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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爾摩沙四重奏福爾摩沙四重奏
紀念樂聖貝多芬紀念樂聖貝多芬 250250 年誕辰紀念音樂會年誕辰紀念音樂會

22 月月 2020 日日((週四週四))晚間於亞洲協會德州中心演奏晚間於亞洲協會德州中心演奏

尋魚私烤尋魚私烤
獨特的烤魚模式獨特的烤魚模式﹐﹐同時具備同時具備﹕﹕魚肉鮮魚肉鮮﹑﹑味道美味道美﹑﹑出菜快出菜快﹑﹑外觀佳外觀佳﹑﹑

無油煙等特點無油煙等特點﹒﹒被食客譽為被食客譽為『『來自星星的美食來自星星的美食』』

烤魚烤魚 77..88 折大優惠折大優惠 ((優惠期優惠期:: 22//77--33//88))

小龍蝦上市小龍蝦上市((五種口味五種口味))

電話電話:: 281281--720720--88888888

地址地址:: 98899889 Bellaire Blvd., DBellaire Blvd., D224224, Houston, TX, Houston, TX 7703677036((敦煌廣場敦煌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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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站

在我小的时候，我家住在一个小

火车站附近。这个小站是七十年代修

建的，一直是这个小城与外界联通的

重要枢纽。

小站有一座两层小楼，占地约五

六十平方，楼下是售票处和小商店，

楼上是候车室和检票处。通过检票处

的铁栅栏门，走过一个天桥，便可以

到达站台。小站的站台大概一百米长

。站台的两头各立着一块站牌，站牌

正中写着大大的“渡口站”三个字，

下面是一行“密地<->弄弄坪”的小字

。站台的两端装有栅栏门，只有客运

列车进站、出站的时候，才会有工作

人员看守着这里。小站一天里只进出

两趟客运列车，其他时候都是运煤运

矿石运钢铁的货运列车。所以这个小

站大多数时候属于开放状态，是周边

居民休闲活动的一个好去处。

小站前有一个小广场。我常常站

在小广场上，看着列车到站后，成群

的旅客进进出出。旅客们穿着各式各

色的服装，带着各种各样的行李，有

的拖家带口，有的孤身一人。如果旅

客穿着时髦的“的确良”服装，或者

拎着的旅行包上印有“北京”“上海

”字样，说明是去过大城市、见过世

面的人。我喜欢看着旅客们脸上的神

情，猜测着他们的心情，想象着他们

经历过什么样的旅程和故事。

我喜欢在铁道上玩。有时候在一

根根枕木上蹦跳着，有时候在铁轨上

金鸡独立。听到远处火车发出“呜呜~

”的鸣笛声，知道火车开近了，便赶

紧跳到一边的路基上。飞驰的绿皮火

车从我身边驶过，路基随着车轮滚动

的节奏颤抖着，一阵阵猛烈的风扬起

路基上的灰尘让人睁不开眼。我总是

尽力地眯着眼看向火车，努力辨认车

厢上贴着的起点终点的地名，努力辨

认一节节车厢里模糊不清的座椅、床

铺、人影。火车慢慢远去，消失在我

的视野中，留给我许多的想象。

远方，究竟是什么样？

二、远方

九一年的八月，我终于坐上了火

车，从西南的家乡去遥远的东北上大

学。第一次乘

坐火车远行，

给我留下了非

常深刻的印象

。

首先是火

车车厢里的情

形，完全出乎

我的意料。硬

座车厢里，座

位上坐满人，

过道里站满人

，连厕所间也

被旅客和行李

占据。人们身

上的汗味、体

味、、脚丫子

味、各种食物

的味道，混合

成难闻的气味

。旅客们大声

地聊天、打牌，更是用嘈杂将浑浊的

空气搅动得令人窒息。车厢里人满为

患，堵塞得几乎无法走动。真是佩服

火车上推着小车售卖食品的服务员，

一路叫着“来，脚让一让啊”，跨越

千难万阻地在火车里一趟趟来来往往

。在火车上最艰难的是上厕所。穿过

拥挤的人群、跨过行李物品走到厕所

，简直不亚于一次长征。而缺水冲洗

的厕所，更是臭气熏天。夜里坐着也

无法入睡，还要提防小偷。在这样混

乱、喧嚣的环境中呆长了，真是让人

感到疲惫崩溃。

好在可以打开车窗，透点外面的

新鲜空气进来。好在，可以看看车窗

外铁路沿线的风物人情。我看到了四

川的红土地上，小麦已经一茬茬地收

割完；我看到了陕西的黄土地上，小

麦正青黄混杂地成熟；我看到了黑龙

江的黑土地上，麦苗才刚结出饱满的

麦穗。我看到了成都的夹竹桃开得烂

漫多姿；我看到了石家庄的杨树林在

风中哗哗地枝叶翻飞；我看到了哈尔

滨的白桦林屹立如士兵队列。我看到

了火车头在秦岭山脉数不清的隧道里

钻进钻出，我看到了铁路桥下澎湃的

黄河卷着漩涡。我看到了斜坡屋顶青

黑瓦的吊脚楼，三边悬空地由柱子支

撑在岷江边；我看到了圆拱形门洞的

窑洞，高高的圆窗闪烁着黄土高坡的

白日阳光；我看到了哈尔滨的穹顶拱

窗建筑，明显融合了俄罗斯建筑风格

.......虽然这些都是一闪而过的景物，对

于初次出门见世面的我，也算是大开

眼界了。

而火车每次停靠车站，蜂拥而至

的商贩们用方言热情叫卖着地方特产

的场面，更是让人仿佛经历着一场视

觉、听觉、味觉的盛宴。商贩们在站

台上、在铁轨边、在车窗下，拎着篮

子、箱子，大声地喊着产品名称和价

格。“担担面，酸辣粉，两块钱一份

”，灵动的川腔飞扬着鲜辣味；“肉

夹馍，肉夹馍”，平实的陕北腔拖着

长长的尾音淳厚有味；“嘎嘣嘎嘣脆

，天津大麻花”，字正腔圆的天津话

直白表意脆生生的......甚至有些商贩混

进车厢，将美味散发在车厢里，勾引

着旅客的食欲，可惜我那时是穷学生

，只能望着这些地方特色美味垂涎欲

滴。

经过近五十小时的行程，我终于

到达目的地，在陌生的哈尔滨开始我

的大学生活。大学四年的假期，一次

次重复这样的行程，我慢慢地对车窗

外的风景习惯了。去远方的路途，让

我感受更多的是买火车票的艰难、行

程的枯燥无聊。我不再期待背起行囊

去远方的豪迈，不再向往远方世界的

精彩。

三、故乡

由于机缘巧合，大学毕业后，我

到了杭州工作。从西南到东南，依旧

是长长的旅途，只是感受不一样了。

工作后经济情况好转，回故乡基

本都是坐卧铺了。卧铺车厢的环境比

起硬座车厢好多了。唯一不变的，大

概就是推着小货车叫卖的服务员，依

旧是熟悉的叫卖声，依旧是一趟趟地

来往。卧铺车厢人少清静，服务员定

时进行清扫，热水冷水供应都有了保

障。虽然三十多个小时的行程，还是

枯燥无聊，至少累了可以在车厢里走

动、在床铺上躺着睡觉。而等到高铁

和动车开通后，车厢环境整洁，行程

时间缩短，旅途更是舒适了。

工作后，因为各种原因，回故乡

的次数少了。回乡的旅途中，心情总

是迫切又忐忑。一路上思念着亲朋好

友，回忆着往事，猜测着故乡和故乡

的人，都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当火车

离家越来越近，风景越来越熟悉，心

情也越来越激动了。

每次回乡，都会发现故乡越来越

美好了。故乡新修了火车站，有很大

的站前停车场，占地近两千平方的候

车室。一天里进出的客运列车有二十

多趟，迎来送往上千的旅客。我家附

近的旧火车站还在运营，只作为厂区

的货物运输中转站了。

每次回乡，都会发现爸妈越来越

苍老了。他们知道我回乡的消息，总

是在我到家那天早早地就在家楼下等

着我。看到白发苍苍的爸妈，想到远

离故乡的我，不能在他们身旁尽孝，

心中很不是滋味。而爸妈却毫无怪我

的意思，总是高兴地忙碌着为我做丰

盛的家乡菜，让我好好地解馋。回到

故乡，也会和老朋友相聚。大家欢聚

一堂，说说往事，谈谈今朝，并没有

因为时空相隔的遥远，而显得陌生。

从故乡到远方，从远方到故乡，

我坐着火车在时光里穿行，在旅途上

留下深深浅浅的记忆。去远方，是为

了追寻梦想；回故乡，是因为心中最

深的牵挂。铁轨将梦想和牵挂连接了

起来，火车带我离开，又带着我回家

……

火车带我去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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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 ））一項由一項由 「「美國華人聯合會美國華人聯合會」」（（
UCA )UCA )主辦的主辦的20202020年年33月選舉亞裔候選人初選論壇於本周三月選舉亞裔候選人初選論壇於本周三（（22
月月1212日日））晚間在晚間在Turkish CenterTurkish Center 盛大舉行盛大舉行，，共有二十多位亞裔共有二十多位亞裔
候選人出席此論壇並發表政見候選人出席此論壇並發表政見。。

