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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大白真相大白！！
梵高自畫像被證實是真跡梵高自畫像被證實是真跡

觀看畫家梵高壹幅觀看畫家梵高壹幅18891889年的自畫像年的自畫像。。據報道據報道，，這幅自畫像當日在這幅自畫像當日在
荷蘭阿姆斯特丹的壹場新聞發布會上被證實是真跡荷蘭阿姆斯特丹的壹場新聞發布會上被證實是真跡。。據悉據悉，，這幅屬於挪這幅屬於挪
威國家博物館的畫作威國家博物館的畫作，，是梵高在法國南部聖雷米鎮精神療養院畫的是梵高在法國南部聖雷米鎮精神療養院畫的。。

沙特男子家中寵物不壹般沙特男子家中寵物不壹般 狼像狗狗乖巧聽話狼像狗狗乖巧聽話

薩哈尼帶著薩哈尼帶著““AdeemAdeem””在他的農場會客廳裏在他的農場會客廳裏。“。“這些狼是我們家族這些狼是我們家族
的成員的成員。。我們習慣了它們我們習慣了它們，，它們也習慣了我們它們也習慣了我們。。盡管狼可能很危險盡管狼可能很危險，，很很
難對付難對付，，但我的孩子也壹點不害怕但我的孩子也壹點不害怕，，會靠近它們會靠近它們，，和它們壹起玩耍和它們壹起玩耍。”。”

受幹旱和氣候變化影響受幹旱和氣候變化影響
澳洲特有的鴨嘴獸面臨滅絕危機澳洲特有的鴨嘴獸面臨滅絕危機

科學家在發表的壹份研究報告中警科學家在發表的壹份研究報告中警
告說告說，，長期幹旱和氣候變化的其他影響長期幹旱和氣候變化的其他影響
正在致使澳大利亞獨有的鴨嘴獸走向滅正在致使澳大利亞獨有的鴨嘴獸走向滅
絕絕。。據法新社據法新社11月月2020日報道日報道，，研究人員研究人員
說說，，由於幹旱由於幹旱、、開墾土地開墾土地、、汙染和建築汙染和建築
大壩大壩，，這種棲息在河流中的動物已經從這種棲息在河流中的動物已經從
澳大利亞東海岸澳大利亞東海岸4040%%的歷史棲息範圍消的歷史棲息範圍消
失失。。他們寫道他們寫道，，如果把氣候變化惡化的如果把氣候變化惡化的
預測考慮在內預測考慮在內，，那麼到那麼到20702070年年，，這種鴨這種鴨
嘴嘴、、產卵的哺乳動物的數量可能會減少產卵的哺乳動物的數量可能會減少
7373%%。。報道稱報道稱，，國際自然保護聯盟將鴨國際自然保護聯盟將鴨
嘴獸列為嘴獸列為““近危近危”。”。圖為當地時間圖為當地時間11月月
1414日日，，壹只獲救的鴨嘴獸在澳大利亞新壹只獲救的鴨嘴獸在澳大利亞新
南威爾士州的南威爾士州的TarongaTaronga野生動物醫院接野生動物醫院接
受檢查受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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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外匯管理局近日發布的 2019

年外匯收支數據顯示，2019 年銀行

結匯 12.76 萬億元，售匯 13.15 萬億元

，結售匯逆差 3843 億元；銀行代客

涉 外 收 入 24.98 萬 億 元 ， 對 外 付 款

24.81 萬億元，涉外收付款順差 1644

億元。截至 2019 年末，外匯儲備余

額 31079 億美元，較當年初增加 352

億美元。

分析人士指出，在世界經濟增速

放緩、不穩定不確定因素較多的背

景下，中國實現了跨境資金流動總

體穩定、外匯市場供求基本平衡，

展現出更加成熟的氣質。這不僅得

益於平穩有序的開放措施與制度建

設，更是中國經濟穩中有進的堅韌

表現。

外匯市場呈現四大特征
據國家外匯管理局新聞發言人、總

經濟師王春英介紹，2019年外匯市場形

勢呈現出“穩定、平衡、理性、有序”

