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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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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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F預測：
中國經濟明年增長8.2%

在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之下，全球經

濟走勢如何？哪些國家經濟會深度衰退

？中國經濟又會有怎樣的表現？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24日發布最

新《世界經濟展望》，對於上述問題進

行了預測。

2020年全球經濟預計萎縮4.9%
IMF 繼續下調了全球經濟展望，

2020 年全球增長率預計為–4.9%，比

2020年4月《世界經濟展望》的預測低

1.9個百分點。

IMF說，新冠肺炎疫情對2020年上

半年經濟活動的負面影響比此前預期更

為嚴重，因此預計復蘇將比此前預測更

為緩慢。“預計所有地區2020年都將經

歷負增長，這種情況首次出現。”

“特別是，多數經濟體的消費增

長預測下調，反映了國內經濟活動受

到比預期更大的幹擾。”IMF指出，私

人消費預計將減弱，原因是保持社交

距離和封鎖措施對總需求造成大規模

不利沖擊，以及預防性儲蓄增加。此

外，在高度不確定的環境下，企業推

遲資本支出，因此，預計投資也將處

於低迷狀態。

IMF援引國際勞工組織的數據顯示

，2020年第二季度減少的工作時數可能

相當於3億多個全時工作。

預計美國經濟今年深度衰退8%
按照最新展望，發達經濟體2020年

增長率預計為-8.0%，比2020年4月《世

界經濟展望》的預測低1.9個百分點。

IMF稱，今年上半年經濟活動受到

的沖擊似乎比預期更為嚴重，甚至在實

施封鎖措施之前已經有跡象表明人們在

自願保持距離。這也表明下半年的復蘇

將更為緩慢，因為對傳染的擔心很可能

持續存在。

其中，預計以下國家將出現同步的

深度衰退：美國(-8.0%)、日本(-5.8%)、

英國(–10.2% )、德國(–7.8% )、法國

(-12.5%)、意大利和西班牙(–12.8%)。

疫情對經濟造成幹擾，並且石油出

口國的可支配收入在燃料價格急劇下跌

之後顯著減少，因此，IMF預計以下國

家將出現嚴重衰退：俄羅斯(–6.6%)、

沙特阿拉伯(–6.8%)、尼日利亞(–5.4%)

和南非(-8.0%，其經濟表現將受到衛生

危機的嚴重影響)。

相比4月預計的情況，印度經歷了

更長時間的封鎖，經濟復蘇更為緩慢，

目前預測其經濟將收縮4.5%。

2021年中國經濟預計增長8.2%
IMF表示，全球經濟活動預計將於

2020年第二季度觸底，此後開始回升，

預計2021年增長率將上升至5.4%，比4

月預測低0.4個百分點。

對於中國經濟的形勢，IMF指出，

中國經濟正在從第壹季度的急劇收縮中

恢復，2020年增長率預計為1.0%，在壹

定程度上將得益於政策刺激。

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2021年增

長率預計將升至5.9%，其中，預計2021

年中國經濟增長將回升到8.2%。

此外，預計 2021 年美國、歐元區

和日本經濟將分別增長 4.5%、6.0%和

2.4%。

應使所有國家獲得充足疫苗
IMF指出，所有國家(包括病毒感染

似乎已經過峰值的國家)應確保醫療衛生

體系具備充足的資源。國際社會必須顯

著增強對國家舉措的支持，包括向醫療

衛生能力有限的國家提供資金援助，

並且隨著疫苗試驗取得進展，將資金

引導投入疫苗生產，從而使所有國家

迅速獲得數量充足、費用可負擔的疫

苗。

IMF建議，需要實施封鎖的國家應

繼續實施相關經濟政策，包括通過大規

模、有針對性的措施緩沖家庭收入損失

，並向因強制限制經濟活動而遭受不利

影響的企業提供支持。

此外，在經濟正在重新開放的國家

，隨著復蘇進程啟動，定向支持應逐步

取消，並且應通過政策提供刺激，以提

升需求，促進和鼓勵資源重新分配，從

疫情之後規模可能持續縮小的部門轉移

到其他部門。

IMF強調，強有力的多邊合作依然

至關重要。IMF首席經濟學家吉塔•戈

皮納特表示，全球應加強各領域合作以

應對這場真正的全球危機，著力解決貿

易和技術緊張局勢，完善以規則為基礎

的多邊貿易體制。

新基建加速落地 企業如何搭上數字快車？
綜合報導 數字經濟與傳統經濟正在加快融合

。今年上半年，中國二十多個省份出臺發展新基建

規劃，加快構築數字經濟“底座”，企業也正努力

搭乘合適的數字快車。

新基建與實體經濟的融合不斷落地，數字化為

傳統行業賦能進入實踐期。

本月，山西陽煤集團的全國首座5G智慧煤礦

正式落成。依托深入井下534米的5G網絡，機電硐

室無人巡檢、掘進面無人操作、綜采面無人操作三

項5G應用落地，助力煤礦的無人化、自動化、可

視化運行。

不僅有5G智慧煤礦，5G智慧港口也進入落地

期。寧波舟山港打造了“5G+智慧港口”商用樣板

。該港口力圖通過運用5G與雲計算、物聯網、人

工智能等信息技術，促進效率提升、成本降低，以

及保障設備人員安全等。

在工業互聯網實踐中，浪潮工業互聯網平臺結

合國家工業互聯網標識解析體系、區塊鏈、國家商

用密碼技術等，形成可全程追溯的產品質量碼，現

已服務茅臺、格力、美的、東阿阿膠、青島啤酒、

海爾三菱等3000家企業上平臺，累計賦碼產品1.1

萬種。

目前，中國各地加緊推進新基建。據公開資料

，已有20多個省份發布相關規劃。以廣東為例，

今年廣東共安排省重點項目1230個，並提出5.9萬

億元人民幣的新基建項目。

綜合各省規劃看，主要聚焦於5G、數據中心

、工業互聯網、人工智能、區塊鏈等，聚焦底層技

術研發、基礎設施建設、新業態拓展、人才培養等

領域。

互聯網平臺公司也加大新基建投入。阿裏巴巴

集團計劃為新基建投入2000億元。阿裏巴巴副總裁

劉松表示，雲計算、雲服務是整個數字社會的底座

，阿裏2000億元投資用於雲操作系統、服務器、芯

片、網絡等重大核心技術研發攻堅和面向未來的數

據中心建設。

騰訊則宣布未來五年5000億元用於新基建布局

，包括雲計算、人工智能、區塊鏈、服務器、大型

數據中心、超算中心、物聯網操作系統等領域。

新型基礎設施加快建成，企業如何用好這些設

施是下壹步面臨的問題，尤其是中小企業，在疫情

難關下數字化轉型還存在困難。

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的數據顯示，2018年，中

國產業數字化占GDP比重為27.63%，落後於英國

的54%、美國的52.8%、德國的54%。這意味著在

中國數字技術對整體經濟的滲透遠遠不夠。

2020年，中國官方發起企業“上雲用數賦智”