20202020年的美國政黨初選年的美國政黨初選Primary ElectionPrimary Election，，已經開始已經開始。。 IowaIowa
，， New HampshireNew Hampshire 初選過後初選過後，，NevadaNevada 和和 South CarolinaSouth Carolina 在在 22 月月
2222日和日和2929日進行日進行。。其他其他1414個州個州，，包括具有影響力的加州和德包括具有影響力的加州和德
州州，，參加參加Super TuesdaySuper Tuesday 33月月33日的初選日的初選。。本次初選本次初選，，吸引了全吸引了全
美矚目美矚目，，除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濟濟一堂之外除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濟濟一堂之外，，其他各個職位在其他各個職位在
兩黨內兩黨內，，也湧現出眾多候選人也湧現出眾多候選人。。

雖然華裔社區最近的主要注意力被新冠病毒所佔據雖然華裔社區最近的主要注意力被新冠病毒所佔據，，但是但是
，，因為初選是因為初選是20202020年大選的開始年大選的開始，，而且亞裔在初選中投票人數而且亞裔在初選中投票人數
比較少比較少，，希望更多的人關注希望更多的人關注。。除除Andrew YangAndrew Yang，，華裔民主黨候華裔民主黨候
選人之外選人之外，，還有更多優秀亞裔候選人正在競選還有更多優秀亞裔候選人正在競選((雖然雖然 AndrewAndrew
YangYang 宣布競選暫停宣布競選暫停，，但還可以投票給他但還可以投票給他）。）。本地的公選職位本地的公選職位
，，例如縣一級的稅務管理例如縣一級的稅務管理，，公共治安公共治安，，州一級的教育經費和財州一級的教育經費和財
政支出政支出，，比總統席位更加與個人和家庭的生活息息相關比總統席位更加與個人和家庭的生活息息相關。。

目前德州亞裔人口增加迅速目前德州亞裔人口增加迅速，，而且休士頓已經成為全美最而且休士頓已經成為全美最
多元化的大都市之一多元化的大都市之一。。為向亞裔社區介紹初選和優秀候選人為向亞裔社區介紹初選和優秀候選人,, 休休
士頓士頓 1010 個亞裔組織在個亞裔組織在 22 月月 1212 日晚特地舉辦見面會日晚特地舉辦見面會。。其中包括其中包括
Emgage, HoustonEmgage, Houston 80208020, OCA-Houston,, OCA-Houston, 美國華人聯合會美國華人聯合會UCAUCA，，和和
印裔印裔，，巴裔基斯坦裔巴裔基斯坦裔，，孟加拉裔孟加拉裔，，越裔越裔，，韓裔等韓裔等，，體現了只有團體現了只有團
結才有力量的共同願望結才有力量的共同願望。。

見面會上邀請了休士頓地區亞裔候選人見面會上邀請了休士頓地區亞裔候選人，，包括民主黨包括民主黨1919位位
和共和黨和共和黨1313位位，，其中其中2020多位候選人到場多位候選人到場。。他們中有在競選國會他們中有在競選國會
議員的議員的88位位，，德州州一級法院的德州州一級法院的33位位，，德州眾議員的德州眾議員的99位位。。德州德州
聯邦國會第聯邦國會第2222選區選區（（涵蓋亞裔人口密集的休士頓南部和西南郊涵蓋亞裔人口密集的休士頓南部和西南郊
區區）） ，，目前成為全國關注焦點目前成為全國關注焦點，，1919位候選人參加角逐位候選人參加角逐，，44位是亞位是亞
裔候選人裔候選人，，其中包括有可能成為德州第一位亞裔國會議員的其中包括有可能成為德州第一位亞裔國會議員的SriSri
Preston KulkarniPreston Kulkarni。。

美國華人聯合會美國華人聯合會UCAUCA理事及休士頓負責人施慧倫博士作為理事及休士頓負責人施慧倫博士作為
活動的組織者介紹說活動的組織者介紹說，，亞裔移民目前在美國政局的驚濤駭浪中受亞裔移民目前在美國政局的驚濤駭浪中受
到很大威脅到很大威脅，，但是危機使更多人覺醒但是危機使更多人覺醒，，參政和儀政的熱情高漲參政和儀政的熱情高漲，，
甚至總統候選人中都有亞裔出現甚至總統候選人中都有亞裔出現。。 20162016年大選後年大選後，，休士頓有休士頓有1515
位亞裔贏得公職位亞裔贏得公職（（民主黨民主黨1313位位，，22位共和黨位共和黨）。）。而而20202020年亞裔候年亞裔候
選人又增加了一倍選人又增加了一倍，，再創歷史最高峰再創歷史最高峰，，體現了重大歷史轉折體現了重大歷史轉折。。

多位與會候選人熱烈講演多位與會候選人熱烈講演，，陳述他們對美國目前的擔憂和改陳述他們對美國目前的擔憂和改
變政局的激情變政局的激情。。在場的社區成員和組織代表在場的社區成員和組織代表，，為他們所感動為他們所感動，，掌掌
聲此起彼伏聲此起彼伏。。德州華裔眾議員吳元之德州華裔眾議員吳元之(Rep. Gene Wu),(Rep. Gene Wu), 也是這次也是這次
初選的候選人之一併參加了講演初選的候選人之一併參加了講演。。他感慨於亞裔優秀人才眾多他感慨於亞裔優秀人才眾多，，
但參政和投票人很少但參政和投票人很少（（例如德州目前例如德州目前150150個眾議員中只有兩位是個眾議員中只有兩位是
華裔華裔）。）。在美國的混亂在美國的混亂，，掙扎和危機中掙扎和危機中，，更多的亞裔挺身而出更多的亞裔挺身而出，，

能夠成為國家的棟樑和歷史前進的開拓者能夠成為國家的棟樑和歷史前進的開拓者。。
初選初選33月月33日截至日截至，，提前投票在德州提前投票在德州22月月1818日開始日開始。。初選中初選中

首先要選擇一個黨派首先要選擇一個黨派，，不能兩黨候選人都投不能兩黨候選人都投。。這是初選關鍵的一這是初選關鍵的一
點點。。其他事項其他事項，，請參考各州的選舉辦公室的介紹請參考各州的選舉辦公室的介紹。。德州第一大縣德州第一大縣
，， Harris CountyHarris County 還 有 中 文 介 紹還 有 中 文 介 紹 （（Harrisvotes.com)Harrisvotes.com)。。 League ofLeague of
WomenWomen’’s Voters Voter 和其他大型媒體和其他大型媒體，，例如例如Texas TribuneTexas Tribune，， HousHous--
ton Chronicleton Chronicle 都有選舉的說明和候選人的介紹或推薦都有選舉的說明和候選人的介紹或推薦。。

左上是大休士頓地區亞裔候選人名單左上是大休士頓地區亞裔候選人名單：：其中民主黨其中民主黨2020位位，，
共和黨共和黨1313位位。。華裔共華裔共66位位。。自自20162016年美國政局大變之後年美國政局大變之後，，休士休士
頓亞裔參政掀起了新高潮頓亞裔參政掀起了新高潮。。20182018 年中選之後年中選之後，，目前亞裔官員共目前亞裔官員共
1515位位，，1313位是民主黨位是民主黨。。初選時初選時，，首先要挑一個黨派首先要挑一個黨派，，然後在黨然後在黨
派下投候選人派下投候選人，，不能兩邊候選人都投不能兩邊候選人都投。。

2020年初選，亞裔候選人再創歷史紀錄
亞裔候選人社區初選論壇本周三盛大舉行

（本報訊）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
管協會，是唯一一個從台灣發展到全
球的國際工商婦女社團組織。是全球
僑商以及台商婦女重要的溝通平台，
世華總會

目前已經有 73 個分會，遍布全球
26 個國家協助台灣深化與全球的經貿
交流。

世華美南分會在休士頓成立已進
入第35年頭，也是世華在全球的第一
個分會. 每年定期舉辦中文演講比賽，
每年固定捐款給一些慈善機構. 並時時

舉行一連串有益僑社身心的活動及各
種教育性的演講.

