絕佳的金三角的優越地理位
置，位於州際 I-10 和Grand Parkway99 的東
北角，凱蒂亞洲城，與凱蒂大學城近在咫尺，
是主流社會的地產巨擘規劃的商圈中少有的門
禁住宅小區Gate Community 。

受夠了沒有廚房的飯店生活，想找一個像
家卻能享受飯店式管理的短期居所嗎? 住飯店
不如選擇來我們的短租套房！在這裡居住，休
士頓大學校園將是您的綠化後院，讓您可以跑
步，散步，享受運動的休閒，走路可到85度C,
Kura近在咫尺, 米其林的港式飲茶添好運和著名
海底撈火鍋開業在即, 就在門外；每天可以步行
到凱蒂的新商業地標凱蒂亞洲城 Katy Asian
Town,在H Mart採買生鮮，品嘗地道的亞洲風
味餐點，或品茶嘗甜點，享受午後時光；或者
散步到JC Penny百貨公司去逛街，不然就近趕
場電影吧！生活可以簡單而優質！精簡的居住
加上便利的環境，讓您不再需要在車流中穿梭
，只需 「安步當車」 就可滿足您的衣食住行，

休閒和娛樂所需！當然，分分鐘就可以上高速
公路到休士頓其他地區！ 而且您還可以選擇乘
坐公共交通METRO BUS到休斯頓市區。

這個優質社區僅有的50戶, 在這個商圈內
不會再有獨立產權的住宅核可興建! 有兩種戶型
，一房一浴與兩房兩浴，目前我們也提供疫情

讓利，除了短期租賃服務，我們也提供 「蒂凱
佳苑」 買房優惠23萬5美元起，現在一樓單位
有量販優惠, 請不要錯過這難得的促銷期！。這
是聯禾地產獨家專案，剩餘戶數不多, 是你空巢
族, 年輕上班族或度假屋的選擇! 不要錯過，請
儘 速 聯 繫 聯 禾 地 產 的 經 紀 人 ， 或 打

713-630-8000，獲得更多信息！
聯禾地產在休士頓成立十多年，旗艦店位

於休士頓中國城的敦煌廣場入口處。作為凱蒂
亞洲城的獨家推廣代理地產服務商，聯禾地產
非常看好凱蒂亞洲城及其周邊區域，並於2018
年5月份，在凱蒂亞洲城開設第二間店面，以
嶄新的面貌迎接這片區域的無限發展，服務周
邊客戶。

歡迎您光臨聯禾地產洽談您的投資需求！
聯禾地產提供從住宅地產買賣投資，商業地產
投資開發，到物業管理一條龍服務，旗下經紀
人團隊專業且多元化,可以講國、英、台語，西
班牙語,韓語及越南語。負責人林承靜Josie Lin
女士，是資深優異的地產從業人士，榮獲過業
內多項大獎，並熱心公益事業，為美國華裔奮
鬥向上的典範。

「聯禾地產」 休士頓中國城敦煌廣場店：
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Ste118, Houston,
TX 77036, 電話：713-630-8000；凱蒂亞洲城
店：地址：23119 Colonial Pkwy, Unit A-1,
Katy 77449, 電話：346-387-9452

KATY Asian TownKATY Asian Town大學商圈全新大學商圈全新 「「蒂凱佳苑蒂凱佳苑」」 ,, 開放拎包入住開放拎包入住,, 開闊的環境開闊的環境,, 便利又安心便利又安心!!
金三角的優越地理位置金三角的優越地理位置，，步行可至優質商圈步行可至優質商圈,, 給您一個都市感的郊區生活給您一個都市感的郊區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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