行動，要求平臺企業幫助中小微企業渡過難關，提

供多層次、多樣化服務，減成本、降門檻、縮周期

，提高轉型成功率。

目前，中國多地推出“上雲補貼”，企業購買

雲服務，可獲政府補貼。賽迪智庫信息化與軟件研

究所所長吳誌剛表示，通過這種方式能夠讓中小企

業從不會轉、不敢轉、不能轉，變為通過數字化轉

型，競爭力更強。

未來中小企業購買數字化服務，就像購買電壹

樣，這其中大企業也應盡到責任。劉松表示，大企

業應盡量把平臺做得更專業化，提供壹站式服務，

讓中小企業花幾萬元成本就能進行數字化轉型，過

去零售業、服務業都經歷了這樣的過程。

吳誌剛說，以平臺企業整合上下遊，打造數

字化供應鏈，不僅能給中小企業提供系統服務，

同時也能幫助企業找到市場，這也是新基建的價

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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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紐時民調紐時民調紐時民調紐時民調﹕﹕﹕﹕拜登領先川普拜登領先川普拜登領先川普拜登領先川普14141414個百分點個百分點個百分點個百分點﹐﹐﹐﹐專家怎麼看專家怎麼看專家怎麼看專家怎麼看﹖﹖﹖﹖

【美南新聞記者蕭永群報導】疫情之下﹐
對年底大選選情﹑國際關係都帶來了衝
擊﹐今天的疫情追蹤帶您從白宮最新動
態﹑以及社會學的觀察角度﹐來剖析疫情
下的美國﹒
華府大觀園華府大觀園﹕﹕紐時民調顯示拜登領先紐時民調顯示拜登領先
1414%%百分點百分點

根據華府資深律師黃瑞禮指出﹐近來紐
約時報的民調指出﹐拜登以50%比川普
36%﹐領先了14個百分點﹒另一項有趣
的民調數據是﹐FOX電視台針對德州人
所做的民調﹐其中有45%支持川普﹑44%
支持拜登﹐呈現打平狀態﹒但是目前的
民調是否真的能反應選舉結果﹐仍是未

知數﹐畢竟未來仍然會有許多變數﹒
旅美資深社會觀察家楊勁濤指出﹐民調
的確反應了「當前」民眾對於兩邊候選人
的看法﹐但肯定是有些誤差的﹒他認為﹐
川普政府對於疫情的遲緩態度﹐導致了
各州疫情的反噬﹐並影響了人民的生活﹐
在這樣失望﹑負面情緒的積累下﹐川普政
府民調成績單數字不理想﹐也是可預期
的﹒
但他認為﹐這對於半年以後的情勢是否
造成扭轉﹐可能還要拭目以待﹒比如說﹐
假設政府在不久的將來﹐指出要再發行
紓困金﹐民心又會開始傾向政府了﹒
自媒體興起自媒體興起﹐﹐川普推特川普推特80008000萬粉萬粉﹐﹐對傳對傳
統媒體有恃無恐統媒體有恃無恐
此外﹐楊勁濤也指出﹐川普以往這種「大
砲型」的言論與推文﹐都映證了他對傳統
媒體的有恃無恐﹒他指出﹐即使是規模
再大的電視台﹐收視與觸及的族群最多
也就400萬人﹐然而﹐川普光是在推特上
就有8000萬來自世界各地的粉絲﹐當初
在2016年﹐他就是透過社群平台直接﹑

迅速﹑影響力廣的特性﹐累積了自己的聲
勢與影響力﹒

楊勁濤也認為﹐隨著自媒體當道﹐如今兩
黨都很會控制與操作媒體﹐並不是川普
一人專美於前﹒他也分析﹐隨著網絡影
響力越來越廣﹐未來勢必要立法對網絡
上的言論﹑假消息﹑與種族歧視話語進行
管控﹐否則將會產生非常混亂的局面﹒
下一輪紓困案是否有望下一輪紓困案是否有望﹖﹖
黃瑞禮指出﹐目前民眾最關心的不外乎
就是紓困金議題了﹒聯準會(Fed) 主席
鮑爾和美國財政部長梅努欽﹐本週二出
席眾議院委員會聽證會﹐都對經濟是否
會復甦表達密切關注﹐因為這攸關了未
來是否會有下一輪紓困方案﹐梅努欽認
為今年下半年情勢就能反彈﹐但鮑爾認
為要等到美國人能放心集會﹑放心逛街
的時候﹐才能看到經濟復甦﹒但兩人都
同意﹐勢必要有下一輪紓困﹐才有可能解
決眼下經濟困境﹒
東西岸疫情感染狀況大不同東西岸疫情感染狀況大不同﹐﹐為何西岸為何西岸
慘慘﹑﹑東岸得以控制東岸得以控制﹖﹖
目前可以觀察到災情嚴重的區域﹐從最
初的紐約﹐到現在逐漸轉往美國中西部﹑
以及西岸﹒對於這個現象﹐黃瑞禮認為﹐
東西兩岸的不同源自於感染率﹒最初﹐
西岸的感染率並沒有東岸高﹐因此疫情
爆發以來﹐東岸對於戴口罩﹑社交隔離的

警覺性比較高﹒如今﹐中西部與西岸的
疫情若要能夠控制﹐民眾對口罩的意識
就必須加強﹒

「「口罩議題口罩議題」」華人文化重內省華人文化重內省﹑﹑西方看法西方看法
規規﹐﹐若無制度西方人難以信服若無制度西方人難以信服

楊勁濤以社會學角度分析﹐東方重視儒
家文化﹐採以一種由內到外﹑慎獨思維﹐
重視個人品行與內在的修養﹒相較之下
﹐西方則偏向我們所謂的法家﹐重視紀律
﹑由外而內﹐以規章制度管理自身行為﹒
這樣的思維差異﹐所造成的影響就是﹐對
於受儒家文化薰陶的東方人而言﹐戴口
罩是一種自發性﹑本能的行為﹒但這套
在美國卻不適用﹐若是美國政府不明確
頒布方針﹑法令﹐硬性要求民眾要配戴口
罩﹐西方人就難以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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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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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東德烏東德““蜘蛛人蜘蛛人”：”：懸掛高空為大壩懸掛高空為大壩““美容美容””

東德水電站大壩工程已全東德水電站大壩工程已全
線貫通線貫通，，目前正在進行後續相目前正在進行後續相
關工作關工作。。在施工現場在施工現場，，數名數名
““蜘蛛人蜘蛛人””懸掛在懸掛在200200多米的多米的
高空高空，，手持磨光機進行大壩混手持磨光機進行大壩混
凝土消缺施工凝土消缺施工。。圖為圖為““蜘蛛人蜘蛛人””的的
腳下就是奔騰咆哮的江水腳下就是奔騰咆哮的江水。。

韓
國
首
都
圈
疫
情
趨
緊

韓
國
首
都
圈
疫
情
趨
緊

在韓國首爾德壽宮門前的在韓國首爾德壽宮門前的““守門將守門將””佩戴口罩佩戴口罩““執勤執勤”。”。近來近來，，包包
括韓國首爾括韓國首爾、、仁川仁川、、京畿道在內的首都圈確診病例持續增加京畿道在內的首都圈確診病例持續增加。。

