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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蘇復蘇面臨不確定性
全球全球維持寬松基調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 和

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 (美聯儲)

等機構發布的報告顯示，盡管

經濟復蘇和增長態勢依舊，但

在多重不確定因素影響下，維

持貨幣政策寬松的基調較為適

宜。

美國未擺脫下行風險
美聯儲公布的1月貨幣政策會

議紀要顯示，美聯儲認為當前利率

處於適當水平，與貿易相關的風險

有所緩解，全球經濟初步出現企穩

跡象，但美國經濟面臨的下行風險

依然突出。

紀要顯示，美聯儲高層認為將

利率保持在當前水平足以支持美國

經濟溫和增長、勞動力市場強勁和

通脹穩定，也能讓美聯儲有充足時

間來評估去年的寬松政策對經濟活

動的持續影響，積累與經濟前景相

關的信息。

美聯儲高層預計，在寬松的

貨幣政策和金融環境的支持下，

美國經濟將繼續以溫和速度增長

。此外，全球貿易緊張局勢有所

緩解，“美國-墨西哥-加拿大協

定”也獲得通過，全球經濟增長

初步出現企穩跡象，這些因素降

低了經濟下行風險，提振了企業

信心，金融市場的數據也顯示未

來壹年發生經濟衰退的可能性顯

著下降。

紀要指出，美國經濟前景面臨

風險較上次會議前後有所好轉，

但壹些下行風險依然突出。例如

，與貿易相關的不確定性仍然偏

高，全球增長企穩跡象可能會消

退，與中東有關的地緣政治風險

依然存在。

會議紀要還透露出該機構對低

通脹狀況的擔憂。壹些官員表

示，他們對通脹率逐步回升至

2%目標水平前景信心不足。作

為對通脹目標框架進行為期壹

年評估的壹部分，官員們就根

據 2%目標設定通脹區間的提議

展開了辯論。1 月討論的壹個變

量表明，美聯儲希望通脹率達

到區間的高端，以彌補過去壹

直低於 2%的情況。

但會議紀要稱，多數官員擔

心，在通脹率多年低於目標的情

況下，引入這樣的區間可能會被公

眾解讀為美聯儲對通脹率低於2%感

到放心。

近期市場調查顯示，到2021年

第二季度之前，美國核心個人消費

支出(PCE)物價指數升幅將介於1.8%

至1.9%區間，然後在下半年觸及美

聯儲的2%目標。

紀要還顯示，美聯儲官員認

為去年 9 月以來美國短期融資市

場出現的流動性緊張問題持續改

善，大規模購買美國國債和開展

回購操作的必要性有所下降，美

聯儲可能將逐步縮減或取消這些

措施。

多政策應對經濟不確定性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發布

報告顯示，盡管不確定性增加，

仍維持全球經濟增速預期不變，

2019 年 和 2020 年 分 別 為 2.9% 和

3.3%。

IMF 當天發布的 G20 監測報

告顯示，全球經濟增長似乎正

觸底回升，但復蘇預計較為脆

弱，全球經濟前景的風險仍偏

向下行。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 總

裁格奧爾基耶娃敦促二十國集

團 (G20) 政策制定者在貿易、氣

候變化和不平等方面采取行動

，減少全球經濟面臨的不確定

性，以讓全球經濟增長的基礎

更加穩固。

格奧爾基耶娃表示，本周即

將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舉行

的 G20 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上，

財經官員們可以在貿易、氣候變

化和不平等方面采取行動，提供

更多確定性，從而推動全球經濟

增長。

格奧爾基耶娃指出，全球貿易

緊張局勢有所緩解，但仍有壹些根

本性問題尚未解決。她呼籲全球建

立更好的貿易體系，充分發揮服務

貿易和電子商務的潛力，同時保護

知識產權。

格奧爾基耶娃認為，解決貿易

問題只是壹個開始，如果不解決氣

候變化這壹緊迫的全球挑戰，全球

經濟將繼續遭受重大沖擊。她呼籲

政策制定者采取措施緩解氣候變化

的不利影響，包括加大對清潔能源

和基礎設施投資。

據路透社援引G20草案內容顯

示，官員們將對經濟復蘇提供多項

政策支撐。“在2019年底出現企穩

跡象後，全球經濟增長預計將在

2020年和2021年溫和回升。持續寬

松的金融環境和貿易緊張局勢有所

緩解的跡象，為經濟復蘇提供了支

撐。”