世華美南分會將於2020年3月1日
（星期日）下午5:30pm在Lambo Ball-
room （6159 Westheimer Rd. Ste 106,
Houston, TX 77057）舉辦本會第 35 屆
會長交接典禮暨慶祝35週年慶晚宴。
今年我們將在晚宴前舉辦小型商展，
時間訂在3月1日下午四時卅分起至六
時結束。

美南分會 2020 年洪良冰會長及全
體理監事誠心邀請休士頓各界朋友們

一起來共襄盛舉支持本會。票價分為
：黃金贊助$50.00 ， 翡翠贊助$100.00
，鑽石贊助$150.00. 小型商展每一攤位
僅售$100. 年刋廣告$200-400不等、贊
助翡翠桌送全頁彩色廣告, 贊助鑽石桌
送全頁彩色廣告附加送一攤位. 感謝各
界人士們的贊助及支持!

購票贊助請洽: 會長:洪良冰 (832)
818-6688 / nancygri@aol.com 或副會長
: 王 妍 霞 (832) 766-7600 / alice-
chu988@gmail.com

世華美南分會洪良冰接棒2020第35屆會長
世華美南分會3月1日舉辦慶祝35週年慶暨 第35屆會長交接典禮晚宴

（（後排中後排中））為為 「「世華工商婦女企管協會世華工商婦女企管協會」」 新任會長洪良冰新任會長洪良冰。。

圖為活動組織者圖為活動組織者 「「美國華人聯合會美國華人聯合會」」 （（UCA )UCA )理事理事，，休士頓負責休士頓負責
人施慧倫在會中介紹亞裔候選人選情人施慧倫在會中介紹亞裔候選人選情。（。（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美南中國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主辦美南中國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主辦
20202020 職場菁英論壇職場菁英論壇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
「「美南中國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美南中國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

」」 會長徐小玲首先致詞會長徐小玲首先致詞。。
Lynn ChouLynn Chou 女士女士（（右右 ））演講演講，，旁為校聯會會長旁為校聯會會長

徐小玲徐小玲（（左左 ）。）。

在僑教中心展覽室舉行的在僑教中心展覽室舉行的 「「20202020 職場菁英論壇職場菁英論壇」」 現場現場。。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 代表李步青參事致詞代表李步青參事致詞。。主講人原主講人原ChevronChevron’’ss 前前
VP/ GM Lynn ChouVP/ GM Lynn Chou 女士女士。。

「「亞裔健康教育協會亞裔健康教育協會」」 與與 「「老人服務協會老人服務協會」」 主辦主辦「「武漢冠狀病毒對我們的影響武漢冠狀病毒對我們的影響」」 講座講座

圖為在僑教中心大禮堂的講座現場圖為在僑教中心大禮堂的講座現場。。（（左起左起 ））德州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德州大學公共衛生學院Dr.Dr. 黃綠玉教授黃綠玉教授
，，休士頓醫學中心休士頓醫學中心 Dr. George BurnazianDr. George Burnazian 醫師醫師，，
Harris county public Health Dr. Leann LiuHarris county public Health Dr. Leann Liu 醫師醫師。。

Harris county Public HealthHarris county Public Health 的的
Dr. Leann LiuDr. Leann Liu 劉醫師演講劉醫師演講。。

僑教中心主任陳奕芳僑教中心主任陳奕芳（（右右））在講座上致詞在講座上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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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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为地球上最古老的动物之一，蝙