疫情下的生日疫情下的生日
烏拉圭街頭烏拉圭街頭““人類蛋糕人類蛋糕””為小朋友慶生為小朋友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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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本地新聞

德州最新疫情報告 & 疫情相關新聞

(本報訊)截止到週三上午, 大休斯敦地區病毒感
染人數48,938人, 633人死亡,18,606人痊癒.德州感染
人數 159,986人，2424人死亡。

以下是其他當地新聞
疫情之下，並不是所有的行業都受到重創，例

如汽車保險業就可以獲得一筆意外的收益，據統計
，由於疫情期間，許多駕駛人駕駛的時間和距離都
明顯減少，車輛事故大大降低，預計汽車保險業和
平時相比減少了6億美元的保費支出。一些保險公
司為客戶返還平均60美元的保費，或者以優惠的形

式兌現，但德州一家非盈利機構Texas Appleseed表
示，返還的遠遠不夠。

昨天下午，來自德州健康部門的報告顯示，德
州單日的病毒感染人數達到6875人，創下了單日病
毒感染人數的新高。德州在過去三個月當中，病毒
確診人數的總量為75000人。但是僅從6月8日至6
月29日短短20天時間內，新增感染病毒的數量就達
到了過去三個月的總量75000人，可以說漲幅驚人
。目前，德州感染人數 159,986人。

白宮防疫高官：將試新的大規模檢測技術
(本報訊)白宮抗疫工作小組最高官員柏克斯

29日呼籲地方當局擴大檢測範圍，並稱工作小
組希望幫忙各州‘部署一些新的測試技術來在
社區層面上真正測試大量人口’。她並將德州

與亞利桑那州確定為‘嚴重熱點’。
柏克斯說：‘儘管死亡率連續幾週下滑，

但我們認為本週將會穩定下來，因此現在若不
全面乾預，死亡率有可能回升。 ’

全美目前確診人數超過250萬，且最新趨勢
是許多新病例年紀在40歲以下。對此美國首席
傳染病專家佛奇表示，年輕人需要明白自身在
防控疫情傳播上扮演著重要角色。

佛奇還說：‘我們不想回到封鎖狀態。我
們想讓公共衛生過程成為開放的工具，而非開
放的阻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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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食書生） 漫說 「黃金茶寮酒
家」 楊楚楓

自時代的車輛走進二千年之後，
作為美國第四大城市的休斯頓，因為
稅項低、物價平、治安好、勞工眾，
短短的十年間，來自世界各地的移民
，湧入這座美南重鎮。百利大道早着
先機，在一眾華越商家的出媒獻策之
下，一座座新穎明亮的大型商場，拔
地而起，形成中國城的繁華地區。不
需多言，敦煌商塲及黃金商場，成為
唐人街上兩顆熠熠紅星，每天每時每
刻，都是人流不斷、車馬不停。

回頭來看黃金商塲，儘管它的店
鋪數量不及敦煌商場之多之密，然而

它的停車塲的位置安排，似乎沒有敦
煌般的緊迫，較為開揚通爽，因此吸
引到不少兩岸三地華人、以至亞矞民
眾，如韓國、菲律賓、中南半島的越
南、老撾、柬埔寨、及休市墨西哥民
眾，來黃金商塲餐飲購物，因此黃金
商塲的每一寸地位，都成為華埠創業
展業的好地方。

在2010年年初，有來自中國上海
大城市的丁師父在黃金商塲中開業。
丁氏乃滬菜的頂級大師，手藝非凡，
不需多久，他所經營的錦江飯店，便
坐上休市著名食府的地位。

世事何其有趣，黃金商塲黃金地
，黃金地屬黃金人。錦江飯店的業主

原來是百利大道西邊上赫赫有名的黃
金點心茶寮酒家的東主夫婦 。十多年
前，他倆從加州南下休市黃金商場，
開設點心酒家，因為店東朱先生乃廣
東僑鄉聲名遠播的點心大師，出品自
是一流。再加上餐樓之內，有眼觀四
面、耳聽八方地招待來賓 的老闆娘坐
鎮，啟業不久，便客似雲來，黃金點
心酒家，即揚名休市。

正是 「豬圈豈生千里馬，花盤難
養萬年松」 。他們當然不甘心棲身於
小樓一角，巧的是因緣際會，給他們
買下百利大道上的金山酒家對面的龍
珠酒家，來擴大發展..。龍珠酒家 的
店東，為本市餐飲業及地產界鉅子陸
才達先生。黃金點心茶寮乘着龍珠酒
家多年的人面及氣勢，進而大展 拳腳
，不需多久，黃金點心茶寮已站穩步

伐，聲震南天，在休市粵菜酒家中，
佔上興旺一席。

雄心勃勃的黃金點心茶寮夫婦，
有心再上層樓。於是取回錦江飯店的
鋪位，大事裝修，招兵買馬，趁新歲

2020 年黃道吉日的1 月8 號星期二，
開設黃金點心茶寮支店於黃金商場之
內，再展雄圖。

本書生憑藉與黃金點心茶寮東主
略有交情，故在黃金點心茶寮重返 黃
金商塲，作舊地新展之夕，禿筆一揮
，寫下詩句乙首，贈與 「黃金點心茶
寮」 主人 , 祝福戰勝疫情，鴻圖再展
，攀越高峯！

一月八號天氣新， 百利大道多行人，
「黃金茶寮」 開分店，佳饌美點效僑

民。
朱氏伉儷多勤奮， 西飛南下創 「黃金
」 。
秀才人情張半紙， 空中道賀慶良辰。

(( 為食書生為食書生））漫漫說說 「「黃金茶寮酒家黃金茶寮酒家」」 楊楚楓楊楚楓

岑偉文欲捐出二塊土地建非營岑偉文欲捐出二塊土地建非營
利性公園或花園利性公園或花園

誠徵熱愛公益事業人士加盟誠徵熱愛公益事業人士加盟、、
合作管理合作管理

（本報記者秦鴻鈞 ）服務德州近三
十年的 「岑氏保險」 負責人岑偉文先生
，現有意作公益，將他名下的兩塊土地
，計劃建成非營利性公園或花園，供社
區民眾享用，服務社區大眾。岑偉文先

生平日熱愛乒乓球運動，對推行乒乓健
身不遺餘力。現有意徵請熱愛公益事業
之人士加盟、合作管理。共商大計。

以下是岑先生兩塊土地的位置：
（一 ） 10307 Brighton Ln. Houston TX

77031, ( 二 ）415 Crabb River Rd. ,Rich-
mond TX 77469, 有益與岑偉文先生一起
加入、合作管理這項非營利工作的人士
， 請 與 岑 偉 文 先 生 聯 絡 ， 電 話:
832-868-1090