草案稱，然而全球經濟增長仍

然緩慢，前景面臨的下行風險依然

存在。草案還指出，各國財長和央

行總裁將堅持先前的聲明，即在可

行的情況下，靈活的匯率可以起到

減震器的作用，匯率的過度波動或

無序震蕩可能對經濟和金融穩定產

生不利影響。

全球寬松基調難改
近期全球多個央行實施降息，

以應對經濟逆風，以美國為代表的

發達經濟體盡管按兵不動，但市場

人士認為其寬松基調還會保持壹段

時間。

近期接受路透社調查的分析師

對美國未來壹年出現經濟衰退可能

性的預估中值從1月的20%微升至

23%。

盡管調查顯示美聯儲至少在

明年底前將維持利率在 1.50%至

1.75%不變，不過調查分析顯示，

近 40%受訪分析師目前預期，美

聯儲至少將於今年某個時間點降

息壹次。

“我們認為美聯儲將維持利

率不變，但同意市場看法，即政

策存在不對稱的風險，放寬政策

的可能性高於收緊，”美國銀行全

球研究部美國分析師梅耶爾對路透

社表示。

《華爾街日報》上周對經濟學

家最新調查顯示，美國2020和2021

年經濟增長率都將放慢至1.9%。約

35%的經濟學家預計下壹次衰退將

從2021年開始，高於上個月調查時

的30.9%；29.7%的經濟學家預計將

從2022年開始衰退；10.8%的經濟學

家認為衰退將從今年開始。對於美

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下壹次行動是加

息還是降息，經濟學家們的看法存

在分歧：55%預計降息，45%預計加

息。

土耳其央行在七個月內第六次

降息，成為近期最新實施降息的新

興市場國家。土耳其央行將關鍵利

率從11.25%下調至10.75%，延續了

始自去年7月的寬松周期。此前馬

來西亞、巴西、俄羅斯、菲律賓等

國已實施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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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中國人民銀行金融市場司