蝠的进化过程一直是个谜。近日，一项

最新研究发现，地球上蝙蝠的进化可能

与5千万年前地球急剧变暖有关。

蝙蝠是一种唯一会飞的哺乳动物。

与蝙蝠同时代的动物绝大多数都被自然

所淘汰了，只能见于化石之中，而蝙蝠

经历各种灾难之后顽强地活了下来，经

过千万年的发展，蝙蝠家族成为仅次于

啮齿类动物的第二大哺乳动物，占地球

上哺乳动物的20%左右。科学家们惊叹

于蝙蝠的生存技巧，但由于化石证据稀

少，他们始终不明白蝙蝠是如何进化的

。

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新研究称

，在5千万至5.2千万年前，当植物茂盛

、昆虫种类达到历史最高记录之时，地

球曾经历了一次气温急剧上升的历史。

气候变暖促使昆虫大量繁殖衍生，蝙蝠

于是也演化出独特的飞行技巧和回声定

位能力，以便能捕捉到猎物。这次暖化

也间接导致了其他哺乳类动物品种的急

剧多元化。

据悉，研究人员还根据基因特征对

微型蝙蝠和大型蝙蝠的进化关系进行了

对比，结果发现一些相当有趣的现象：

果蝠那样的大型蝙蝠，在飞行中不依靠

回声定位；另一类是以捕食昆虫为生的

小型蝙蝠，有超声波回声定位的“特异

功能”。基因证据表明，大型蝙蝠是从

小型蝙蝠进化而来的，而小型蝙蝠起源

于5千万年前的始新世早期。

蝙蝠与马和狗同属一个祖先 日本

东京工业大学冈田典宏教授领导的研究

小组通过遗传基因分析发现，在大约1

亿年前，蝙蝠与马、狗是同期由哺乳类

祖先的一种动物分化进化而来。此前，

人类一直未能解释蝙蝠的进化过程和从

何进化而来。 据《日本经济新闻》报

道，冈田教授领导的研究小组利用遗传

基因技术，对与蝙蝠进化路线相似的其

它动物进行了比较研究。研究人员以动

物是否含有被称为“反转录子（retropo-

son）”的特殊遗产信息为标准，发现在

大约1亿年前，蝙蝠与马、狗几乎在同

一时期开始分别走向不同进化之路，而

牛在蝙蝠等动物之前就开始了其进化过

程。一般认为，牛是有蹄动物，在进化

系统性中与马有近缘。但是研究小组发

现蝙蝠与马的关系更为相近。 1亿年前

正值恐龙的全盛时期，当时的哺乳类动

物小心翼翼地生活在地球上。在这一时

期，蝙蝠和马、狗从类似老鼠的哺乳类

祖先动物开始分别走向进化之路。6500

万年前，在恐龙灭绝之前的新时代，他

们开始改变了样子，分别进化成不同的

形象。

蝙蝠的倒挂是生活习性，所谓生活

习性是指为了生存而产生的生活特性。

你知道的，蝙蝠的腿是不能够用于行走

的，它只能够借助于翅膀的力量爬。所

以，蝙蝠不能够像其他能够飞行的生物

那样借助于腿部力量起飞。一般小型的

鸟类起飞是先跳起来，离开地面，再扇

翅飞行；体型大的鸟类，如天鹅，得先

助跑达到一定的速度后才能够飞离地面

；昆虫也是先跳起来再飞。蝙蝠则采用

更省力的办法，如你所知，倒挂在空中

，一松手（算是手吧），伸开翅膀就可

以滑翔了。省力气吧？这就是为什么蝙

蝠平时回到挂杂空中的原因。（有许多

时候他也不是在到挂着，如求偶时）

人们常用“飞禽走兽”一词来形容

鸟类和兽类，但这种说法有时却并不一

定正确，因为有一些鸟类并不会飞，如

鸵鸟、鸸鹋、几维和企鹅等；同样也有

一些兽类并不会走，如生活在海洋中的

鲸类等，而蝙蝠类不但会像一般陆栖兽

类那样在地上行走，却还能像鸟类一样

在空中飞翔。

蝙蝠类是唯一真正能够飞翔的兽类

，它们虽然没有鸟类那样的羽毛和翅膀

，飞行本领也比鸟类差得多，但其前肢

十分发达，上臂、前臂、掌骨、指骨都

特别长，并由它们支撑起一层薄而多毛

的，从指骨末端至肱骨、体侧、后肢及

尾巴之间的柔软而坚韧的皮膜，形成蝙

蝠独特的飞行器官—翼手。

蝙蝠的胸肌十分发达，胸骨具有龙

骨突起，锁骨也很发达，这些均与其特

殊的运动方式有关。它非常善于飞行，

但起飞时需要依靠滑翔，一旦跌落地面

后就难以再飞起来。飞行时把后腿向后

伸，起着平衡的作用。

蝙蝠一般都有冬眠的习性，冬眠时

新陈代谢的能力降低，呼吸和心跳每分

钟仅有几次，血流减慢，体温降低到与

环境温度相一致，但冬眠不深，在冬眠

期有时还会排泄和进食，惊醒后能立即

恢复正常。它们的繁殖力不高，而且有

“延迟受精”的现象，即冬眠前交配时

并不发生受精，精子在雌兽生殖道里过

冬，至翌年春天醒眠之后，经交配的雌

兽才开始排卵和受精，然后怀孕、产仔

。

蝙蝠是哺乳类中古老而十分特化的

一支，因前肢特化为翼而得名，分布于

除南北两极和某些海洋岛屿之外的全球

各地，以热带、亚热带的种类和数量最

多。它们由于奇貌不扬和夜行的习性，

总是使人感到可怕，外文中名字的原意

就是轻佻的老鼠的意思，不过在我国，

由于“蝠”字与“福”字同音，所以在

民间尚能得到人们的喜爱，将它的形象

画在年画上。

蝙蝠类动物全世界共有900多种，

我国约有81种，是哺乳类中仅次于啮齿

目的第二大类群。它们可以大体上分成

大蝙蝠和小蝙蝠两大类，大蝙蝠类分布

于东半球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体形较大

，身体结构也较原始，包括狐蝠科1科

。小蝙蝠类分布于东、西半球的热带、

温带地区，体型较小，身体结构更为特

化，包括菊头蝠科、蹄蝠科、叶口蝠科

、吸血蝠科、蝙蝠科等十余科。

蝙蝠类动物的食性相当广泛，有些

种类喜爱花蜜、果实，有的喜欢吃鱼、

青蛙、昆虫，吸食动物血液，甚至吃其

他蝙蝠。一般来说，大蝙蝠类一般以果

实或花蜜为食，而大多数小蝙蝠类则以

捕食昆虫为主。

以昆虫为食的蝙蝠在不同程度上都

有回声定位系统，因此有“活雷达”之

称。借助这一系统，它们能在完全黑暗

的环境中飞行和捕捉食物，在大量干扰

下运用回声定位，发出超声波信号而不

影响正常的呼吸。它们头部的口鼻部上

长着被称作“鼻状叶”的结构，在周围

还有很复杂的特殊皮肤皱褶，这是一种

奇特的超声波装置，具有发射超声波的

功能，能连续不断地发出高频率超声波

。如果碰到障碍物或飞舞的昆虫时，这

些超声波就能反射回来，然后由它们超

凡的大耳廓所接收，使反馈的讯息在它

们微细的大脑中进行分析。这种超声波

探测灵敏度和分辩力极高，使它们根据

回声不仅能判别方向，为自身飞行路线

定位，还能辩别不同的昆虫或障碍物，

进行有效的回避或追捕。蝙蝠就是靠着

准确的回声定位和无比柔软的皮膜，在

空中盘旋自如，甚至还能运用灵巧的曲

线飞行，不断变化发出超声波的方向，

以防止昆虫干扰它的信息系统，乘机逃

脱的企图。

同其他动物一样，许多蝙蝠也在自

然界越来越少，趋于灭绝。用于消灭昆

虫的毒剂和木材保护药剂等把它们在冬

眠的时候药死，许多错误的观念也使人

类大批地捕杀它们。一些种类栖居的空

心树木被伐掉了，废墟被拆除或者被重

修得严丝无缝，使其无法生存。蝙蝠在

维护自然界的生态平衡中起着很重要的

作用，各种食虫类蝙蝠能消灭大量蚊子

、夜蛾、金龟子、尼姑虫等害虫，一夜

可捕食3000只以上，对人类有益。蝙蝠

所聚集的粪便还是很好的肥料，对农业

生产有用。经过加工的蝙蝠粪被称为

“夜明砂”，是中药的一种。蝙蝠还是

研究动物定向、定位及休眠的重要对象

，对它们辐射技术的秘密还没有完全搞

清楚，人类仅仅只是知道了蝙蝠能够做

些什么了，但仍然不知道它们是怎样做

的，所以拯救那些濒临灭绝的种类势在

必行。

有关蝙蝠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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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休士頓訊)駐休士頓經濟文化
辦事處臺灣書院與休士頓大學 Kathrine

G. McGovern藝術學院及亞洲協會德州
中心(Asia Society Texas Center)合作， 邀

請 「福 爾 摩 沙 四 重 奏 」
（Formosa Quartet） 於 2 月
20 日(週四)晚間於亞洲協會
德州中心演奏貝多芬作品及
5 首台灣民謠，歡迎民眾前
往聆賞。

由台灣移民第二代所組成
的 「福爾摩沙四重奏」成立
於2002年，致力推廣臺灣傳
統音樂及世界音樂。2 月份
間前來休士頓的活動係參與
休士頓大學 Kathrine G. Mc-
Govern藝術學院為紀念世界
音樂大師貝多芬 250 年誕辰
紀念音樂會之系列活動。演
奏會將演奏臺裔作曲家林煒
傑於 2017 年所新編 5 首臺灣
民謠如《望春風》、《恆春
調》、《港邊惜別》、《天
黑黑》、《雨夜花》、貝多
芬作品。

「福爾摩沙四重奏」由小提琴家林

允白、李家瑋、中提琴家陳則言及大提
琴家黛博拉‧裴(Deborah Pae)組成，以
獨奏、室內樂及音樂教育家等身分活躍
於世界各地。團員們畢業於茱莉亞音樂
院、柯蒂斯音樂院及新英格蘭音樂院，
演奏足跡遍布美洲、亞洲及歐洲各大音
樂廳，並獲得許多國際音樂大賽，如：
帕格尼尼國際小提琴大賽、Primrose國
際中提琴大賽等，2006年曾獲得第10屆
倫敦國際弦樂四重奏大賽首獎及阿瑪迪
斯獎，是亞洲第一個贏得此獎項冠軍的
團體。

該團的演出獲得《古典音樂雜誌》
樂評的讚揚: 「福爾摩沙四重奏精緻的
準確度...閃耀、生氣盎然、機智詼諧的
演奏，讓人不禁要求加演。」知名大提
琴演奏者大衛.索耶爾(David Soyer)也肯
定該團優異的表現： 「福爾摩沙四重奏
是我所知它們同輩最佳演出者之一。」

「福爾摩沙四重奏」本次演奏樂曲
來自作曲家林煒傑。林煒傑出生於臺灣
臺中，畢業於茱莉亞音樂院，作品曾於

紐約卡內基音樂廳、紐約林肯中心、巴
黎龐畢度中心及臺灣國家音樂廳等地演
出。

購票資訊：https://asiasocietytx.se-
cure.force.com/ticket/#sec-
tions_a0F1Y00001D7JOsUANation)
Promotion Code: TECO

禮讚樂聖禮讚樂聖 貝多芬貝多芬250250年誕辰紀念音樂會系列年誕辰紀念音樂會系列
「「福爾摩沙四重奏福爾摩沙四重奏」」 22//2020以樂聲奏響休士頓以樂聲奏響休士頓

擅長複雜賬務與稅務處理擅長複雜賬務與稅務處理
郝利霞會計師熟稔稅法郝利霞會計師熟稔稅法 經驗豐富經驗豐富

(本報休斯頓訊) 報稅季節又來
了，在美國，每個報稅人最關心的
事情莫過於怎樣省稅、省時、省錢
。那麼，要如何能做到合理的省稅
呢？就必須對稅法極為熟悉，知道
什麼地方可以省，什麼地方該省。
在報稅季節裡，若能找到一位好的
會計師協助報稅，不僅讓自己輕鬆
很多，也因為會計師的專業而可省
下許多銀兩。

郝利霞(MBA & CPA)是美國註
冊會計師，也是中國全國統考會計
師。她有10年美國會計師事務所經
驗和國際稅法申報經驗，過去在中
國也有十年大型企業會計的經驗，
精通美國稅法和中美兩國會計標準

。
郝利霞會計師長期致力於服務

各種客戶，包括公司實體、個人、
信託基金及饋贈、以及非盈利組織
註冊登記、賬目處理、和稅務申報
，同時也幫客戶解決 Quickbooks 應
用中出現的問題，及幫助客戶建立
財務內部管理制度。

郝利霞尤其擅長複雜賬務和稅
務處理，以及中美會計信息的對接
，她為人豪爽、做事認真、效率極
高，所有郝利霞會計師的客戶都稱
讚她對稅法的深刻了解、對客戶的
負責精神、以及誠懇的態度。

歡迎洽詢郝利霞註冊會計師，
電話：832-406-1208。郵箱： Lisa-

haocpa@gmail.com。



BB66醫生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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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日       2020年2月16日       Sunday, February 16, 2020

JY家庭全科及急症

高 血 壓

糖 尿 病

高 血 脂

常見皮膚病

皮膚活檢

婦 科 病

兒 科 病

老年癡呆

骨質疏鬆

憂 鬱 症

感 冒

咽喉痛

鼻竇炎

腹 瀉

尿 路 炎

關節注射

動物抓咬傷

清創縫合

角膜異物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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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832)433-7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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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顧瑛 醫學博士
美國家庭醫學會資格認可醫師
美國老年醫學會資歷任可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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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 民 體 檢

D03FA_JY顧瑛567B_8

美南新聞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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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50 Parkwood Circle Dr, B6 Houston.TX 77036

（牛皮癬，慢性濕疹， 

老年性皮膚瘙癢和白癜風）。

 JIAXIN LU, M.D

Board Certified by AB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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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副刊