【本報休斯頓報導】中國人一向重
視教育，好的教育奠定孩子光明的展望
與未來。在美國，除了公立學校與私立
學校之外，還有一種特許學校，您可知
道嗎？。特許學校不但具有公立學校免
學費的優點，同時有私立學校重視學術
的長處，並且教學具有更大的靈活性，
能夠滿足不同學生的學習需求。

Etoile Academy Charter School表
現優異

就在距離中國城不遠，有一所特許
學 校 ， 名 為 Etoile Academy Charter
School ，他們目前正招收五、六、七年
級的學生，於八月開學。這所學校自前

年開始招生，短短兩年內受家長巨大好
評，學生的成績測驗更是全德州名列前
茅，有 79％的學生通過 STAAR 閱讀，
89％的學生通過 STAAR 數學，67％的
學生通過 STAAR 科學。成績遠遠高於
附近學校的分數。事實上，學生的閱讀
能力比鄰近的學校高出20個百分點，優
異的表現讓家長、學生、與全校教師都
非常興奮。

也因為如此，目前六、七年級的學
生已經滿額，如果家裡有五年級學生，
不妨好好考慮這所學校。

什麼是特許學校？
創始人與校長 Kayleigh Colombero

表示，德州已經有超過600所的特許學
校，至少服務了 200,000 名學生。雖然
，特許學校在美國已經出現了一段時間
，但許多人還是會問：什麼是特許學校
？簡言之，特許學校是一種獨立運行的
免費的公立學校，其運作更靈活，包括
在自訂教育計畫、資源分配、預算、和
招聘與發展員工等方面，都更有彈性。

同時，學校可以成立各種創新的教
育實驗，並可以經由良性競爭，刺激一
般的公立學校提升學校經營與教學品質
，因此，特許學校已成為美國新的教育
典範。

德州的特許學校，其資金是來自於
州政府的撥款，學童免費就讀。特許學
校對學生的教育負有更多的責任，必須
符合政府所規定的嚴格的學術標準，並
且通過本州的評估。

運作具有更大的靈活性
特許學校開放註冊，所有的學生無

論以前的學習成績如何、或有任何的學
習需求，都有相同的就學機會。

雖然，特許學校要對州政府負責，
但在教學方面具有更大的靈活性，能夠
適應每個學生的教育需求，提供更嚴謹
的指導。學校可以為學生提供適合的支
持，以便能在更短的時間內獲得學業上
的提升。

幫助孩子進入具有競爭力的高中
Etoile Academy Charter School 是初

中，希望確保五到八年級的每位學生具
備必要的學術和性格基礎，對於數學和
讀寫特別注重，希望幫助孩子未來進入
休士頓具有競爭力的高中，進而順利的
入大學，並追求有意義的人生目標。

不少特許學校為其教學課程增加了
特別的重點項目，像是金融知識、性格
發展、技術和商業課程等。為了確保學
生得到更好的學術教育、以及更多在個
性發展、健身、或美術課程等方面的培
育，一般特許學校的上課時間都比較長
。

Etoile Academy Charter School 在 4
點半放學後還有 after school，讓需要延
長時間的孩子留下，可以參加俱樂部、
做功課、或是進行體育活動。

特許學校為那些想為子女尋求最適
當的教育環境的家庭提供了更多選擇的
機會，學校的校長與主管們擁有更多管
理學校的自由，他們能夠對學生、家長
、和教師的需求做出最好的反應。

如果您家裡有五年級的孩子，想要
讓他們接受更好的教育質量，歡迎洽詢
，以便得到更多的了解，看看是否適合
自己的孩子。學校距離中國城不遠，就
在百利大道與59號公路附近。

電 話 713-265-8657。 地 址: 6648
Hornwood Drive, Houston TX 77074 。
www.etoileacademy.org

特許學校特許學校 兼具公私立學校的優點兼具公私立學校的優點
免費就讀免費就讀 課程更靈活課程更靈活 教學品質高教學品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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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免費COVIDCOVID測試測試

朋友
最近, 在休斯頓的

COVID病例和死亡人數
在過去幾年急劇上升。
我鼓勵你們接受檢測,認
真對待這一流行病。

下面您將找到我們
每個測試網站下周的位
置和聯繫資訊。我們都
需要負責任,社會距離,並
掩蓋!

慈濟德州分會提供口罩給需要的民
眾,並恭請撥駕蒞臨 謝謝！ 配戴口罩及
保持社交距離有助於保護您減少新冠狀
病毒感染。 慈濟德州分會準備了相當數
量的口罩要提供給需要的休士頓地區民
眾。歡 迎有需要的民眾親自到場領取，
為了保護民眾的健康，來領取口罩時，
不 需下車。數量有限發完為止。 日期

： 2020年7月3日（星期五） 時間：
上 午 九 時 至 十 一 時 (09:00AM-11:
00AM) 地點： 慈濟德州分會靜思堂停
車場 6200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大門早上九點才會開，請在入
口前排隊)