副司長彭立峰在北京稱，此前安排的3000

億元(人民幣，下同)專項再貸款是救急的

、救命的，必須快速地精準投放。

中國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當日召開

新聞發布會，介紹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復工復產和實體經濟發展提供精準金

融服務的有關情況。

央行下發《關於發放專項再貸款支

持防控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有

關事項的通知》，專門安排3000億元專

項再貸款，支持金融機構向疫情防控重

點企業提供優惠利率貸款。

彭立峰在發布會上指出，由於利率

非常優惠加上有財政貼息，專項再貸款

政策是壹個暫時的政策，3000億元是救

急的、救命的，必須快速地精準投放出

去，其支持範圍非常嚴格，相對來說其

支持範圍也比較窄。

對於如何確保專項再貸款資金用於

疫情防控的領域。彭立峰介紹稱，目前

央行已經同有關部門對於疫情防控資金

使用建立了全流程監控。全流程的監控

重點是把好三道關。

其壹是把好重點企業名單關。要對企業

進行嚴格篩選，確保進入名單內的企業符合

財政部等五部委文件規定的支持範圍。

其二是把好優惠貸款的發放關。首

先要壓實銀行責任，承貸銀行是第壹責

任人，要跟蹤監測貸款運用情況，確保

貸款用於疫情防控的領域。其次人民銀

行也建立了電子臺賬，會跟蹤貸款運用

情況。此外，企業拿到貸款支持後還要

到財政去貼息，財政部門也會對中央財

政的貼息情況進行監督。

其三是把好整個流程的審計關。按照目前的工作

機制，優惠貸款的發放情況和專項再貸款的使用情況

，中國央行和審計部門是實時信息共享的。審計部門

全程參與監督，保證貸款的公正和公平。對於日常監

測中發現的大額貸款異常信息央行會及時提交給審計

部門予以關註。

“下壹步我們會進壹步增強政策透明度，主動接

受輿論監督，確保資金真正用於疫情防控最需要的地

方，把好鋼用在‘刀刃上’。”彭立峰說。

疫情暴發之後，為解決物資緊缺問題，壹些原本

生產服裝和汽車類的企業為響應國家的號召迅速轉向

生產口罩和防護服等重點物資，關於針對此類企業的

金融支持政策，彭立峰指出，首先，這些企業可以申

報全國性或地方性重大企業名單，如果進入名單，就

可以納入專項再貸款支持範圍，由銀行對接發放優惠

利率貸款；其次，如果這些企業不能進入重點企業名

單，金融機構對於這些企業也應該主動對接，積極提

供信貸支持；第三，如果通過完全市場化融資有困難

，政策性銀行就應該跟進，發揮補短板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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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因新冠病毒“恐華”
僑胞必須團結消除歧視和仇恨 戰勝疫情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在中國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危機爆
發期間，尤其是中國的吹哨人李文亮感染新冠病毒死亡的故事曝
光後，國際上對中國病毒受害者的同情心與日俱增。與此同時，
全球其他各國，包括北美洲、中南美洲、歐洲、亞洲、非洲、大
洋洲的幾乎所有國家，批評與新冠病毒有關的各種歧視和仇恨情
緒已經變得越來越嚴重，認為中國人肮髒和不文明的偏見導致了
這場新冠病毒疫情，助長了“恐華”和“反華”的情緒。

因此，休斯頓國際區區長李蔚華、西南區區長李雄于2月25
日邀請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ational Broadcasting Company，
NBC）著名資深記者、NBC新聞供稿人、新聞節目主持人丹尼
爾·莫利納（Daniel Molina）做客美南新聞傳媒集團，討論如何
制作一個有關新冠病毒肺炎的紀錄片。該紀錄片將邀請美國疾病
控制與預防中心（CDC)負責人、德州醫學中心知名專家學者和
商貿界核心人物講述新冠病毒的真實故事，消除外界因新冠病毒
對華人的歧視和仇恨，齊心協力把全面預防作為消滅新冠病毒的
長遠目標，從而消除國際社會對中國“恐慌”和“恐懼”的不安
情節。

美國金鷹企業聯盟總商會主席、美國IBMG集團董事長、中
國建材海外發展委員會主席李生和美南新聞傳媒集團總編輯朱全
勝博士出席。

國際區李蔚華區長表示，中國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是全球關注
和關切的大事件，中國采取果斷抗疫行動，初步取得好的成績，
值得國際社會的高度肯定和尊重。目前休斯頓華人社區出現了一
些有關中國城有新冠病毒肺炎病例的謠言，帶來了對中國城的恐
慌和和恐懼的心理，影響了中國城的正常生意，給華人的正常生
活帶來負面影響。尤其是消息外傳，增加了國際社會對華人的歧
視和敵視，外國人在講話中甚至帶有排華的語氣，全球各地都能
遇到歧視、嘲諷、侮辱和歐打華人的事件。李區長指出，美國是
多元民族、多元文化、和諧開放包容的社會，我們華人應理面對
事實，講述新冠病毒的真實故事，共同發聲，共同維護華人的正

當合法權益。因此，需要制作一個紀錄片，充分介紹新冠病毒肺
炎的發生、發展、傳播的曆程，加強防範意識，消滅新冠病毒，
消除國際社會對華人的誤解，消除國際社會對華人恐懼和恐慌的
排華反華情緒。

西南區李雄區長指出，近來中國城新冠病毒肺炎的謠言傳播
，使中國城的商家損失70%-80%的收入，對商家為生了重大的
打擊和負面影響。目前休斯頓沒有發現一例新冠病毒感染病例，
我們也多次邀請國會議員、德州議員、哈瑞斯郡郡長、中國駐休
斯頓總領館總領事等在中國城招開記者招待會辟謠，讓民衆不要
傳謠，不要驚慌，共同促進中國城的經貿發展和商貿來往。但是
在休斯頓的一些學校裏，華人的孩子受到老師和同學欺負，原因
是“他們是中國人，攜帶病毒”。他們都是在美國出生的少年，
最近根本沒去過中國，何來病毒之說，分明是歧視和排斥華人，
連華人的後裔也不放過。更有美國學生嘲笑中國人什麽都敢吃，
吃出病毒傳染病，明目張膽地侮辱華裔學生。

資深記者莫利納提到，他也感覺到全球有一種排華的情節。
從他得知的信息來看，新冠病毒來源于中國武漢，這種病毒感染
率很強，傳播速度極快，因此造成中國大範圍的病毒感染，死亡
已經達到2600多病倒。因為華人都是黃皮膚，一個面孔，一眼
都能看出來，每月也有幾萬華人到訪美國，誰也不知道哪位華人
來自中國，哪位華人出生在美國，因此，看到華人就有一種恐懼
、恐慌、歧視、排斥的心理。他說他剛收到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
中心的消息，美國公共衛生高級官員周二表示，美國疾病控制與
預防中心國家免疫和呼吸疾病中心主任麥斯尼耶（Nancy Mes-
sonnier）在一個媒體簡報會上說：“問題不在于這種情況是否會
發生，而在于這種情況何時會發生，以及美國有多少人會患上重
病，美國人應該為新型冠狀病毒在全國各地社區的爆發做好准備
。” 同日，美國衛生與公衆服務部部長阿紮爾（Alex Azar）表
示，美國可能出現更多的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病例，他督促國會批
准25億美元的緊急撥款，以抗擊疫情的蔓延。