四大特征：

“穩定”主要表現為人民幣匯率在

合理均衡上保持基本穩定。2019年境內

和境外人民幣兌美元的交易價CNY和

CNH，分別小幅貶值1.4%和1.3%，幅度

非常小。同時期，美元指數上漲0.2%。

EMCI新興市場貨幣指數下跌1.2%。從

對比來看，人民幣匯率在全球非美貨幣

中的走勢表現是總體穩定的。

“平衡”主要是指外匯市場供求呈

現基本平衡。最新數據顯示，2019年銀

行結售匯的月度逆差平均是47億美元

，這個規模和 2018年基本持平，處於

基本平衡狀態。非銀行部門的跨境收

支累計呈現小幅順差，外匯儲備余額

穩中有升。

“理性”體現為外匯市場主體的跨

境投融資和結售匯行為更加理性。2019

年1-11月，我國實際使用外資1244億美

元，同比上升2.6%。境外投資者繼續增

持境內人民幣資產。外匯局統計顯示，

2019年境外投資者凈增持境內債券866

億美元，凈增持上市股票413億美元，

合計達到了1280億美元。此外，2019年

個人凈購匯同比減少20%，企業和個人

的市場行為都更加理性。

“有序”主要是指外匯市場更加健

康有序。2019年，國家外匯管理局嚴厲

打擊外匯違法違規行為，查處違法違規

案件2547起，到2019年年底已經處置非

法外匯保證金網站2455家。通過打擊違

法違規促進市場主體，增強合規經營意

識，維護了外匯市場的良好秩序。

擴大開放效果顯著
外匯市場的成熟穩健，與積極穩

妥擴大開放密不可分。2019年，境外投

資者凈增持境內債券和股票接近1300億

美元，年末余額近6500億美元；境外投

資者凈增持境內債券866億美元，凈增

持上市股票413億美元；從占比看，目

前境外投資者在中國債券、股票市場的

持有比重在3%至4%左右，比2016年末

外資持有比重都幾乎翻了壹倍。

“外資持續流入境內債券和股票

市場，體現了我國金融市場穩步擴大

對外開放和深化改革的結果。近年

來，我國銀行間債券市場開放步伐加

快，滬港通、深港通和債券通相繼實

施；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制度改革不

斷深化，如 2019年國務院批準外匯局

取消QFII（合格的境外機構投資者）、

RQFII（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

投資額度限制，境外投資者投資國內

證券市場更加便利。同時隨著我國債

券、股票逐步納入國際主流指數，境

外投資者配置境內人民幣資產需求將

不斷上升，證券和股票項下資金流入

也會繼續增加。”王春英說。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客座

研究員萬喆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

，總體來說，2019年外匯收支保持了穩

定的大趨勢，外資也在持續流入國內債

券和股票市場。這壹方面是因為中國資

本市場估值低、改革紅利釋放潛力大，

另壹方面則得益於中國不斷擴大金融領

域對外開放，從而為外資帶來了更多投

資機會與可能性。

未來仍將“穩”字當頭
專家普遍認為，無論從跨境資金流

動、還是從人民幣國際化、抑或是從外

匯儲備變動等角度看，2020年外匯形勢

依然將保持“穩”字當頭。

王春英表示，中國經濟穩中向好和

長期向好的趨勢不會發生改變。同時，

中國宏觀經濟政策逆周期調節的空間相

對比較大，將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

和穩健的貨幣政策，深化供給側結構性

改革。這些，將為經濟平穩運行提供非

常有效的支撐。

“從政策基本面來講，深化改革

開放的潛力和空間依舊很大，我國堅

持向改革要動力、向開放要效益。在

2020 年我國將實施新的外商投資法，

新的證券法也剛剛公布，金融領域對

外開放會進壹步加快。從市場基本面

來講，隨著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完善

，匯率彈性不斷增強，市場在配置外匯

資源、平衡國際收支、增強宏觀經濟韌

性等方面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風險

緩釋能力明顯提高。”王春英預計，

2020年跨境資金流動會保持平穩運行、

基本平衡的發展格局。

萬喆分析，2020 年國際收支依然

將保持平衡、穩定的大格局。“中國

經濟整體保持了韌性，增加了外資的

信心基礎。與此同時，金融市場也在

不斷深化改革，有可能出現壹定的市

場波動和不適應。因此，在中長期持

續看好的同時，2020 年也要妥善引導

市場預期。”

中國外匯市場“氣質”更成熟

東盟水果“跨境春運”不停歇 通關跑出“加速度”
綜合報導 春節臨近，進口水果成為國內消費

者熱捧的“香餑餑”。在中國最大陸路水果進出口

口岸——憑祥，產自東南亞的西瓜、火龍果、龍眼

、菠蘿蜜不斷發往北京、廣東、上海等地，添味民

眾的餐桌。

連日來，每天壹大早，在憑祥浦寨——新清

貨運專用通道，越南卡車便排起長龍等待通關。

但是，海關開關不到十分鐘，壹部部車輛便順利

入境，經查驗後快速離開，往年車輛滯留的現象

不復存在。

南寧海關表示，這得益於中越農產品“綠色

通道”的開通，水果等農副產品通關正跑出“加

速度”。

南寧海關隸屬友誼關海關監管二科關員鄧光平

說：“現在，壹天查驗幾十車是家常便飯，有時忙

的連家人的電話都顧不上接。”

海關關員丁戰林也連續在貨場奮戰半個月，穿

梭在貨場各個角落，沒在晚上九點前下過班，被稱

為中越邊境的“夜行俠”。

南寧海關介紹，春節前，每天進境的越南

西瓜超過 100 車，僅 2020 年 1 月 1-15 日，進口

越南西瓜就達 1592 車。為了讓越南西瓜盡快

進入消費者的年貨籃，海關開辟專窗，優先

辦理進口西瓜通關業務，保證以最快速度入

境。

越南西瓜為何暢銷中國？在浦寨互市點工作超

過5年的友誼關海關監管二科工作人員段保屹認為

：壹方面是由於越南溫暖的氣候，在每年的年末大

量上市，彌補了國內市場的空檔；另外壹方面得益

於海關的監管服務。

據悉，為了讓保障進口西瓜安全，2019 年

，南寧海關全面推廣越南西瓜粘貼溯源碼，從

源頭上把好質量關。此外，南寧海關還實施壹

系列通關便利化改革，讓進口西瓜實現快驗快

放，保持新鮮度。

段保屹還說，“以前貨場很狹小，大卡車

開進來很容易堵，而隨著浦寨互市點擴區建

設，以及無紙化通關等措施的實施，通關速

度和效能大幅提升，企業、邊民、客商的獲

得感更強。”

南寧海關統計，2019年憑祥口岸進出口水果

117.1萬噸，貨值95.4億元人民幣。日趨完善的口岸

設施和不斷優化的通關便利化措施，正助力中國—

東盟水果貿易不斷繁榮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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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55美南電視介紹

跟蹤海峽熱點，反映兩岸民意

▲ 節目截圖

節目介紹：
“海峽兩岸”是中央電視臺惟一的涉臺時事新聞評論欄目，節目宗
旨是“跟蹤海峽熱點，反映兩岸民意”節目分為兩個版塊：第一個
是“熱點掃描”，主要報導當日和近期臺灣島內的熱點新聞;第二個
是“熱點透視”，當日或近期涉臺熱點深度報導及兩岸專家對此事
的評論，並對兩岸各個層面的交流交往進行跟蹤報導。
《海峽兩岸》臺灣立法機構選舉

播出時間：
首播時間：週一至週五晚上9點30分，重播時間：次日早晨8:00。 ▲ 節目截圖

《海峽兩岸》精彩
節目介紹

1/27/2019 -2/2/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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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28 29 30 31 1-Feb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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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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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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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摧毁婚姻的是夫妻之间的争