很多人的饮食习惯可能都是不

正确的，总是饥一顿饱一顿，也有

在减肥当中很多的女性都觉得，只

要先把自己饿一段时间自己的胃饿

小了之后，吃的也就少了自然在减

肥这条道路上也是比较顺利的，但

是也是的确很多人一段时间不吃东

西以后，慢慢的适量也会变小，这

是因为自身的胃变小了吗？下面我

们就来看一下。

食量变少的这真是胃变小了吗

？

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我们的

胃，一般来说我们的胃也叫胃囊，

外层的胃壁其实是由好几层的肌肉

组成导致的，并且自身还有非常强

的伸缩性，胃部矿长之后能够容纳

的食物就是我们胃部的胃容量，其

实按照一般的正常生理来说，人的

胃部在空腹的时候胃的容量大概有

50-100毫升，而在正常吃饱饭之后

胃部的容量就会在1200毫升-1700毫

升，我们可以来比较一下，人在空

腹的时候和和饱腹的情况下，胃的

大小差距能够达到20倍。

胃真的会“撑大”或者是“变

小”吗？

胃囊的大小可能会根据自身的

进食量而改变，但是其实自身的胃

容量不会发生任何的改变，因为食

物吃进去的时候，我们自身的胃囊

就会慢慢的变大，撑大，同样随着

我们胃部当中的内腺体分泌变多，

自身的肠道蠕动也会增强，在胃部

当中和自身的胃液充分的混合，之

后在肠胃当中也会比较好吸收，只

要自身的胃部当中的食物全部排空

，并且完全消化之后，我呢吧的胃

又会恢复原本的模样，这个时候胃

部是在一个轻微的收缩状态，只是

说我们在有饱腹感的时候，胃部会

暂时变大，我们的胃部就像一个气

球一样，其实可以挣扎着撑一下，

但是之后消化完，还会变回之前的

样子，更不可能别的更小了。

那么为什么有些人很能吃，有

些人就不能吃呢？

人能不能吃其实根据自身的食

欲有着一定的关系的，并不能单纯

的看我们自身的胃容量，并且吃多

少跟我们的胃肠道和饥饿神经有着

一定的调节关系，但是这两者和自

身的体质以及环境遗传原因导致相

对应的平衡，但是如果长期的吃很

多的食物就户导致我们的胃壁变厚

，胃部的蠕动也会加快，饭量自然

也会变大。

但是饿了一段时间之后为什么

越吃越少？

上面已经说了我们的胃是不会

变小的，这只是大脑当中的中枢神

经的一种感觉，我们的胃只不过仅

仅是一个接收器，感觉自己吃的没

有以前多了明显吃的变少。并不是

你的胃部变小了，而是大脑当中的

传输系统，是我们的大脑发出信号

抑制住了我们自身饥饿感所以CIA

会出现不想吃饭的感觉。

我们要知道在身体当中胃是最粗

哦若的，一日三餐我们所吃下去的东

西都影响着我们的胃，所以在生活当

中吃东西一定要注意，不要吃一些刺

激性的食物，养好了我们的胃，才能

充足的补充我们身体当中的营养，才

能有一个更好的身体。

关于你的胃这些你要知道

中医认为，咸、甜、酸、苦、辣

各有其特殊的作用。五味适量，对五

脏有补益作用，即酸入肝、苦入心、

甘入脾、辛入肺，咸入肾。但是如果

五味过量，就会打乱人体平衡，损伤

脏器，招致疾病。《彭祖摄生养性论

》中说：“五味不得偏耽，酸多伤脾

，苦多伤肺，辛多伤肝，甘多伤肾，

咸多伤心。”《内经》中也说：“多

食咸，则脉凝泣而变色;多食苦，则皮

槁而毛拔;多食辛，则筋急而爪枯;多食

酸，则肉胝皱而唇揭;多食甘，则骨痛

而发落，此五味之所伤也。”

酸多伤脾。酸味可以补肝，过多

的酸味食物会引起肝气偏胜，就会克

伐脾胃(木克土)。由于脾主肌肉，其

华在唇，酸味的东西吃得过多，就会

使肌肉角质变厚，即“肉胝皱”，嘴

唇也会失去光泽，并往外翻，即“唇

揭”。同时还常出现饭量减少，饭后

胃胀，大便稀，言语低微等脾气虚的

症状。

甘多伤肾。甘味可以补脾，过多

的甘味食物会引起脾气偏胜，就会克

伐肾脏(土克水)。由于肾主骨藏精，

其华在发，因此甜味的东西吃多了就

会使头发失去光泽、脱落。同时还常

出现腰膝酸软、耳鸣耳聋等肾精虚的

症状。

咸多伤心。咸味可以补肾，过多

的咸味食物会引起肾气偏胜，就会克

伐心脏(水克火)。由于心主血，咸味

的东西吃多了，就会影响气血的生发

和运行，使血脉凝滞，脸色变黑。同

时还常出现心悸、气短、胸痛等症状

。

苦多伤肺。苦味可以补心，过多

的苦味食物会引起心气偏胜，就会克

伐肺脏(火克金)。由于肺主皮毛，苦

味的东西吃多了皮肤就会枯槁，毛发

就会脱落，即“皮槁而毛拔”。同时

还常出现咳嗽、咳痰等肺气虚的症状

。

辛多伤肝。辛味可以补肺，过多

的辛味食物会引起肺气偏胜，就会克

伐肝脏(金克木)。由于肝藏血，主筋

，辛味的东西吃多了，会导致肝血不

足，筋脉失血，爪甲失荣。同时还常

出现头晕目眩、面色无华、视物模糊

等肝血虚的症状。

总之，任何事情都要讲究一个

“适可而止”，饮食也是这样，不能

说想吃什么了，就多吃、天天吃，而

要适度，达到一个平衡。

中医告诉您：五味过量会伤五脏

2 月初，美國接連兩天上
演政治大騷，先有總統特
朗普發表國情咨文，繼而

翌日參議院投票否決總統彈劾案，讓特朗普脫險，無論特朗普抑
或共和、民主兩黨議員的一言一行，都旨在向選民表演，為年底
美國大選造勢。觀乎美國民情，特朗普年底成功連任的機率較高
一線。

當曰特朗普到國會眾議院發表國情咨文，變相成為他發表競
選宣言以取悅民眾的良機。他亦充分利用機會，大打成績牌及榮
譽牌，利用美國在軍事、經濟的強大，刺激國民榮耀心，並刻意
貶低前朝總統，抬高自己創造職位的數字，還利用非法移民議題
，製造基層與民主黨對立。

為打擊特朗普借國情咨文拉票，民主黨眾議院議長佩洛西亦
弄出不少手段，包括利用民主黨在眾議院佔多數，成功藉 「通俄
門」通過彈劾特朗普議案，又刻意拖延一個多月才將彈劾案交付
參議院審議和表決，令特朗普發表國情咨文時，還是 「待罪之身
」。佩洛西又在特朗普發表國情咨文後，當場公開撕毀手上國情
咨文副本，以示對報告內容的噁心。民主黨與特朗普的政治惡鬥
，已變得極度尖銳，雙方連表面的禮貌都無法維持。

正因一切都為年底大選服務，總統彈劾案交付參議院審議時
，共和黨亦以過半議席的優勢，快刀斬亂麻，只問立場而不理真
相，拒絕傳召證人查證，當中包括新近爆料的前國家安全顧問博
爾頓，他指親耳聽到特朗普要扣押烏克蘭軍援向該國施壓。在共
和黨議員護航下，彈劾特朗普濫用職權、妨礙國會的議案亦遭到

否決。
民主黨及佩洛西對特朗普的政治攻擊，正

中特朗普下懷。他一向擅長製造政治對立，
並利用社會撕裂強化他在白人、藍領、農民

及基層的支持，他三年前就是靠此上位，現在民主黨惡言相向，
正強化特朗普的宣傳，認為外界一切對他的指控，都是政治而非
正義。

觀乎美國最新民調，特朗普這種鬥爭策略是成功的。美國哥
倫比亞廣播公司新聞網和有線電視新聞網，分別就國情咨文進行
民調，都得出百分之七十六觀眾正面評價國情咨文，當中共和、
民主兩黨支持者各走極端，但居中的獨立人士則有八成給特朗普
好評。

在有關彈劾案的民意中，美國全國廣播公司及《華爾街日報
》的民調發現，雖然五成二受訪者認為特朗普有濫權，但認為參
議案應通過彈劾特朗普的只有四成六，四成九反對彈劾，皆因中
間選民雖較多相信他濫權，卻不贊成彈劾。

美國政治嚴重撕裂，共和黨支持者絕大部分支持特朗普連任
，民主黨則絕大部分反對他，特朗普能否連任關鍵，看佔選民總
數約兩三成的中間選民，目前中間選民的取向，就有利特朗普。
況且，民主黨候選人現還在初選，黨內主流派與激進派，可能重
蹈上屆惡鬥分裂的覆轍，在大選時未能槍口一致對外，以至讓特
朗普漁人得利。