他也提到，CDC 指出新冠病毒是一種最新發現的病毒。
CDC知道新冠病毒的信息非常有限，目前缺乏任何有效的治療
藥物，也沒有預防新冠病毒的疫苗，因此，CDC把與新冠病毒
肺炎病人有接觸史的人員實施嚴格的隔離措施，至少隔離14天
；把新冠病毒肺炎病人實施嚴格的全方位隔離治療。CDC也指
出，美國的新冠病毒感染率很低，感染者都是來自中國和與中國
人一起旅遊和聚會的人群。由于美國CDC實施了嚴格的防控措
施，在美國本土還沒有發現新冠病毒傳給美國人的病例，希望美
國民衆不要驚慌。他提到兩位區長談到中國城因新冠病毒謠言對
商家造成的負面影響。他提出中國城的商業客戶可以向美國國會
申請專項災難撥款，救助因新冠病毒的負面影響帶來的經濟損失
。國會可以批准提供低息貸款，用于支付商家的房租和雇員的工
資，重振中國城小型企業的經濟。

莫利納指出，制作有關新冠病毒的紀錄片消除國際社會對華
人的誤解完全必要，他可以牽頭實施這一計劃。他說目前需要建
一個新冠病毒紀錄片制作辦公室，組建一支拍攝團隊。他答應在
幾日內提出專題紀錄片的制作計劃，從小開始，從細做起。

李生董事長也談到華人從新冠病毒傳染的中國抵達美國後，
給當地人帶來的恐懼和不安，他願意出人力物力配合紀錄片攝制
組的工作，並邀請莫利納參觀金鷹企業聯盟總商會的辦公室，若
有需要可以來這裏拍攝紀錄片的片段。

會上，李區長指出，朱全勝博士有長期在德州醫學中心的工
作經曆和經驗，熟悉醫學中心各個科室的醫生和醫學專家，可以
作為攝制組的協調員來配合這項工作。為帝曾在中國教育台和政
府機構新聞部工作過，精通各種攝像裝置，有非常豐富的攝像經
驗，可以勝任紀錄片的拍攝工作。

最後，李蔚華區長帶領莫利納參觀了美南國際電視台演播大
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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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網站

休斯頓旅遊權威【全旅】帶您揭開
北非神秘面紗

彩色北非摩洛哥奇幻9天!!
$1048/人起

摩洛哥的旅遊中心，最知名的
世界遺產，從這裡開始奇幻之旅。

放眼望去全是紅色建築物，穿著形
形色色的人們，向您邀請一起合影
，夜夜上演著【一千零一夜】的童
話故事。

摩洛哥旅遊Tips:
1.當地菜單路牌全部都是阿拉

伯語和法
語，英語
只是第三
語言。
2. 鑒 於

穆斯林的
主要地位
，文化保
守，女性
建議穿長
衫，盡量
不要露肩

、露腿。
3.攜帶4000歐元以上現金出入

境需出生入境時的申報單或當地銀
行開具的相關證明。否則，海關可
能予以查扣或進行相應處理。

4. 摩洛哥人很熱情，也愛搭訕
，註意保管好自身財物。

休斯頓旅遊權威休斯頓旅遊權威【【全旅全旅】】帶您揭開北帶您揭開北
非神秘面紗非神秘面紗 彩色北非摩洛哥奇幻彩色北非摩洛哥奇幻99天天!!!!