吵，那么无声的争吵则是这场战争中最

大的杀手。能够说出来的话哪怕再伤人

，也是一种表达，可沉默却是无言以对

，沉默的婚姻是两个人对感情最深的绝

望。

近来，笔者对一百对夫妻进行了采

访，无一例外的是，他们都认为争吵和

打闹都不是婚姻中最伤人的，而沉默则

是婚姻里最不能容忍的，婚姻中的沉默

是他们对彼此最大的失望。

蒋先生和韩女士结婚有十年了，他们

之间的感情由之前轰轰烈烈到现在平淡如

水，期间经历了一些事，韩女士提起这些

事情的时候还会觉得委屈和不满，她说她

现在已经没有眼泪了，她已经看透了，心

也伤过了，没那么多眼泪可流。

韩女士最早跟老公发生矛盾是在结

婚两年后，那会他们已经有了孩子，初

为人母的韩女士还有些不太习惯自己角

色的转变，所以她会紧张焦虑，有时候

脾气不是太好，蒋先生就成了韩女士的

出气筒。

最初蒋先生还能忍受，可是后来他

也学会了反抗，他觉得韩女士自从生了

孩子之后变成了另一个人，原先的温柔

和懂事统统不见了，心里压抑的韩先生

虽然是个男人，但是他也需要感情的寄

托，于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做了错事，有

了所谓的红颜知己。

韩女士知道了这件事以后和蒋先生

大闹一番，不过蒋先生意识到了自己的

错误，他承认是自己做得不好，是自己

一是鬼迷心窍，而韩女士也不忍心白白

放弃他们之间的感情，况且还有孩子在

身边，于是她选择了原谅。

在打打闹闹中，将先生终于明白了

婚姻的真相，原来几乎所有家庭都是这

样打打闹闹过一辈子的。可是后来，蒋

先生发现，他和韩女士之间已经没有什

么话题可聊了，他说的话韩女士不喜欢

听，韩女士的不满和牢骚蒋先生也觉得

无聊。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两个人之间

的话越来越少，有时候一天都说不上一

句话，最近一段时间，蒋先生越发觉得

他的婚姻要走到终点了，如果不是因为

还有个孩子在中间牵扯着，或许他们这

段无言的婚姻早该结束了。

蒋先生说，争吵不可怕，可怕的是

没话可说，他对这段沉默的婚姻已经感

觉没有任何希望了。韩女士说，她不是

不想说话，可是她心里总是有个障碍，

她觉得蒋先生对不起她，并且他一直也

没拿出诚意来忏悔和道歉，甚至在发生

争执的时候，他也不会让着他，她认为

蒋先生根本不爱她。

没有沟通和交流的婚姻是可怕的，

曾经最亲密的人，现在却变成了最熟悉

的陌生人，他们同住一个屋檐下，但是

却把彼此当成空气，不得不说，这种婚

姻实在令人窒息。

韩女士是因为她心里的委屈得不到

排解，所以她一直对老公蒋先生有所怨

恨，在争论中也得不到男人的包容，她

是伤了心才觉得跟男人无话可说。但是

另一对夫妇崔先生和李小姐则是另一种

无言的状态。

当年崔先生选择李小姐是因为工作，

他要想留在城里，并且要分配一个好地方

，就得找个城里的姑娘结婚，而李小姐正

是在这个合适的时间里出现了。

可是婚后崔先生发现自己和李小姐并

没有太多共同语言，崔先生有自己的追求

，李小姐安于现状，不久之后崔先生便开

始觉得这段婚姻无聊至极，因为他做的事

李小姐都不理解，更不支持，他说的话李

小姐总是能理解成另一番含义，崔先生不

想解释太多，于是他就选择了沉默。

两个人中，如果一个开始沉默，那

么另一个人也不会自顾自夸夸其谈太久

，当李小姐跟崔先生说起东家长西家短

的事时，崔先生是把头扭向了另一边的

，自尊心深受打击的李小姐，再也不想

主动跟崔先生说话了。

沉默，才是婚姻里最大的杀手，这话

说的不假，沉默是对另一个人的不满和否

定，也是把对方排斥在自己的精神神界之

外，是对婚姻和感情最大的伤害。

苏小姐的沉默源于老公张先生的疑

神疑鬼，或许是苏小姐有些姿色和能力

，她总是能得到很多男人的赞美，对于

这 点 ， 张

先 生 心 里

是 很 不 高

兴 的 ， 他

有 些 吃 醋

， 说 那 些

男 人 不 怀

好 意 ， 也

说 苏 小 姐

不 懂 得 拒

绝 别 人 的

赞 美 ， 苏

小 姐 感 到

莫 名 其 妙

， 她 说 别

人 想 怎 么

说 都 是 他

们 的 事 ，

她 没 有 权

利 去 制 止

别 人 对 她

的 评 价 ，

对 此 ， 张

先 生 十 分

不满。

在 苏

小 姐 上 下

班 的 路 上

， 或 者 聚

会 的 时 间

里 ， 张 先

生 偶 尔 会

试 探 苏 小

姐 。 有 一

次 ， 苏 小

姐 公 司 聚

餐 ， 她 事

先跟张先生打了招呼，并且让张先生晚

上过来接她，可是还没等苏小姐的活动

结束，张先生就发过来信息，他说他已

经在门外等了两个多小时，质问她为什

么还不快点。

苏小姐觉得和张先生生活在一起有

种被人监督的感觉，她很不自在，尽管

她一再告诉他，两个人之间需要的是理

解和信任，可是张先生对她的疑心就是不

减。苏小姐有了离婚的念头，她不再跟张

先生说话，平时也总是绕着他走。

在沉默了一段时间后，张先生忍不住

爆发了，他对着苏小姐大吼大叫，问她到

底什么时候能说句话，可是苏小姐早就看

不惯他的一言一行了，她的沉默就是准备

熬到合适的时机跟张先生提分手。

没有沟通和交流的婚姻是令人绝望

的，两个人看似近在咫尺，实际上却是

相去千里远，最熟悉也是最陌生的人，

这样的婚姻早就形同虚设，它的存在或

许就是一种折磨和痛苦，与其相互消耗

，真的不如一拍两散各自安好。

没有哪个人希望自己在对方眼里是

空气一样的存在，被冷漠和被忽视的感

觉不是一般的糟，无论是出自什么原因

，有话好好说才不会伤人伤己，如果可

以，那么好好沟通，婚姻还要继续，如

果不能，也要好合好散，相互祝福各自

安好。

100对中年夫妇的心声
沉默，是对婚姻最大的绝望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導】2020年1月31日，國際權威醫學期
刊《新英格蘭醫學雜誌》（NEJM）在線發表了多篇關於新型冠狀
病毒（2019-nCoV）病例的論文，其中一篇介紹了美國首例確診病