現在距離美國大選投票日雖還有九個月，但形勢走向有利特
朗普連任，環球各國及金融市場要為此多作盤算

參院彈劾聆訊投票結束，確認總統特朗普無罪無需罷免後，
特朗普隨即宣布 「勝利」，並定於6日發表演說，首次公開回應
聆訊結果。綜合《華盛頓郵報》、《國會山報》和英國《每日郵

報》報道，彈劾聆訊完結數分鐘後，特朗普便急不可耐在推特發
文，雖然沒有隻字提及彈劾，但訊息中，仍可見興奮之情，推文
並附上支持者製作的動畫，支持特朗普無限期連任總統。動畫一
開始展示《時代》雜誌的虛構封面，展示多個支持特朗普競選的
標語，年份由2024至2044年，再一直延伸至幾千、幾萬年，最
後更寫上 「特朗普直至永遠」的字句。

特朗普也在推特宣布，6 日中午 12 時會在白宮發表演說，
「討論國家在彈劾騙局上取得勝利」，屆時將是他被判無罪後首

次回應。在過去4個月來，特朗普一直批評民主黨發動的彈劾是
「騙局」和 「獵巫行動」，故意阻撓他連任。外界估計，演說內

容會接近勝利宣言，特朗普也會藉機抨擊民主黨。
而在參院結果傳出後，白宮5日重申，特朗普已經擺脫 「可

恥的彈劾」，發言人格里沙姆（Stephanie Grisham）沒有提到表
決時，投下總統罪成票的民主黨籍參議員，只形容國會只有民主
黨與特朗普為敵，再加上一個落敗的共和黨總統參選人。外界相
信，這番話等於不點名批評唯一倒戈的參議員羅姆內（Mitt
Romney）。格里沙姆同時強調，白宮一直以來堅稱特朗普無罪
，總統願意將民主黨的可恥行徑拋諸過去，致力在2020年後繼
續為國民服務。

特朗普連任選營的競選經理帕斯卡爾（Brad Parscale）則發
表聲明表示，在彈劾鬧劇結束後，特朗普的實力，只會更加強大
，民主黨因為擔心無法在選舉中擊敗特朗普，連月來才會使出彈
劾的下策，但卻造成國家政治史上最嚴重的誤算，導致自己得不
償失。

特朗普逃過被彈劾下台的厄運後，隨即以勝利者姿態示人。
他日前出席國家祈禱早餐會活動時，不點名批評眾議院議長佩洛
西以及對 「總統濫權」投下贊成票的共和黨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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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月娥的思考質素
倘若今天香港的特首不
是由北京政府 「欽點」
，而是由香港市民一人
一票產生，不妨猜想一
下，香港特區政府還會
在抗疫大事上，像擠牙
膏那樣一點一點來做、
還會有所謂 「封關」的
半虛半掩、還會把口罩
數量，翻來覆去最後原

來是要大家一齊撲口罩的嗎？
林鄭月娥在過去兩三個星期的言語和舉措，不少香港人都說

，恨不得要把直播記者會的電視機，砸個稀巴爛,才能一泄大眾
心頭之憤。終於，對一些人來說，民主雖然未必能夠一箸夾起送
進嘴裏當飯吃，相信至低限度已經明白，民主機制,確實可以對
香港官僚制度，起着制衡作用。的而且確，龐大的洶湧民意，是
不能視若無睹的，除非你根本不需要民眾這一票。經過抗疫政策
千夫所指的這陣子，要砸破的不是電視機，而是香港特首的選舉
制度！

這幾個星期，可以看到香港特區政府的政策與行止本質。人
人都把港澳相比，認為澳門特首賀一誠行事決斷，又稱香港的林
鄭月娥，簡直是不知所謂。其實港澳兩市，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特別行政區，意想不到的處理分別，竟然是這麼大。說實在話，
我不大相信澳門特首賀一誠，有 「尚方寶劍」在手，可以 「先斬
後奏」，而林鄭月娥則是沒有。近期林鄭月娥的表現是遲疑不決
，的是惹人猜疑：她除了是決策和行政能力上的缺陷之外，予人
感覺是她在等一些事情，例如是指示或決策通告，才敢採取行動

。
林鄭月娥宣布抗疫政策之時，與賀一誠有

明顯分別。人們也許留意到，林鄭月娥事事
以中央先行，一些決策像是關閉口岸，都是
在內地作出相關決定後，香港才會宣布。相

對於此，賀一誠表面上很少這種言必中央的政治語言。這就令人
感到，中央在港澳兩個特首的政策思考當中的位置。當 「兩制」
施政遇上強調 「一國」的當下，特首的政治考量與取向、 「一國
」與 「兩制」孰大孰小,孰先孰後，人們逐漸看到一種以前罕見
的施政考慮。

這裏不翻早就罄竹難書的舊帳，單看上月25日從瑞士回到
香港至今，林鄭月娥在面對疫潮殺到的一連串決定，當中有哪一
個是立時聽取民意？在口罩數量到封關決定.到人員隔離的決定
後面，林鄭月娥到底是怎樣構想出來的？她在禮賓府和政府總部
想着抗疫政策時，七百萬香港巿民,是被置於一個甚麼樣的位置
？這些問題，不僅關乎抗擊疫潮這一場生死之戰，更是關係未來
香港前路的大事就我所知所悉，少年時代的林鄭月娥在香港英皇
女校唸書時，年年都是考第一，位列班中至尊。假如我是一個年
年考第一的人，換言之就是一個一直非常成功，不容許自己有任
何出錯、不容許有任何事做得不好的人。就算遇到挫折，我仍然
要相信自己的判斷。對於其他人的意見呢？他們也是考第一嗎？
但去到今天境況，我或許會想一想：

可惜，今天這個時候，年年考第一的我，發現身邊原本有很
多善意的同路人，已經失望至極；很多原本我找來幫助我的學者
專家，全部都離我而去，身邊只剩下幾個永遠無條件認同我、支
持我、不離不棄、同聲同氣的人而矣。

作為年年考第一的我，思前想後，我其實根本不應該、不需
要作出以上反省，因為古代才子唐伯虎所言： 「別人笑我太瘋癲
，我笑他人看不穿」就是。

不過看起來有點荒謬對荒謬。常言道，有風浪的人生，才有
驚喜，故陰霾滿布了去年香港八個月，應該發放一點正能量，說
些正面一點的言論才是……不過，林鄭月娥實在做不到。回想過

去她的從政生涯，面對香港的風浪確實有不少： 一九六七的反
英抗暴鬥爭、一九八四的中英談判香港前途、一九八九的北京天
安門事件、一九九七香港回歸中國、二零零三年的 「沙士」病毒
襲港、二零零八年的亞洲金融風暴……一堆堆數字浮現在我腦海
，衝擊起很多大場面、大時代，至今歷歷在目。每一次，都總有
「年關難過年年過」之感，總是有智者的出現解決了問題，很多

時候，智者都是可預見、亦給予我們信心的。
不過，今天的香港，雖有智者，但意見不被接納，而政府之

內，明顯地沒有智者的出現，起碼到今天仍未見到。相反，我們
現在見到的，只是方寸頓失的海上舵手，握著失靈的舵盤，在怒
海中拿著舵船在空轉，以為航線掌握手中，實際卻是任由巨浪衝
擊。

很多人會埋怨，當日為何會找到這位舵手來當上香港特區行
政長官，果真是制度的問題云云……如果按這邏輯，澳門那邊也
應該同樣不濟，為何會得到眼前香港過百萬人的羨慕呢？坦白說
，今天政府面對的問題，無論誰來掌舵，也終歸會遇上，問題是
應對者的功架功力如何。

今時今日面對疫症的問題，香港市民最關心的是自己、家人
朋友的性命安全，這是人之常情。但是你林鄭月娥卻去挑戰這條
底線，用 「科學」去解答情感問題，居然叫人不需戴口罩，這是
她的自言自言自信，同時也是她自負和自大的想法和造法。

這種身影，跟一些醫院人員如出一轍，本身應是因著自身和
家人安危的情感行事，卻牽扯上政治。當一場罷工，明知損害的
不是跟本身利益對立的港府一方，反而是無辜的病人和大眾，這
就不是單純的勞工運動……或許就是所謂 「攬炒」的延續吧！

節錄醫學界都熟悉的日內瓦宣言： 「我將不容許有任何年齡
、殘疾、信念、族群、性別、國籍、政治立場、種族、性傾向、
社會地位或其他因素的考量介入我的職責和病人之間……」有心
人當然 會多加闡釋、註腳，但文字簡單直接，正常人都看得明
白。幸好醫學界罷工僅是5 天，現在已是雨過天青，否則後果會
嚴重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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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沙迎暴風雨天氣加沙迎暴風雨天氣 漁船騰空險被掀翻漁船騰空險被掀翻