慈濟德州分會提供慈濟德州分會提供
口罩給需要的民眾口罩給需要的民眾

清朝中期，大名府李家庄有个秀才

叫李怀林，预备次日参加乡试。不料头

天晚上家中失火，烧光了房屋，把他父

亲也烧死了，剩下他和母亲闫氏。

李怀林时年二十岁，功名未就，家

破人亡。族长发了话，要李怀林的堂哥

李怀柱接纳他母子二人入住家中。

李怀柱种地为生，好赌如命，膝下

只有一个女儿，除了祖上留下五间房屋

，人丁并不兴旺，他不敢违抗族长之言

，也不想白白养活闫氏母子，就腾出了

两间杂屋给闫氏母子居住，要他们走侧

门进出，单独生活。

李怀林决定挑起重振家业的重任，

更加发奋读书，期望来年参加乡试成就

功名，为以后参加殿试打下基础。然而

，每天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

都是要钱买的。开始时，闫氏母子靠乡

亲们接济，尚能清粥野菜地度日，时间

长了，接济的人少了，他们就常吃了上

顿愁下顿。

这一晚，李怀林对着竹林长吁短叹

。一阵风吹过，竹林里一道白光闪现，

李怀林以为是自己饿得眼睛发花所致，

他定神细看，竹林深处真的发出闪闪的

白光。莫非是莹火虫的窝?李怀林猛然

想起有白光的地下可能埋着银子，顿时

激动得热泪盈眶。

夜深后，李怀林拿着一把锄头，掌

着马口灯，轻手轻脚地摸进了竹林。走

了十几步后，他就感到脚下踩着什么硬

东西，就弯腰拨开落叶细寻，哗，是残

破的铜钱，有几枚呢!他连忙捡起来。

走了几步后，脚下又踩到铜钱，这太不

可思议了，但是他不管那么多，捡到手

里就是了。

等走到竹林深处，马口灯的油只剩

三分之二了，李怀林抓紧时间挖倒几棵

竹子，然后挖地。大约挖了一米深，锄

头就磕到了硬物，李怀林细看，是瓦缸

!看样子，瓦缸并不小，是农村用来腌

榨菜的那种大缸，直径约有一米。李怀

林划开瓦缸上的油纸，闭上眼睛麻着胆

子往里摸，手触到硬物了，他掏出来一

看，呀，真是银元宝啊!李怀林兴奋得

腿一下软了，看看灯快没油了，他赶紧

又掏了二十几个银元宝出来，用土把瓦

缸盖上。

第二日天刚有鱼肚白时，李怀林赶

紧去把头晚挖倒的几根竹子拖出来，唯

恐堂哥李怀柱一家人看到了“宝地”。

一大早，闫氏就赶街市去了，她兑零了

一个银元宝，买

了油米菜和香烛

纸等杂物回来了

，进家时正好被

李怀柱看到。闫

氏赶快掩饰说：

“我把个银手镯

当了，才买了这

些物件。”李怀

柱一边听，一边

随闫氏走到屋后

来，他看到了那

几根竹子，就问

砍竹子干什么?闫

氏说：“编洗菜

的篾箩，洗衣的

竹篮。”李怀柱

哦了一声，没再

问什么。

唉，没想到

寄人篱下，还能挖到银元宝，李怀林又

喜又忧。他问母亲闫氏怎么办?闫氏说

：“咱们今晚把银元宝全部取出，明天

就到街上租个房住，你安心读书备考，

省得在这看人家眼色过日子。”李怀林

想了一阵说：“娘，你是妇人之见，那

缸银子最近不可再动，我们仍旧俭朴过

日子。我们就是再有钱，也不要离开这

里，我们要守到最后!地下的银子肯定

是太爷爷留下的遗产，不能让李怀柱这

个赌鬼知道，更不能让他败光!”

闫氏听了，觉得儿子说的句句在理

，转而一想，也许祖宗埋下的不只这一

瓦缸银子呢?反正李怀柱只有一个女儿

，我们就好好地活着，等他俩口子百年

之后，这竹林下的宝贝就全归我和儿子

了!

竹林下的祖先遗产给了闫氏母子无

穷的希望，李怀林更是认为这是祖宗的

在天之灵在保佑他，是祖宗希望他重振

李家门楣。

李怀柱虽然那天对闫氏母子有些生

疑，但终究没发现什么不对头的事情，

就不再到后面杂屋里来了。他白天种地

，夜里去玩“马古”，即一种比大小点

子的赌局。神仙久赌也会输，这一晚，

李怀柱输得只穿一条短裤回来不说，还

得把妙龄的女儿输给一个年老的赌徒做

小妾。

天亮后，李怀柱的老婆眼见几个恶

狠狠的男子把女儿抢走了，一时想不开

，就跳到村口的废井里寻了短路。

看到女儿被抢走，老婆又死了，李

怀柱方有了悔悟之心，决定卖房也要把

女儿救回来。

闫氏母子一听李怀柱要卖房，真是

庙里失火——慌了神。他们原本是寄人

篱下，有什么理由阻止李怀柱卖房呢?

除非自己拿出银子来把他女儿赎回来。

但是，现在有银子也不敢拿出来用啊。

想了半天，闫氏到一个媒婆家坐了

一会就回来了，脸上的愁云一扫而光。

李怀柱放出卖房的话以后，来看房

的人不少，其中有一个中年汉子，他说

：“怀柱，我是王员外的管家，他想把

女儿许配给李怀林，所以想买下你的房

屋作为女儿的嫁妆。”李怀柱一听，眼

睛瞪圆了，他想不通这个王员外怎么这

么傻，放着高门大户不攀亲，却攀到一

个遭了火灾的穷秀才头上。中年汉子说

，你开个价就行了，你赎回女儿后，搬

到别处去住吧。

李怀柱就开了个高价，把围着看房

的人都吓跑了。中年汉子说：“我们王

员外是看中李怀林今后会飞黄腾达，才

想把女儿嫁给他。你这价钱是高了点，

但王员外说这房子风水好，所以还是买

下来。”

当下，李怀柱收了银子，赎了女儿

，搬往别处住了。闫氏母子安心地当起

了主人，过了几日，就把王员外的女儿

娶了回来。其实，买李怀柱房子的银子

，本来就是李怀林的银子，至于银子哪

儿来的，王员外听媒人说，是李怀林家

原来借出去的银子，人家还回来的。

没多久，李怀柱赌性难改，又把女

儿输给了别人。这回，他跑回来指着屋

后那一片竹林说：“李怀林，我当时卖

房子给王员外，心急火燎要去赎女儿，

忘记卖这片竹林了，你说怎么办?”

李怀林大吃一惊。李怀柱真是输疯

了!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想了想，李

怀林争辩说：“堂哥，当时你的房屋价

格开得那么高，我们都以为是包括这片

竹林在内的，你看看，我们李家庄，谁

家卖房子不是连房前屋后的树木竹林一

块卖的?”李怀柱把脚一跳：“人家是

人家，我是我!如今我女儿又输给人家

了，等着钱赎人呢!”

于是，一对堂兄弟争吵起来。闫氏和

李怀林的夫人王氏听到声音就一块从屋里

出来了。李怀林见了王氏，心头有了主意

，他拉她进房，把竹林下藏有祖先遗产的

事说给她听了。王氏立刻拿出陪嫁来的银

子，说：“你把这片竹林买下来，不要跟

他争吵了，他不讲理的。”

她这样一说，正合李怀林的心意。

走出门，李怀林压下火气，对李怀柱说

：“哥，现在你赎女儿要紧，我这有夫

人陪嫁来的银子，你先拿去用，权当我

买下这片竹林了。”

李怀柱见了银子，揣到怀里就走了。

当夜，李怀林趁着夜黑去竹林里把

缸里的银元宝取完了。第二天，他买了

砖瓦，请人围着竹林砌了一圈院墙，连

夜寻宝，一共挖到了四瓦缸银元宝，一

小坛金元宝!装金元宝的坛子里有个油

纸裹紧的木匣子，里面装了一封用油浸

泡过的遗书，是太爷爷写的：

“李家子孙：这些遗产，并非我正

当劳动所得，全是我开赌场得来的。因

为我的赌场，很多人倾家荡产，后来，

我关了赌场，散出去不少银子帮助穷人

。年老时，我悄悄埋下了这些元宝，并

种了竹林来掩护。我在遗嘱里要求每代

儿孙起名都要用到林或柱，就是暗示竹

林有宝之意。为了引起你们的注意，我

在竹林落叶里丢了不少散碎的铜钱。李

家祖上出过不少读书人，我希望如有儿

孙读书入仕，千万要学习竹子的品格：

高风亮节、虚心，同时，这些遗产要用

来行善和正当开支，不可流入赌徒之手

。儿孙谨记。公元1749年。”

李怀林算了一下时间，这些遗产埋

在地下有99年了!而我，正是这笔遗产

最合适的继承人!真是九九归一啊。

随后，李怀林扬言找岳父借了银子

，造了新房，置了田产，而李怀柱却沦

落成了叫花子。李怀林知道李怀柱讨饭

后，就把他接回家供养，只是不给他银

子花，怕他再赌。同时，他赎回了李怀

柱的女儿，让她风光地出了嫁。

后来，李怀林中了进士，紫袍加身

，成为美名播四方的清官和大善人。一

时间，关于李怀林和堂兄李怀柱天壤之

别的命运，十里八乡传为奇谈。

算命先生解释说，这就是鸭吃糠、

鹅吃谷，各人自有各人福啊!