例的診療過程以及臨床表現。報導指出患者在住院的第六天，X光
胸片結果顯示出非典型性肺炎的特徵，基於患者的胸片結果，以及
持續高燒，需要吸氧，且多個部位的樣本出現新型冠狀病毒的陽性
結果。第七天晚上，接受了吉利德科學公司（Gilead Sciences）的一
種剛研發的抗病毒藥瑞德西韋（remdesivir）進行靜脈注射，這是一
種核苷酸類似物前藥，能夠抑制依賴RNA的RNA合成酶（RdRp
）。第八天，這名患者的臨床症狀出現了立竿見影的改善，他不再
需要吸氧，氧飽和度也恢復到了94%-96%，除了乾咳和流鼻涕外，
他已沒有其他症狀。臨床資料表明患者有明顯好轉跡象，但這只是
世界上明確診斷超過一萬例病人中唯的一例接受瑞德西韋治療的病
人，有人認為瑞德西韋是治療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有效藥物。

為此為此，，20202020 年年 11 月月 3131 日日，，吉利德科學公司首席醫療官吉利德科學公司首席醫療官 MerdadMerdad
Parsey,MD,PhDParsey,MD,PhD發表聲明發表聲明：：

““吉利德正在與全球衛生部門密切合作吉利德正在與全球衛生部門密切合作，，通過適當實驗使用我通過適當實驗使用我
們的試驗性化合物們的試驗性化合物 RemdesivirRemdesivir（（瑞德西韋瑞德西韋））來應對新型冠狀病毒來應對新型冠狀病毒
((20192019-nCoV)-nCoV)爆發爆發。。與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與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FDA)、、美國疾病控美國疾病控
制和預防中心制和預防中心(CDC)(CDC)、、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DHHS)(DHHS)、、中國中國CDCCDC

和國家藥品管理局和國家藥品管理局(NMPA)(NMPA)、、世界衛生組織世界衛生組織(WHO)(WHO)一起一起，，和美國國和美國國
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NIAID )(NIAID )，，以及與個體研究人員和臨床醫生以及與個體研究人員和臨床醫生
一起一起，，吉利德專注於貢獻我們的抗病毒專業知識和資源吉利德專注於貢獻我們的抗病毒專業知識和資源，，以幫助抗以幫助抗
擊擊20192019-nCoV-nCoV的患者和社區的患者和社區。。

瑞德西韋瑞德西韋（（RemdesivirRemdesivir））尚未在全球任何地方獲得許可或批准尚未在全球任何地方獲得許可或批准
，，尚未證明其任何用途的安全性或有效性尚未證明其任何用途的安全性或有效性。。應治療醫生的要求應治療醫生的要求，，並並
在當地監管機構的支持下在當地監管機構的支持下，，權衡了提供權衡了提供20192019-nCoV-nCoV中無數據的試驗中無數據的試驗
藥物的風險和獲益藥物的風險和獲益，，GileadGilead已提供瑞德西韋已提供瑞德西韋，，用於少數用於少數20192019-nCoV-nCoV
患者患者，，在沒有任何獲批治療選擇的情況下進行緊急治療在沒有任何獲批治療選擇的情況下進行緊急治療。。

吉利德正在與中國的衛生部門合作建立一項隨機吉利德正在與中國的衛生部門合作建立一項隨機、、對照試驗對照試驗，，
以確定瑞德西韋能否安全有效地用於治療以確定瑞德西韋能否安全有效地用於治療20192019-nCoV-nCoV。。我們還正在我們還正在
加快對加快對20192019-nCoV-nCoV樣本進行適當的瑞德西韋實驗室檢測樣本進行適當的瑞德西韋實驗室檢測。。

雖然目前尚無瑞德西韋的抗病毒數據顯示對雖然目前尚無瑞德西韋的抗病毒數據顯示對20192019-nCoV-nCoV的活性的活性
，，但其他冠狀病毒的現有數據給我們帶來了希望但其他冠狀病毒的現有數據給我們帶來了希望。。瑞德西韋已在動瑞德西韋已在動
物模型中證明了對病毒病原體物模型中證明了對病毒病原體MERSMERS和和SARSSARS的體外和體內活性的體外和體內活性，，
MERSMERS和和SARSSARS是冠狀病毒是冠狀病毒，，結構與結構與20192019-nCoV-nCoV相似相似。。 ””

這些信息的公開這些信息的公開，，對於醫務人員更好地了解疾病的特徵對於醫務人員更好地了解疾病的特徵，，更廣更廣
泛將瑞德西韋在病人身上使用泛將瑞德西韋在病人身上使用，，獲得更廣泛的病史資料和檢測新型獲得更廣泛的病史資料和檢測新型
冠狀病毒在患者體內的情況冠狀病毒在患者體內的情況，，對於指導患者的診療有著重要的意義對於指導患者的診療有著重要的意義
。。

吉利德吉利德（（GileadGilead））發表瑞德西發表瑞德西（（remdesivirremdesivir））
對新型冠狀病毒臨床治療效果的申明對新型冠狀病毒臨床治療效果的申明

KobeKobe空難空難 直升機公司未獲儀器飛行許可直升機公司未獲儀器飛行許可
(本報訊)美國官員1月31日說，直升機所屬公司未

獲能在濃霧下飛行的許可，即飛行員只能使用座艙儀器
飛行。路透社報導，美國國家運輸安全委員會（Na-
tional Transportation Safety Board）發言人哈洛威（Keith
Holloway）說，擁有這架塞考斯基（Sikorsky）S-76B直
升機的 「島嶼快航直升機公司」（Island Express Helicopters），受限只能遵循目視飛航規則營運，代表飛行員在白天
時必須能清楚看見機外景象。哈洛威表示，根據初步資訊，島嶼快航直升機公司擁有的135執照不允許儀器飛行。目
前無法取得其他具體細節。不過多家媒體報導說，這架直升機具備儀器飛行能力。島嶼快航直升機公司的前安全部
門經理、本身也是飛行員的迪茲（Kurt Deetz）向紐約時報表示， 「身陷雲霧中只有一個可能，那就是進行儀器飛行
計畫，或是不小心飛入雲層中」。他也向路透社表示，目前還不清楚直升機失事時，飛行員實際上是否使用儀器飛
行。他說，墜機事件的初步報告料於10天內出爐，可能將提到類似的判定。