20202020年第壹個超級月亮年第壹個超級月亮！！
伊斯坦布爾天幕伊斯坦布爾天幕““雪月雪月””高懸高懸

土耳其伊斯坦布爾土耳其伊斯坦布爾，，20202020 年第壹個超級月亮年第壹個超級月亮————““雪月雪月””
（（Snow MoonSnow Moon））出現在伊斯坦布爾的天幕中出現在伊斯坦布爾的天幕中。。當月亮位於近地點時正當月亮位於近地點時正
好滿月好滿月，，將被稱為超級滿月將被稱為超級滿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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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特幣再破1萬美元大關
年內為何上漲44%？

進入2020年以來，比特幣持續高歌

猛進，拉出壹條陡峭的上揚曲線，在時

隔近四個月後，又壹次突破了1萬美元

大關。

據 bitcoin86.com的數據顯示，2019

年 12月 31日，比特幣收盤價為7273.48

美元，2020 年 2 月 9 日的收盤價則為

10492.32美元，2020年至今已收獲44%的

漲幅。而截至2月10日18時，比特幣報

10175.08美元，漲勢仍在繼續。

比特幣在虛擬數字貨幣交易市場中

本身就具有指標意義，它的大漲也帶動

了整個“幣市”的普漲，例如BCH、

ETC、EOS等主流數字貨幣均開啟了走

強模式。

為何比特幣在今年初迎來了壹波大
漲？

專註區塊鏈技術研發和主流數字資

產交易的MXC集團副總裁Henry Wu對

記者表示，多個因素助推了近期比特幣

的喜人行情。

首先是“減半預期”的信心提振

。5月，比特幣即將迎來第三次產量減

半，根據過往經驗，比特幣價格將會

迎來壹個歷史性拐點，對於很多希望

把握住這次“減半”紅利的人來說，

會在此之前陸續上車，提前埋伏，助

推價格上漲。

其次是價格窪地的形成。受政策環

境、年底回籠資金等因素影響，比特幣

價格在去年底、今年初已觸摸到6000美

元這樣壹個較低的點位，為回彈上漲留

有空間。

第三，減產下的惜售和去中心化金

融(DeFi)應用中的鎖倉行為，減少了比特

幣流通市場的供給量，從而影響比特幣

價格。

比特小鹿相關負責人在接受中新社

記者采訪時稱，經過去年6月的高點後

，幣價壹直處於震蕩回調的過程中，而

近三個月幣價壹直在7000美元至9000美

元波動，這種波動將下跌的趨勢變為築

底過程和向上突破的能量蓄積，而持續

1個多月(去年12月至今年1月)的築底過

程成就了比特幣價格曲線上漲的關鍵原

因。

“本輪行情的啟動點是從 1 月中

旬直到昨日突破 1萬美元大關，而突

破後幣價走勢升至日線上漲軌道中，

面臨的壓力將會較大。”上述負責人

說。

未來比特幣行情如何？
該負責人認為，短期看，從技術

面出發，根據近日大盤走勢，比特幣

突破 1萬美元大關後需要時間消化出

現的壹些“回踩”；中期看，比特幣

的“減半”行情無疑是利好預期；長

期看，供需決定比特幣的根本價格，

討論未來幣價走勢，最終仍取決於比

特幣用戶數及大眾的接受程度，即比

特幣的價值。

Henry Wu直言，過去的數據表現

顯示，比特幣在“減半”後的壹年左

右時間裏，都會呈現壹個穩步上升的

趨勢，但未來價格上漲斜率可能會更

趨於平緩，漲幅方面大概率會小於上

壹次“減半”下的牛市漲幅。

上海對外經貿大學區塊鏈技術與應

用研究中心主任劉峰則對媒體表示，強

監管下，幣市還能回暖增長，意味著虛

擬代幣市場的交易是全球性的，全世界

對幣價增長的預期依然能帶動市場，不

過要註意的是，幣市有風險，投資需謹

慎。

他指出，大行情下暴漲暴跌的價格

，更容易誤導投資者進入到所謂的“牛

市”狀態而大幅追漲殺跌，讓人迷失在

虛擬代幣市場中。在如此行情下，建議

監管部門加強針對性監管，能在最大限

度上警示投資者關註市場中存在的炒作

交易風險。

新冠肺炎為何沒有“嚇倒”全球股市？
綜合報導 盡管新冠肺炎疫情依舊嚴峻，但壹

向對風險格外敏感的資本市場卻似乎對於戰勝疫情

有足夠的信心。

11日，中國A股表現亮眼，具有代表性的上證

指數成功實現“六連漲”，突破2900點關口，距離

修復鼠年首日大跌的技術缺口僅余不到百點。

東北證券分析師沈正陽對中新社記者表示，近

期A股的持續上漲大致演繹了2003年非典期間4-5

月份的接近2個月的走勢行情，即從對疫情的恐慌

到戰勝疫情良好預期升溫下的快速修復，只不過速

度更快，這離不開中國官方積極主動的政策應對。

對此，興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魯政委亦表贊同

。魯政委表示，面對新冠肺炎疫情沖擊，中國農歷

春節休市期間海外股票市場已出現較大下跌，坊間

由此曾出現延期開市的呼聲。但面對預期中的下跌

風險，中國證監會在多部委協調聯動、政策準備充

分的背景下，做出了如期開市的決定。

魯政委認為，中國A股正常開市，避免了境外

市場在無境內市場交易的“無錨”情況下持續風聞

下挫，由此反過來可能會給遲遲無法開市的境內市

場積累起巨大的估值和調整風險。由於開市首日風

險釋放較為充分，第二個交易日A股即迅速反彈，

A股市場的“定錨”對遏制境外股票市場可能的繼

續無序下跌起到了壹定作用。

過去壹周(2月3日至2月7日)，在中國A股強

勢反彈的同時，全球主要股市亦大幅上漲。根據國

內金融數據服務商同花順提供的數據，過去壹周，

中國香港恒生指數累計漲4.15%，日經指數漲3.77%

；美國道瓊斯指數上漲3%，標準普爾500指數漲

3.17%，納斯達克綜合指數漲4.04%；英國富時100

指數漲 2.48%，法國 CAC40 指數漲 3.85%，德國

DAX指數漲4.1%。

經濟學家趙慶明在接受中新社記者采訪時表示

，過去壹周，全球股市的上漲，除了歐美國家相關

經濟數據好轉等原因之外，也離不開中國股市的提

振作用。A股開市次日的反彈顯示出中國資本市場

的韌性，全球股市隨之受到提振。當然更重要的原

因可能在於投資者對中國經濟乃至世界經濟基本面

的信心，短期疫情可能給經濟帶來較大負面影響，

但就中長期而言，影響不大，特別是考慮到中國官

方已積極出臺系列應對措施。

從出臺30條措施強化金融對防控疫情的支持

，到推出1.7萬億元人民幣公開市場逆回購操作投

放資金，確保流動性充足供應，近期中國官方穩預

期、穩實體經濟政策力度之大舉世矚目。世界銀行

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近期均表示，對中國為疫情防

控采取的措施及中國經濟韌性表示支持和“充滿信

心”。

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全球120多個國家和

地區的最大貿易夥伴，中國經濟如果“打噴嚏”，

世界經濟是否會“感冒”？

在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研究員陳鳳英看來

，中國遭遇疫情的確會對全球貿易、旅遊等產生影

響，但程度有限。此次疫情對今年世界經濟增速的

影響可能為0.1至0.2個百分點，且影響主要集中在

壹季度，二季度開始將逐漸恢復。

英國《金融時報》評論員邁克爾· 麥肯茲(Mi-

chael Mackenzie)則發文指出，海外主要金融機構認

為，投資者在此次疫情發生前已對經濟反彈進行了

審慎預估，且歷史經驗表明疫情達到峰值後，經濟

會實現較快復蘇，預計投資者將會重新設定對2020

年的樂觀投資理念，抓住數月內可能出現的經濟反

彈所帶來的投資機會，而不是摒棄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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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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故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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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故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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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故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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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020

美南大咖談 

電視劇《大境門》 第26~30集

電視劇《大境門》 第26~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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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檔案

中國輿論場 (重播)

大魔術師

幸福帳單

華人世界 

出彩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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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育報導 (重播) 走遍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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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典電影

電視劇《傳奇之王》 第18~22集 (重播)

幸福帳單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海峽兩岸

體育報導 中華醫藥

中國文藝

今日關注 (重播)

今日亞洲

今日關注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易經 (重播)

Southern Television 15.3             2020年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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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南大咖談 

Chinese Class

22:30-23:00 養生堂五味草堂

中華情 城市一對一

中華情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直播)