遗产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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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語花香

很多朋友都很喜欢景天科多肉

植物，就是被景天科多肉的色彩所

吸引，关于多肉增色的小技巧，很

多人都有自己的方法，下面我们就

来探讨一下，如何让多肉增色，希

望大家看完之后会有所收获。

多肉在正常状态下，植株体内都

有一些花青素，不过叶绿素含量高，就

会掩盖了花青素，认为让多肉增色的原

理就是，将植物体内的叶绿色破坏掉，

花青素的颜色就会显露出来，不同的色

素分布在叶片中，就会成为果冻色。

一、日照

充足的光照是多肉增色的关键

，这里说的光照是直射光，不是透

过玻璃或者其它透明物体的光，因

为玻璃会反射一些的紫外线。这也

是很多朋友反映自己的多肉一直放

到光照充足的地方，却不怎么变色

的原因，一般露养的多肉要比室内

的多肉更容易变色，当然要在不晒

伤多肉的前提下。

二、控水

这一点很多肉友都知道，不让

多肉处于吸饱水的状态，就会自然减

少它绿色的光泽，能够减少叶绿色的

形成，自然也就会达到变色的目的。

三、温差

景天科多肉在大温差的情况下

，是很容易变色的，这是因为花青

素在温度越低的时候，pH值越低就

是它变红的原因（保证多肉成活的

温度下），这也是在春天和秋天的

时候多肉会变得非常艳丽的原因，

当然大温差认为控制起来比较难，

也不太好把握度。

四、人工生物肥

景天多肉会吸收胡萝卜素，胡

萝卜素能够改变多肉的颜色，将胡

萝卜洗净切块，然后煮熟，冷却

后放到塑料瓶中发酵，放到温暖

的地方，一般一个月左右就能够

发酵完全，之后就可以稀释来浇

多肉了，它的叶片会出现原本不

会出现的颜色，非常的奇特。

简单几招让多肉出状态
了解原理就不难！

英国皇室的统治者们从不孤单，他们

身边总是跟随着值得信赖的宠物朋友。多

位君主在官方肖像画上抱着自己的宠物，

甚至有的君主为了心爱的宠物修改法律，

《每日星闻报》6月24日发文介绍了

历史上英国王室养宠物的各种趣闻。

对英国女王稍有了解的都知道，她独

宠短腿柯基犬，甚至有一部影片名字就叫

《女王的柯基》。从七岁开始伊丽莎白女

王就拥有了自己的第一只柯基犬，到了九

十岁高龄的今天，她一共养过三十多只柯

基，不管是出国访问还是居家宴会，女王

身边总是跟随着几只短腿萌物。

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也养了很多宠物

。从金毛巡回犬提莉到英国可卡犬洛普，

还有他们的孩子小王子乔治和小公主夏洛

特最爱的仓鼠马尔文。

今日网络上经常会有人为更喜欢猫还

是狗进行争论，偏爱猫和狗的不同立场也

被戏称为“猫党”和“狗党”。

而追溯到几个世纪前，英国大部分统

治者都是坚决的“狗党”。

查理二世非常喜爱西班牙垂耳猎犬，

他以自己的名字为它们命名，甚至颁布了

一项皇家法规，规定西班牙猎犬可以在整

个王国境内畅通无阻，甚至可以进入国会

，任何人不得阻拦它们。

利用配种技术杂交培育出某些特殊功

能的新型犬种，似乎是现代社会才开始的

。而事实上，在维多利亚时期这种繁殖犬

只的方式就极为普遍。

博美犬原本体型要大得多，维多利亚

女王希望宠物犬和玩具一样小巧可爱，从

而通过犬只杂交，培育成功了她最喜爱的

迷你博美。

到了晚年，维多利亚女王共拥有35只

迷你博美犬，最爱的一只叫图丽，在她弥

留之际图丽一直陪伴在身边。

猫也是深受皇家喜爱的宠物，泰国王

室和埃及王室都以爱猫著称，虽然英国王

室明显更为喜爱狗，但历史上也曾养过一

些猫。

维多利亚女王给她的孩子们养了猫作

为宠物，利奥波德王子曾经有一只叫雪莲

花的小白猫。

爱德华七世的妻子亚历山德拉王后曾

经抱着一只雪白的小猫拍照。

而女王的表亲，肯特郡麦可亲王的妻

子大概是当今王室的唯一“猫党”，她养

了好几只暹罗猫和缅甸猫。在她70岁生日

的时候，抱着一只猫拍了官方肖像。

除了常见的猫狗，历史上的英格兰统

治者们还拥有奇奇怪怪的动物，从变色龙

到猴子，豪猪到北极熊甚至狮子，

英国历史上第一家动物园是亨利一世

建造的。为了安置其他国家送给他的珍奇

动物，他在牛津郡的伍德斯托克(Wood-

stock）建立皇家动物园。

当时动物园里有猞猁，狮子，猫头鹰

，骆驼甚至豪猪。

一个世纪后，皇家动物园迁址到伦敦塔

。王室后代们作为礼物收到的各种珍奇动物

一直被养在这里，延续了大概600年。

亨利三世收到过三只狮子，一只北极

熊，甚至一头大象。这也是自从罗马时代

以来大象第一次出现在英格兰。

这只北极熊当时被允许就在护城河里

游泳。

亨利八世的第一个妻子，阿拉贡的凯

瑟琳养过一只猴子作为宠物。她非常喜爱

这只猴子，在绘制官方肖像画的时候也抱

着它。

伊丽莎白女王小时候，蒙巴顿勋爵

(Lord Mountbatten)从海外带回来一只变色

龙，女王和妹妹玛格丽特公主都非常喜爱

这只变色龙。

两位小公主轻轻托着变色龙在皇宫里

嬉戏，据说玛格丽特公主把变色龙放在一

本德布雷特红皮书上，兴奋地看着它他变

成红色。

而有时候饲养宠物也会带来一些不必

要的法律纠纷。

女王唯一的女儿安妮公主从小就喜欢

养马，甚至在八十年代参加过奥运会的马

术项目。

安妮公主六岁的时候曾经从前苏联收

到一只熊崽作为礼物，而她的哥哥查尔斯

王子收到的是一匹小马驹。

遗憾的是她不能在皇宫里养熊，这只

名为尼基的熊被送到了伦敦动物园。

安妮公主也非常喜欢狗，养了好几只

牛头梗犬。

牛头梗犬是具有攻击性的犬种，刺激

之下会狂暴地撕咬攻击人类和其他犬类。

2002年安妮公主养的一只名叫点点

（dotty）的牛头梗在公园里咬了两名儿童

，她也因为成为历史上第一个被控罪犯的

皇室成员。

虽然最终朵朵得以幸免于被安乐死，

但安妮公主被勒令必须随时牵好狗绳。

这还没完，几年后安妮公主另外一只

名叫弗洛伦斯的牛头梗又犯下大错，咬死

了女王最年老，最心爱的一只柯基犬，

同样是这只叫弗洛伦斯的犬还曾攻击

过一位女仆，可谓惹是生非的恶犬。

猫，狗，猴子-甚至北极熊！
英国皇室珍奇宠物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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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因應新型冠狀
病毒疫情持續全球大流行，國際欖球理事會1日宣
布取消“滙豐世界七人欖球系列賽2019/2020”餘
下的蘭福德、倫敦、巴黎、新加坡和香港分站賽
事，提前結束2020賽季。