迪茲另向美國雜誌 「富比世」（Forbes）表示，直升機飛行員左巴揚（Ara Zobayan）擁有儀器飛行執照，但受限
於公司的營運限制，經驗可能不多。航空交通管制員曾給予左巴揚 「特種目視飛航規則」（Special Visual Flight Rules
）的許可，即准許在不太理想的天氣下，在貝班克機場（Burbank Airport）周圍飛行。

紐時說，左巴揚曾回報，當時的天氣狀況可以進行目視飛行，但直升機持續飛行時，天氣惡化。
此外，在布萊恩墜機事故後，島嶼快航直升機公司聲明中表示，該公司暫停所有服務，並指出直到公司認為時

機對員工與顧客而言適合時，才恢復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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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方式讨债

贾成是个老总，光鲜，有派。但他

自己知道，当老板的，免不了为一些大

大小小的债务头疼。

这天，贾成接到一个讨债电话，对

方上来就说：“你是不是欠顾晓明十万

块钱？我告诉你，我想用一种特殊的方

式把这个债替顾晓明讨回来。”

贾成听得直想笑，轻蔑地说：“你

谁呀？还特殊方式？”

那人似乎有备而来，接着说：“只

要你按照我说的，去完成一件事儿，我

保证，到时候，你会乖乖地把钱还给顾

晓明。”

贾成很是不屑：“你还‘保证’？

还‘乖乖地’？真有意思，到时候我要

是不还钱呢？”

那人一字一顿地说：“你要是不还

，我就替你还。”

呵，这人可真逗，贾成判断：这人

要么脑子有毛病，要么就是攒着一股劲

儿要修理修理自己，可他贾成就不信这

个邪了，说道：“你到底谁呀？还替我

还债？你以为你想替我还，我就让你还

？”

那人说：“我姓杨，叫我老杨就行

。我想和你打个赌，要是我输了，我就

帮你还债！”

既然是打赌，愿赌服输倒也名正言

顺，贾成想了想，问道：“说吧，你想

让我做什么？”

谁最出息？

老杨说，要做的事儿很简单，就是

让贾成对高中的同班同学做个调查，看

看谁出息了。这个出息，可以用金钱来

衡量，也可以用所在领域取得的成就来

衡量。老杨叮嘱道：“注意，是对班里

所有同学，一个也不能落下。调查完了

，就给我打电话，我再告诉你怎么做。

”说完，他就把电话挂了。

贾成听着“嘟嘟”的忙音，不由笑

出了声。这个老杨也真够意思的，他和

顾晓明到底什么关系？为何要这样做？

要想知道这些，只有陪老杨玩下去，再

说了，贾成在生意场上混了快二十年了

，那些高中同学的情况，他都门清，人

脉嘛，这年头就兴这个。

不出两天，贾成就把同学的情况整

理出来了，然后抽了个空儿，拨通了老

杨的电话。老杨听贾成说了大致的情况

，然后说：“你到华府新都来一趟吧，

我让你看样东西。”

神秘的面纱马上就要揭开了，贾成

都有些迫不及待了，但他知道，不管老

杨说得天花乱坠，要想从他贾成的口袋

里拿走一分钱，那是不可能的！贾成马

上开车去了华府新都，半个小时后，就

坐到了老杨家的客厅里。

老杨把一个文件夹放到贾成的面前

，说：“你先看看这个吧。”

贾成打开文件夹，里面是一沓发黄

的试卷，再看卷子上的名字，全是贾成

的高中同学—这么说，眼前这个老杨，

莫非就是高中时的老师？他拿出这些试

卷要干什么？

贾成翻着这些试卷，卷子有很多，

应该不是一次考试的。很多卷子上的分

数都改过，这让贾成依稀想起一件事儿

：当年，杨老师经常把考试分数统计错

，好几次他都多给了贾成5分，当然，

其他同学也有多给的。翻着翻着，贾成

说：“您是杨老师？”

老杨点点头，说：“二十多年没见

了，我老得你都认不出了。试卷看了，

想起什么来了吗？”

贾成一时猜不出老杨的用意，笑了

笑，说：“莫非您想用这个说服我还钱

？”老杨没说话，又取出另一张发黄的

纸递给他，贾成看着看着，不由恍然大

悟：原来，当年的老杨每次都是故意把

同学的分数弄错，他故意给几个同学多

加5分，然后看看这些被多加分数的同

学如何反应。

而手里这张纸，就是对同学们反应

的统计：班里仅有七名同学，只要被多

加分数，每次都会找到老杨，要求把分

数改过来，而其余的同学，都没能坚持

做到。

贾成联想起老杨让他搞的那个调查

，立马有了新的发现：班里除了贾成以

外，其余五个“有出息”的同学，全部

出自那七个最讲诚信的同学。至于贾成

的情况，很是糟糕，他共有六次被多加

分数，但从来没有找老师更正……

这么一想，贾成顿时明白了，不由

“哈哈”大笑，说道：“您是不是想用

这个来证明诚信的重要性？说只有诚信

才能成就非凡的人生？杨老师，您这个

理论早就过时了。就比方我，当年面对

被多加的分数不讲诚信；踏上社会后，

我同样不讲诚信。因为这个社会，讲诚

信就是傻瓜；而不讲诚信，甚至为了成

功无所不用其极，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

，我就信奉这个，所以，我才取得了成

功。”

老杨一脸吃惊地看着贾成，愣了好

久，才说：“这么说，你并不同意我的

观点。”贾成讥笑道：“如果同意，还

有我的今天吗？”