美南大咖談

電視劇《傳奇之王》 第18~22集

國內首檔“融媒體＂新聞評論節目，給你不一樣的新聞體驗。 

▲ 節目截圖

節目介紹：
《中國輿論場》是CCTV4推出的國內首檔“融媒體”新聞評論節目
。最新輿情，最熱話題，明辨是非，凝聚共識。借助大數據，每天
發布的輿情指數，權威專家客觀點評，引入在線觀眾席，多屏互動
，給你不一樣的新聞體驗。 
本期主題：《中國輿論場》央視記者探訪武漢雷神山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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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節目截圖

《中國輿論場》精彩
節目介紹

美南廣播電視台     看電視聽廣播

美南國際電視STV15.3為方便觀眾收看，
「電視廣播合為一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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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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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如需開車時收聽廣播，請鏈接到車載音響設備 (數據線/藍牙設備），效果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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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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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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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V15.3 Hou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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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南廣播電視台     看電視聽廣播

美南國際電視STV15.3為方便觀眾收看，
「電視廣播合為一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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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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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如需開車時收聽廣播，請鏈接到車載音響設備 (數據線/藍牙設備），效果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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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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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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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V15.3 Hou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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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華時間》

《新聞面對面》

意見領袖、時尚先鋒、行業精英、
業界大咖。。。。。。

熱點時事、熱門話題、勵誌故事、
傳奇人生。。。。。。

美南國際電視最新訪談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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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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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youtu.be/TmqpViWMapA

《美南大咖談》報紙預告：

星期日       2020年2月16日       Sunday, February 16,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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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日報

上路一個月 YouBike2.0周轉率高

（綜合報道）政府徵用全國口罩工廠產能，但不少口罩廠已
有國外訂單，恐出現違約賠償。經濟部表示，這部分疫情指揮中
心已討論，決定商用口罩將以 「個案審查」彈性放行。而政府採
購的60條口罩產線，今已有9條上線，預計一周後可多出90萬
片口罩，讓下周起單日產能上衝510萬片以上。

對於口罩遭徵用，日前彰化地方口罩大廠發出不滿聲音，指
由於國外有訂單，現徵用延長，無法交貨會毀損信譽，盼政府能

在自建產線上來後，採商用與防疫分流，允許有合約者可以出口
。

經濟部官員表示，這個問題已經有注意到，經過與中央防疫
指揮中心討論，決定採 「個案審查」。商用口罩部分，如業者與
國外有合約可以向疫情中心提出申請，政府會進行查核，確定是
徵用前合約就簽，或Logo已打好的，會給予放行出口。

經濟部自建60條口罩產線今天已驗收上線9條，每條產線一

周後可日產10萬片，等於下周會多出90萬片，加上目前產能，
單日可以突破510萬片。其他51條產線會陸續上線，日產千萬片
時程仍放在3月初。

至於宛如孤兒的最後14家中小口罩廠商日前被政府徵用後
，經濟部工業局評估，日產能可多出30萬片。另外業者有庫存
450萬片左右，全徵調後也可先解燃眉之急。

（中央社）新北市人口數為六都之冠，民
眾外出大多仰賴汽機車當代步工具，經統計新
北市機動車輛數約320萬輛，車輛停放空間一
位難求，常有民眾將號牌註銷或號牌拔除之車
輛占用於停車格或道路上，影響他人停車的權
益，也造成市容髒亂等問題。

為有效遏止逾檢註銷及無號牌車輛占用道
路情形，新北市警局結合新北市環保局自108
年起每兩個月一次全面性清查疑似廢棄車輛，
動員約2萬4576人次，經統計108年度清查移
置占用道路已達與未達廢棄標準車輛總計1萬
7322輛（其中汽車1550輛、機車1萬5772輛）

，約可增加1萬7千個停車空間，另109年1月
新北市警局自行清查移置占用道路未達廢棄標
準車輛總計92輛，包含汽車38輛，機車54輛
。

新北市警局重申，民眾車輛如確定已不再
使用，號牌需繳回監理機關辦理報廢，車體的
部分也需同步由合法回收業者進行清運，完成
相關手續，切勿隨意將車輛停放於道路，如有
將報廢車輛放置道路之情形，警方將依 「道路
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12條第4項逕予移置保
管，並處車輛所有人新台幣 3600 元以上 1 萬
800元以下罰鍰。

久占道路廢棄車輛
新北警強力取締拖吊

（中央社）YouBike2.0自1月15日起在公館
地區及台大校園內先試辦 3 個月，提供 102 站
1800 個車柱及 500 輛新式 YouBike，並有租借前
30分鐘2元的優惠，目前上路一個月，週轉率高
達8.3次，相當於每台車一天平均租借8次，試辦
期滿3個月後可望在全市推動。

YouBike2.0採車上機及輕樁設計概念，降低
租賃站設站限制，未來將藉由自行車之車機通訊
作為借還車輛的操作平台，除具備文字顯示功能
，也新增QRcode掃碼租車服務。

根據統計，YouBike2.0 自 1 月 15 日至 2 月 14
日試辦一個月期間，總租借次數達12萬8962二次

，週轉率為 8.3 次。交通局運輸管理科長廖苑伶
說，YouBike2.0目前試辦狀況還算良好，週轉率
比起YouBike1.0一月份平均6次來得高，若試辦
成功，就會推廣至全市，並待台北市長柯文哲拍
板。

針對 YouBike1.0 與 2.0 車柱無法共通歸還，
讓民眾霧煞煞，交通局表示，因應YouBike2.0系
統設計無法與既有設備相互借還，所以在車身設
計上採取珍珠白及黃色，車柱設計則僅可停放1
輛車，以利民眾區別辨識，並已在 2.0 的車身加
註提醒，且租借站也張貼公告宣導。

台灣燈會團圓篇影片
向幕後英雄致意

（中央社）台中市府新聞局分享一支以
《團圓》為主題，改編自市府員工的台灣燈
會影片，為了工作與責任，許多人都有無法
陪在家人身邊的經歷，引發許多人共鳴，向
許多成就燈會順利舉辦的幕後無名英雄致上
敬意與謝意，市長盧秀燕也在影片中客串一
角，用手機紀錄燈會工作人員與家人最幸福
的一刻。

新聞局Youtube頻道分享 「2020台灣燈會
在台中－團圓篇」影片，短片一開始當大家
沈浸在春節團圓的歡笑聲中，小男孩瑋瑋卻
悶悶不樂，想為在台灣燈會籌備工作加班的
爸爸送上便當，結果一小心卻睡著了。

影片中的太太打電話向在燈會現場加班
的先生，說出 「你忙完了嗎？瑋瑋睡著了，
他今天很想你！」洋蔥指數爆表，網友看了
直說 「很催淚！」

最後瑋瑋在睡夢中被家人抱到燈區，醒
來時開心地與爸爸及家人共遊燈會，呈現出
主展區動物狂歡嘉年華燈區的各式動物主題
花燈及文心森林公園 「下雪」美景，更感人
地敘說 「團圓」最純真的愛與溫度。

新聞局表示，盧秀燕一月前往台灣燈會
副展區瞭解現場狀況，看到一名市府員工牽
著孩子的手向她打招呼，經詢問才知道觀旅
局股長林建宏在接孩子下課後，因公臨時得
回到展區加班工作。

市府將林建宏的故事拍攝成團圓篇影片
，感謝所有參與燈會的工作人員。

林建宏表示，之前為了籌備燈會副展區
，開幕前經常與同仁們一起努力到半夜2、3
點，有時孩子真的就像影片裡所說，得在電
視燈會新聞報導中，才能看到他，也感謝家
人的支持與體諒。

台灣燈會是由許多不同領域的專業人員
共同籌劃努力所呈現的成果，過程中不少工
作人員犧牲與家人團聚時間，成就這場精彩
、豐富的國際盛會。

新聞局長黃國瑋指出，這支燈會團團篇
影片主要獻給堅守防疫崗位以及參與燈會工
作的人，並邀請大家把握機會帶著心愛的家
人與朋友，前來台灣燈會享受璀璨燈景以及
這一份 「團圓」的人情之美。

商用口罩將採個案審查彈性出口
下周口罩單日產能衝510萬片



廣 告 BB1212

4號出口

星期四
9：00AM

星期日
10：30AM

44號出口
送$10元或$12餐券

請注意：
新開11:00AM班車 送$5元或$10餐券

25號出口
送$5元或$10餐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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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家賭場任選，兩小時一班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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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07_GREATLAND COACH八達旅遊567C_16

713-777-9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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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離休斯頓最近的賭場
只需要1小時

每週七天
9:00(直班）

車費$15享用$25

星期日       2020年2月16日       Sunday, February 16, 2020

Rel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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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醫師助理認證委
員會執照認可
精通國,台,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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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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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沛桓
醫生助理

西南紀念家庭全科 皮膚
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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