原定於今年4月舉行的“國泰航空/滙豐香港
國際七人欖球賽”，早前因應新型冠狀病毒疫情而
延期至10月16日至18日。但隨着全球疫情大流行
的不明朗因素而最終宣布取消，這亦是“香港國際
七人欖球賽”自1976年創辦以來首次取消。

香港欖總行政總裁麥偉彬說：“我們對於45
年以來首次未能舉辦聞名全球的‘國泰航空/滙豐
香港國際七人欖球賽’感到失望，但我們理解取
消餘下賽事的非常情況。”

他續稱：“我們和香港七人欖球代表隊一樣
正準備2021賽季，並期待歡迎大家一齊慶祝第45
屆‘國泰航空/滙豐香港國際七人欖球賽’這全球
最大的欖球派對。”

“國泰航空/滙豐香港國際七人欖球賽2021”
將於4月2日至4日上演。

運動員時代，他是中國首位男子大滿貫得主；教練員時代，他是帶隊

披荊斬棘的“金牌教頭”；身為中國乒協主席，他通盤考慮如何延續國乒

榮耀以及乒乓球推廣普及。如今，身份再度轉變，擔任世界乒乓球職業大

聯盟（WTT）理事會主席的他，視野需要更加廣闊。為全世界運動員提供

最好的平台是他的願景，疫情衝擊下帶領世界乒壇化危為機是他的使命。

■■劉國梁身份再度轉變劉國梁身份再度轉變，，出任出任WTTWTT理事會主席理事會主席。。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希望疫情下帶領世界乒壇化危為機

■■雖然已身為中國乒協主席雖然已身為中國乒協主席，，但劉國梁但劉國梁（（左左））仍親仍親
自指導運動員自指導運動員。。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 劉國梁劉國梁（（右二右二））率王勵勤率王勵勤
（（左起左起）、）、王浩及馬琳勇奪北王浩及馬琳勇奪北
京奧運男團冠軍京奧運男團冠軍。。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劉國梁日前在接受記者專訪時表示，WTT是國際
乒聯多年來最大膽的改革，既是機遇也是挑

戰。在“世界乒乓球命運共同體”中，每個人要發揮
主觀能動性，推廣乒乓球事業。感嘆“人生就是不斷
在自我挑戰”的同時，他期待着在世界舞台上講好中
國故事，傳遞中國乒乓文化。

國際乒聯於去年成立WTT，後者將自2021年起
全面運營國際乒聯賽事，推出大滿貫賽在內的全新賽
事體系，目的在於幫助國際乒聯的賽事以及商業資產
改造升級，進一步提升乒乓球在世界範圍的影響力。

WTT為運動員提供更好平台
“這是非常好的平台，是國際乒聯這麼多年來最

大膽的改革，目的在於發展這項運動和在世界的普
及。”劉國梁分享了對WTT的初印象，“這是非常
好的機遇，同時也是巨大的挑戰。”

邀請劉國梁出任WTT理事會主席，國際乒聯管
理層看中的是他在乒乓球領域的影響力和經驗。與
國際乒聯主席托馬斯．維克特以及首席執行官史蒂
夫．丹頓就乒乓球運動發展多次交流溝通後，劉國
梁看到了國際乒聯改革的決心和力度，為的正是給
所有運動員提供最好的平台，所有人非常期待搭建
好這一平台。

“WTT與乒乓球的未來發展緊密相關。”劉國
梁表示，過去乒乓球主要是奧運會、世錦賽和世界盃
三大賽，除此之外沒有職業賽事，而從明年開始推出
的WTT大滿貫賽事，為全世界運動員提供了更好的
平台，更多優秀運動員可以展現自己，體現自我價
值，球迷也能欣賞到最高水平的比賽。

從運動員到國乒主教練、總教練，再到中國乒協
主席，直到如今擔任WTT理事會主席，劉國梁感
慨，“人生就是不斷在自我挑戰”。

身份轉變 思維模式也要變
身份轉變，思維模式自然要變。劉國梁說，運動

員時期想實現大滿貫，之後又做主教練、總教練和主
席，“這次是轉換最大的一次”。

“原來都是想着帶領中國隊拿冠軍，現在到了
WTT這一世界舞台上，更多的是傳遞中國乒乓文
化，在世界舞台上講好中國故事，讓世界乒乓球的發
展過程以中國為中心。”他說，原來更多地考慮成績
和中國的發展，現在要考慮世界和未來的發展。

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下，世界乒壇目前仍處於停擺
狀態，劉國梁正是在這一特殊背景下，接過了昭示未
來與變革的WTT理事會主席職位。

“我需要一個學習的過程。”他說，在WTT這
一世界舞台上，每個國家的文化和信仰不同。如何求
大同存小異，把各自優勢發揮出來，這是最大的挑
戰，也是未來最主要的方向。

重塑乒乓外交 提升話語權
運動員出身的劉國梁自然了解運動員的需求，在他

看來，運動員最大的價值就是要有好的比賽平台來展現
才藝，最重要的就是平台，而WTT賽事體系下的四大
滿貫以及一系列賽事，無形中給運動員提供了機會。

中國乒協主席以及WTT理事會主席的雙重身
份，劉國梁將為推動兩個機構的合作承擔起“橋樑”
角色。他說，不可否認，中國的冠軍、球星和球迷數

量都是最多的，但需要世界舞台和更好的平台展現自
己，通過WTT這一平台讓中國乒乓文化得到展示。

“重塑乒乓外交，提升國際話語權，對於中國乒乓
球來說很重要。原來我們就有這樣的光榮傳統，也希望
我們這一代人在未來起到同樣的作用。”劉國梁說。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CBA（中國男
籃職業聯賽）復賽1日再結束5場較量。全華班的
浙江迎戰雙外援的北京，最終北京憑借林書豪的
絕殺罰球以92：90險勝。而福建則以106：99戰
勝深圳，17勝19負排名聯賽第12，將6勝30負的
天津提前擋在季後賽門外，天津成為繼八一隊之
後第二支提前告別季後賽的球隊。