老杨转身从里屋拿出一张银行卡，

说：“我也预料到了这个结果。这么说

，我输了，愿赌服输，我这就当着你的

面，把十万元打到顾晓明的账上。”说

着，老杨登上网银，输入对方账户和汇

款金额，按了确定键。

还债

贾成没想到老杨真的会还债，毕竟

十万不是一个小数目，便说：“您究竟

和顾晓明啥关系，怎么知道他的账号？

”老杨说：“我是他舅舅。前段时间，

我听说他买房急需钱，他性子倔，也没

跟我开过口，我便不如和你打个赌，你

同意还也就罢了，不同意还，正好用你

的名义把这十万块钱给他。”

这倒是两厢情愿，事儿就这样“顺

顺当当”地过去了。

一年后，老杨突然接到顾晓明的电

话，说：“老舅，刚才贾成公司的会计

说把我那十万块钱还给我了。我就纳闷

了，一年前他就还了呀，可那个会计说

，一年前那十万块是您的，这是怎么回

事呀？”

这一次，大大出乎老杨的意料：

“贾成怎么可能会还钱呢？”

顾晓明说：“我也不知道呀，只是

听说，贾成因为诈骗被抓了，临走时他

安排财务人员，一定要把我的十万块钱

还给我，还说他已经明白了，这究竟是

怎么回事呀？”

老杨听了，终于若有所悟，说：

“一年前我和贾成打了个赌……你有空

过来一趟，到时我好好讲给你听。”

迟
早
会
还
的

美南金融美南金融 財富週報財富週報
盡覽金融市場動態盡覽金融市場動態，，探討投資理財策略探討投資理財策略

【【撰稿人：Yingying Xu, Financial Advisor, FINRAYingying Xu, Financial Advisor, FINRA
Registered Investment Advisor (RIA)Registered Investment Advisor (RIA)】】上周美股市場創上周美股市場創
下去年下去年1010月以來的最大跌幅月以來的最大跌幅，，道指下跌道指下跌22..55%%，，標普標普500500下跌下跌
22..11%%，， 納斯達克下跌納斯達克下跌11..88%%，， 幾乎抵消了今年以來的增長收益幾乎抵消了今年以來的增長收益
部分部分。。隨著冠狀病毒已在全球不同國家發現隨著冠狀病毒已在全球不同國家發現，， 世界衛生組織定世界衛生組織定
義此次疫情為國際公共衛生緊急事件義此次疫情為國際公共衛生緊急事件。。疫情的升級直接影響了近疫情的升級直接影響了近
期的國際貿易和商旅期的國際貿易和商旅，，加深了投資者對全球經濟的擔憂加深了投資者對全球經濟的擔憂。。受此影受此影
響響，，海外市場和周期性行業海外市場和周期性行業（（如石油化工如石油化工））普遍下跌普遍下跌，，債券市場債券市場
上漲上漲。。經濟層面經濟層面，，美國第四季度美國第四季度GDPGDP增長增長22..11%%，，美聯儲保持低美聯儲保持低
利率政策不變利率政策不變，，符合市場預期符合市場預期。。雖然地域政治性因素和其他不確雖然地域政治性因素和其他不確
定性風險會觸發市場震盪定性風險會觸發市場震盪，，強勁的經濟基本面和美聯儲刺激經濟強勁的經濟基本面和美聯儲刺激經濟
的政策會在今年繼續支撐投資市場的增長大勢的政策會在今年繼續支撐投資市場的增長大勢。。

市場分析及投資建議市場分析及投資建議：：
此次冠狀病毒事件的突發是大家始料不及的此次冠狀病毒事件的突發是大家始料不及的。。世界衛生組織世界衛生組織

宣布國際公共衛生緊急事件宣布國際公共衛生緊急事件，，有助於控制疫情的進一步傳播有助於控制疫情的進一步傳播，，協協
調全球資源對抗並儘快消除疫情調全球資源對抗並儘快消除疫情。。航班取消航班取消、、企業停工企業停工、、供應鏈供應鏈
生產停滯等都會對中國經濟帶來短期的直接影響生產停滯等都會對中國經濟帶來短期的直接影響，，對在華有業務對在華有業務
往來的美國企業也會有間接影響往來的美國企業也會有間接影響。。

突發性疫情對經濟和投資市場的影響到底有多大很難預估突發性疫情對經濟和投資市場的影響到底有多大很難預估，，
但參考非典但參考非典（（SARSSARS））案例案例，，在非典發生的在非典發生的66個月內個月內，，從第一個從第一個
報告的病例報告的病例（（22//1111//0303））到最後一個病例到最後一個病例（（77//33//0303），），標普標普500500指指
數最大跌幅為數最大跌幅為33..44%%，， 且僅用了且僅用了22天時間就反彈回來天時間就反彈回來。。在這期間在這期間
，，中國的股市最大跌幅高達中國的股市最大跌幅高達1111..55%%，，且延續時間較長且延續時間較長。。非典期間非典期間
，，航空業和石油業是最受影響的行業航空業和石油業是最受影響的行業。。由於非典期間對石油的需由於非典期間對石油的需

求下滑加上當年的伊拉克戰爭影響求下滑加上當年的伊拉克戰爭影響，，石油行業股價在當時下滑石油行業股價在當時下滑
3030%%。。

上周美聯儲宣布繼續保持低利率政策不變上周美聯儲宣布繼續保持低利率政策不變，，這一政策會繼續這一政策會繼續
對今年美國經濟帶來利好消息對今年美國經濟帶來利好消息。。上周公布的美國第四季度上周公布的美國第四季度GDPGDP
增長增長22..11%%，，全年整體增長全年整體增長22..33%%，，是過去是過去1010年年GDPGDP增長平增長平
均水平均水平，，表明當前經濟處於健康狀態表明當前經濟處於健康狀態，，可支撐今年美國投資市場可支撐今年美國投資市場
的進一步增長的進一步增長。。突發事件造成的恐慌性拋售往往是以打折價格購突發事件造成的恐慌性拋售往往是以打折價格購
入高質量投資產品的好機會入高質量投資產品的好機會。。理性的投資者要判斷影響短期市場理性的投資者要判斷影響短期市場
反應和決定長期市場表現的因素反應和決定長期市場表現的因素。。隨著人們對冠狀病毒了解的進隨著人們對冠狀病毒了解的進
一步加深以及疫情最終的好轉一步加深以及疫情最終的好轉，，投資市場表現最終會回歸到由經投資市場表現最終會回歸到由經
濟基本面決定的本質濟基本面決定的本質，，而不是由突發事件決定的表象而不是由突發事件決定的表象。。

傳遞科比愛心傳遞科比愛心 休斯頓發起休斯頓發起
女兒好父親的網上行動女兒好父親的網上行動

（（本報訊本報訊 ））退役籃球巨星科比退役籃球巨星科比，，於於11月月2626日上午日上午1010點證實搭乘直升機墜機身亡點證實搭乘直升機墜機身亡。。巨星的隕落巨星的隕落
不只震驚球壇不只震驚球壇，，更震驚世界更震驚世界。。全世界的球迷也都以不同的形式競相向這位巨星致敬全世界的球迷也都以不同的形式競相向這位巨星致敬，，場面動人場面動人。。

其中其中ESPNESPN體育中心的女主持人艾利鄧肯在電視節目中和觀眾分享了一段有關科比的感人故事體育中心的女主持人艾利鄧肯在電視節目中和觀眾分享了一段有關科比的感人故事
，，他們首次相見是在體育頻道的一次採訪活動上他們首次相見是在體育頻道的一次採訪活動上，，科比談到了家庭以及未來科比談到了家庭以及未來，，當時有三個女兒的當時有三個女兒的
科比說科比說，，他的妻子想為一個男孩而努力他的妻子想為一個男孩而努力。。但是但是，，科比對生兒子並不是特別熱衷科比對生兒子並不是特別熱衷。。

科比表示他深深愛著自己的女兒科比表示他深深愛著自己的女兒，，他還希望如果可能他還希望如果可能，，他想有他想有55個女兒個女兒。。
這檔節目播出後引起了社會的極大反響這檔節目播出後引起了社會的極大反響，，休斯頓名人休斯頓名人，，體育記者體育記者，，發燒友和歌星等不同的人發燒友和歌星等不同的人

們發起了一項女兒好父親的舉動們發起了一項女兒好父親的舉動，，以此表達對科比的哀悼以此表達對科比的哀悼，，將科比的愛心傳遞將科比的愛心傳遞。。科比在科比在NBANBA的球的球
場上是一位超級的巨星場上是一位超級的巨星，，在生活中也是一個充滿愛心的好父親在生活中也是一個充滿愛心的好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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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頓中國人活動中心抗擊新冠病
毒新聞發布會演講稿 羅玲

尊敬的蔡偉總領事，中國人活動中
心執行長範宇新博士，各位僑領，各位
來賓，

大家早上好！我今天不只是兩個身
份，是三個(作者註：中心執行長介紹我
的雙重身份，本次中心抗擊新冠最高額
度捐款人和議員代表)。我是總統候選人
楊安澤亞裔領袖委員會媒體主任，國會
議員希拉傑克斯李亞裔顧問兼代表，第
三個身份和大家一樣，我是中國人。今
天我代表他們向在座的各位拜年。祝福
大家新年吉祥，萬事如意！

今天是初九，本來應該是個快樂祥
和互相道賀祝福新年的日子，今天的祝
福卻很沈重，很悲傷，很無奈。因為我
們的祖國正在經歷新冠病毒的肆虐。有
數百人已經在新年的鐘聲裏被突如其來
的病魔奪去生命。這些天密切關註疫情
動態的過程中，感慨祖國政府采取迅速
有力的防範措施，減緩疾病的傳播，感
動各省醫療隊奮不顧身奔赴抗擊疫情前

線的壯舉。感謝海外各社團和各州華人
紛紛挺身而出，捐款捐物，奉獻愛心。

國內父老鄉親的命運時刻在牽扯著
我們海外遊子的心。這個舉國抗擊防範
病毒的時刻，在祖國蒙難的歷史節點，
最能體現個人的道德情操，更能體現華
人團結一心的重要性。災難面前，眾誌
成城。一方有難，八方支援。我們在海
外為祖國人民所做的雖然有限，卻能給
鄉親們帶來無限盼望和安慰。歷史從來
沒有讓華人從災難面前走開。從辛亥革
命，到改革開放，從抗擊非典，到抗擊
新冠， 海外華人總是勇往直前，傾囊相
助。因為，海洋的對面是我們最親的親
人。因為那裏有我們割舍不斷的根。

雖然疫情沒有在美國在德州泛濫，
但是國內疫情已經引起世界各國的緊張
情緒。針對華人的各種舉措紛紛出臺。
針對華人的種族歧視也在擡頭。世界衛
生組織已經把中國疫情定性為國際關註
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美國總統川普宣布
美國進入公共衛生緊急狀態，大規模撤
僑，並宣布旅行禁令。澳洲國家媒體開

始出現中國孩子待在家裏的歧視性報道
。華人本來的生存狀態在過去幾年裏已
經被各種惡化。如今在新冠病毒的進攻
下，我們既要為國內親人生命擔憂，又
要為自己的美國的生存環境焦慮。可謂
雪上加霜。我們唯有團結起來，不分黨
派，維護華人以及我們的子孫後代能在
這片由各族移民共同建設的國土上活出
尊嚴，享有話語權和生存權。只有改變
了我們的政治地位，才可能有安居樂業
的生活環境。因為歷史上，從來就是這
條定律，不為座上賓，則成盤中餐。病
毒很快就會被打敗。但是如何提升我們
華人的社會地位則是艱巨的持久戰。

在這個動蕩不安的世界裏，我衷心
希望我們的各方僑領能積極參政議政，
因為我們不比其它族裔差。美國是我們
大家共同建設的，我們也是這片土地的
主人。為什麽各個公職崗位上只有其它
族裔，沒有我們華人？華人的生存環境
比這次的新冠病毒還要嚴峻。國內親人
有災難可以依靠政府。華人遇到難處只
有靠我們自己抱團取暖。比如工作機會