而卸下季後賽包袱的八一隊，30日晚與新疆
隊鏖戰至深夜11點多，最後以83：76爆冷擊敗對
手贏得復賽後的首勝，也終結了賽季15連敗。

另外，CBA第三期月度（6月）最有價值球員也
在6月30產生，浙江廣廈的內線球員胡金秋當選。

在常規賽24-30輪和復賽前5輪的比賽中，胡金秋率
隊取得12戰9勝的成績，復賽後5戰4勝，場均得到
22.8分12.8籃板1.5封阻。

劉國梁劉國梁
主要獎項

2001年 第46屆世乒賽男團冠軍
1999年 第45屆世乒賽男單冠軍
1999年 第45屆世乒賽男雙冠軍
1997年 第44屆世乒賽男團冠軍
1997年 第44屆世乒賽混雙冠軍
1997年 第44屆世乒賽男雙冠軍
1996年 第26屆奧運會男單冠軍
1996年 第26屆奧運會男雙冠軍
1996年 第17屆世界盃男單冠軍
1995年 第43屆世乒賽男團冠軍
1994年 第3屆世界盃男團冠軍

重要事件

2003年 出任中國乒隊男隊總教練
2013年 出任中國乒隊總教練
2014年 獲得上海交大碩士研究生學位
2018年 當選中國乒乓球協會主席
2020年 出任世界乒乓球職業大聯盟理事

會主席

獲黃金寶鼓勵
龍舟名將“疫市”創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淦）由前龍舟運動員
及世界龍舟錦標賽獎牌得主鄭俊軒（Roy）創立的
Athlete Hub已經面世，開幕禮更獲包括單車名將黃金
寶在內的超過100名香港運動員及體壇知名人士出
席。

投資逾百萬港元的Roy道出“疫市創業”的心路
歷程：“規劃初期已經面對新冠肺炎肆虐，幸好獲得
前輩黃金寶的鼓勵，令我重拾信心。”Roy由小學五
年級開始接觸獨木舟運動，長大後正式成為獨木舟運
動員；2012年轉投到龍舟運動，2013年奪得第一塊世
界賽獎牌，2014年開始獲體院資助及訓練支援。可惜
他2015年在加拿大奪得世界賽第二名後，一次練習中
不幸傷及左膝半月板，被迫退役。

Roy明白到要令香港運動員達到世界頂峰，必須
強化本地運動員的體能訓練。他退役修讀運動教練學
高級文憑，再升讀運動及康樂管理學位課程，畢業後
Roy與數位志向相同朋友，決意成立Athlete Hub為香
港各運動項目的運動員提供全面及科學化的訓練。

前輩黃金寶也大力支持Roy今次創業：“全面而
科學化的訓練對體育及運動員發展是非常重要的，阿
Roy對其他需要支援的運動員抱有一顆同理心及偉大
的願景，作為朋友和同行者，我好開心今日能見證他
的夢想成真！”

Athlete Hub作為全面化的訓練中心，除了會有不
同類型的體能訓練工具，還會為受傷病困擾的運動員
安排復康訓練，務求為運動員提供全面、合適的照
顧。未來，Athlete Hub 除了會致力為現役運動員服
務外，亦希望照顧到退役運動員退役後的生活，包括
聘用退役運動員為相對應的運動項目進行訓練，並計
劃舉辦不同類型的運動教學相關課程，令運動員退役
後更容易投入相關行業。

香港國際七人欖球賽取消

■■黃金寶黃金寶（（橙衫橙衫））出席出席Athlete HubAthlete Hub的開幕禮的開幕禮。。

劉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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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書豪林書豪絕殺絕殺 助京師險勝浙江助京師險勝浙江

■■林書豪林書豪（（左左））在比賽中帶在比賽中帶
球突破球突破。。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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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海內外觀眾提供權威的健康醫藥資訊。

▲ 節目截圖

節目介紹：
《中華醫藥》欄目是中國電視媒體中唯一一檔向海內外傳播中國傳統
醫藥文化的大型電視健康欄目。欄目以“關愛生命健康，服務全球華
人”為宗旨，為海內外觀眾提供權威的健康醫藥資訊，在全面反映中
華傳統醫學博大精深的同時，也關註當代中華醫學對世界的貢獻。

本期節目：《中華醫藥》正骨理筋祛骨傷：頸椎腰椎病為何越來越多

播出時間：
每個週五晚19點30分。 ▲ 節目截圖

《中華醫藥》精彩
節目介紹

6/29/2020 -7/5/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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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30 1 2 3 4 5

00:00-00:30

00:30-01:00

01:00-01:30 中國緣  (重播) 生活 (重播)

01:30-02:00 生活 (重播)

02:00-02:30

02:30-03:00

03:00-03:30

03:30-04:00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04:00-04:30

04:30-05:00

05:00-05:30

05:30-06:00 中國緣  (重播) 

06:00-06:30 洋言洋語 (重播) 生活 (重播)

06:30-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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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11:30

11:30-12:00

12:00-12:30 記住鄉愁 (重播)

12:30-13:00 洋言洋語 (重播)

13:00-13:30 中國緣  (重播) 

13:30-14:00 生活 (重播)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14:00-14:30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記住鄉愁

14:30-15:00 記住鄉愁 (重播) 洋言洋語

15:00-15:30

15:30-16:00

16:00-16:30

16:30-17:00

17:00-17:30

17:30-18:00

18:00-18:30

18:30-19:00

19:00-19:30

19:30-20:00 中國緣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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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0-22:30 記住鄉愁 (重播)

22:30-23:00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23:00-23:30

23:30-00:00

電視台保留變更節目權利，以實際播出為準。 Updated as: 6/28/2020

中國輿論場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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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關注

中華醫藥  (重播)

體育報導 中華醫藥

美南新聞聯播 (直播)

中國文藝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美南大咖談  (重播) 轉轉發現愛 (重播)

今日環球央視國際新聞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轉轉發現愛

中國輿論場 (重播)

國家回憶

光鹽健康園地  (重播) 遠方的家 (重播) 體育報導 (重播) 中華醫藥  (重播)國家回憶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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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亞洲  (重播)

今日亞洲  (重播)

今日亞洲 (重播)

今日亞洲

中國文藝  (重播)

轉轉發現愛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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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廣播電視台     看電視聽廣播

美南國際電視STV15.3為方便觀眾收看，
「電視廣播合為一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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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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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如需開車時收聽廣播，請鏈接到車載音響設備 (數據線/藍牙設備），效果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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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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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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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V15.3 Hou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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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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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7月3日       Friday, July 3,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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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B1111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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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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南新聞
休斯頓地區
最大華人媒體

報紙 電視 廣告 黃頁

微信公眾號

美南電視15.3

美南日報

休斯頓黃頁 分類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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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添加二維碼

疫情期間不打烊／為您服務


	0703FRI_B1_Print
	0703FRI_B2_Print
	0703FRI_B3_Print
	0703FRI_B4_Print
	0703FRI_B5_Print
	0703FRI_B6_Print
	0703FRI_B7_Print
	0703FRI_B8_Print
	0703FRI_B9_Print
	0703FRI_B10_Print
	0703FRI_B11_Print
	0703FRI_B12_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