減少，S.386 的出現,
反移民情緒加劇，美華
下一代將面臨殘酷的生
存發展壓力。很多時候
作為少數民族我們不得
不維權，我們只能用潮
水般的電話請求國會議
員和參議員關註。但要
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我
們必須“朝中有人好說話，不必人前去
求人！”我們需要有自己的國會議員參
議員。 如今，我們好不容易出了一個華
二代楊安澤正在勇敢沖刺總統寶座，楊
安澤的支持度一直在上升，他正在創造
歷史。楊安澤若能當選總統或者副總統
或者進入內閣，將會有機會制定政策和
掌握話語權，這不僅把華裔推到了全美
政治最前沿，更是極大提高華裔的政治
地位，他正在推動美國的政府改革步伐
，以“人性至上”“不左不右向前進
“的主張團結美國左中右各派。以自由
紅利推動經濟改革。作為美國華裔，我
們應該責無旁貸、全力以赴、團結一致

支持楊安澤。
目前我們面臨的挑戰是新冠病毒，

我們面臨的機遇是選舉一個華裔總統。
讓我們捐獻善良和愛心給祖國人民，讓
我們用選票決定我們自己的命運和前途
。

讓我們保重自己，保護大家，傳播
正能量，配合祖國抗擊疫情。

感謝中國人活動中心率先士範，為
抗擊新冠作出的巨大努力。

最後，真誠祝福祖國親人們能夠盡
快從病毒中解脫出來，祝福我們的祖國
早日恢復正常秩序。祝福所有朋友新年
吉祥，平安健康！

抗擊新冠病毒與挺楊的重大意義抗擊新冠病毒與挺楊的重大意義

2020年1月22日, 休斯敦火箭隊主
場迎戰丹佛掘金者隊。休斯敦豐田中心
, 全場座無虛席. 亞美舞蹈學校（ＤＡ
Ａ Dance Academy）很榮幸又一次被
休斯敦火箭隊特邀參加中場表演。在全
場約一萬九千名觀眾的註目下，<中國
娃娃> 和 <剪紙姑娘> 兩支舞蹈用優美
動感的舞資, 精彩紛呈的表演引燃全場
，贏得了觀眾的歡呼喝彩和熱烈掌聲。

這也是亞美舞蹈學校繼 2014，2015,
2016, 2019之後第五次應NBA休斯頓
火箭隊的邀請在豐田中心上演中場秀。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這次參加NBA中場秀
的都是8到12歲的小學員。其中表演<
中國娃娃>舞蹈的小演員們都只有8-9
歲, 卻能夠在NBA中場表演這樣的大舞
臺上用完美的表現, 甜美的笑容征服全
場觀眾, 實屬難得! 這次的中場表演還獲

得了AT&T體育頻道的現場直播，當天
很多坐在電視機前的觀眾也欣賞到了亞
美舞蹈學校孩子們的精彩表演。亞美舞
蹈學校的家長們都很感激學校校長葉繼
瑩 (Ms. Janie Yao) 給學生們帶來了這
麽好的， 融入美國主流社會的表演機會

，使孩子們小小年紀就能夠站上全世界
都在矚目的NBA大舞臺上。這次孩子們
的出色表現也充分見證了亞美舞蹈學校
的整體實力和師資力量。

１月３１日，休斯敦火箭隊將在主
場迎戰達拉斯小牛隊。休斯敦火箭隊再

次邀請亞美舞蹈學校的另一支舞蹈團隊
參加中場表演！屆時亞美舞蹈學校會給
觀眾們帶來兩支完全不一樣的中國舞蹈
。讓我們共同期待亞美舞蹈學校的孩子
們再次在NBA的舞臺上大放異彩！

亞美舞蹈學校應亞美舞蹈學校應NBANBA休斯頓火箭隊的邀請休斯頓火箭隊的邀請
在豐田中心上演中場秀在豐田中心上演中場秀 吳磊吳磊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侯斯頓香港會館侯斯頓香港會館20202020年珍寶海鮮酒樓春宴年珍寶海鮮酒樓春宴

Lisa TamLisa Tam陳宛儀大顯身手榮獲香港會館陳宛儀大顯身手榮獲香港會館20202020
年麻雀比賽冠軍年麻雀比賽冠軍

侯斯頓香港會館侯斯頓香港會館20202020年珍寶海鮮酒樓春宴會年珍寶海鮮酒樓春宴會
長梁國堅致歡迎詞長梁國堅致歡迎詞

香港會館會員和朋友參加香港會館會員和朋友參加20202020在在11月月1919號晚號晚
上在珍寶大酒樓團年聚餐上在珍寶大酒樓團年聚餐

世界廣東同鄉會江麗君率理事們參加侯斯頓世界廣東同鄉會江麗君率理事們參加侯斯頓
香港會館香港會館20202020年珍寶海鮮酒樓春宴年珍寶海鮮酒樓春宴

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劉秀美和潮州會馬劉秀美和潮州會馬
強夫婦強夫婦,,高永年夫婦高永年夫婦,,理事長徐耀德理事長徐耀德,,秘書長林秘書長林

國雄等歡聚一堂國雄等歡聚一堂

越棉寮華裔聯誼會長翁作華越棉寮華裔聯誼會長翁作華,,理事長周滿洪理事長周滿洪
夫婦夫婦,,副理事長陳作堅夫婦副理事長陳作堅夫婦,,劉秀美等巧遇台劉秀美等巧遇台

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

侯斯頓香港會館會長梁國堅侯斯頓香港會館會長梁國堅,,陳宛儀陳宛儀,,黎瓊芳黎瓊芳,,
橝梓康橝梓康,,王曉明王曉明,,徐松煥等與中領館葛明東處徐松煥等與中領館葛明東處

長合影長合影

侯斯頓香港會館會長梁國堅歡迎台北經文侯斯頓香港會館會長梁國堅歡迎台北經文
處陳家彥處長一行與會處陳家彥處長一行與會

陳宛儀參加侯斯頓香港會館麻雀比賽陳宛儀參加侯斯頓香港會館麻雀比賽2020多多
年終獲冠軍年終獲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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