((為食書生為食書生))疫景下中餐館受挫疫景下中餐館受挫 楊楊 楚楓楚楓
春風吹大地，金鼠獻新祥。
日出千山秀, 花開萬裏香。
情隨春意舞, 詩伴彩雲揚。
惟望無爭戰, 人間有福康。

去年歲晚前夕，我跟休市10 多萬華
人僑胞一起，祈求進入新的一年，風調雨
順、國泰民安，為此，我在大除夕之夜，
心潮興奮，特寫下上開詩句，跟大家共勉
。

那知天意弄人，竟然在跨年之際，爆
發出千年罕見之病魔，那個殺人不閃眼的
武漢肺炎，兇狠狼性，在中國大陸四處遊
走，散播烈性惡菌，戕害我七萬多國民的
同時，也跨洋渡江，走到世界各地肆虐。
所到之處，民不聊生，百業蕭條。
以美國紐約市的三個主要華人聚集地——
曼哈頓華埠、皇後區法拉盛和布魯克林八
大道——過去一個月的餐廳生意，下降了
50%到70%不等。曼哈頓老店南華茶室的
老板調侃說，現在周圍的環境，就像“鬼
城”，店內生意已經放緩到五年來最差。

另一家餐廳銀記腸粉老板葉先生也說
，他本來期待留學生在中國新年期間，會
光顧餐廳生意，結果學生也沒有來，店內

的生意目前已下降了一大半。
從紐約到波士頓，新冠病毒重創中餐

館的現象非常普遍。波士頓廣播電臺
WBUR報導說，新金門海鮮餐廳過去熱鬧
的營業時間段，現在幾乎都空著、沒有什
麼人。附近的華人餐廳老板，已經擔憂該
如何支付員工薪水。

舊金山華人商人協會發言人介紹說，
舊金山唐人街的人流量下降了一半。盡管
在舊金山都沒有出現確診的新型冠狀病毒
病例，但並不能消除顧客的普遍擔憂，以
吸引顧客前往唐人街購物食餐。

西雅圖擁有85年歷史的Tai Tung餐廳
的老板哈裏·陳（Harry Chan）說，這跟
2003年薩斯期間的遭遇一樣。

休斯頓呷哺小火鍋店老板黛比·陳
（Debbie Chen）也認為，各種誤會正在
導致客戶流失。休斯頓也沒有確診冠狀病
毒的病例報導，但社交媒體上的謠言仍能
影響到現實中的餐廳業務。

他認為，許多美國顧客及華人，因為
毫無根據的恐懼或錯誤消息，而停止前往
當地的唐人街消費。例如，舊金山唐人街
一家評級AA級的蛋糕店生意出現下滑，

原因是在WhatsApp上有人傳，該家有員
工感染了新冠狀病毒。結果這被證實是一
個謊言。休市百佳超級市場，也同樣遭到
謠言中傷，以至不少華人止步不前。推廣
開來，中國城大小酒家，以至整個休市華
人餐館業務，均受到程度不淺的挫折，其
他旅遊業、銀行業、地產地、保險業，以
至廟宇、教會聚會，文化中心，無一倖免
。

為了迅速改善這個不良現像，筆者雖
是一介書生，願意在此進言，希望僑界有
地位身份領袖，聯成一線，向休市市府及
各方政客，能夠公開向休市各界民眾解釋
，武漢肺炎的新冠病毒，並沒有在休市爆
發，也沒有對華人社區做成沖擊，希望公
眾對這一疾病不要作過度的反應，繼續像
以往一樣，到唐人街觀光、遊看、飲食、
購物，盡情歡樂。而中國城中鄰裏，商家
，宜互相幫助。我希望大家明白：生意應
該是互相敞開門的，我們鄰裏之間要互相
敞開， 溝通，歡迎每個人來到這裏。”
不要擔心謠言怎麼說。唐人街是安全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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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休斯頓報導) 根據報導，在美國的亞
裔人口中，糖尿病的案例快速地增加，為什麼
糖尿病的盛行率這麼高？其併發症多又不好處
理，這個威脅健康的一大殺手應該如何預防？
如何面對？早期有哪些症狀？聯合健康保險休
士頓亞裔資訊中心將舉辦公益演講，邀請
UTHealth 代表主講 「糖尿病知多少」，時間
是3月5日(週四)上午10時，歡迎民眾踴躍參
加。

據了解，糖尿病的症狀並非一直都很明顯
，有些人甚至連自己罹患糖尿病都還不知道，
往往是在例行的檢查、或是其他醫療檢查時，
才被告知自己居然得了糖尿病。

主講人將帶領聽眾認識糖尿病，讓民眾多

一分了解，避免糖尿病的傷害悄悄啟動而不知
，在早期的時候，如果有以下情況，民眾就該
多注意了，像是：很容易飢餓、頻尿、體重增
加、感覺疲勞、視力模糊、皮膚變黑等，都是
早期的信號，最好能及時看醫生。

此外，演講中也將談及糖尿病與肥胖的關
係，還有如何改變生活習慣？在飲食方面應如
何做調整，讓糖尿病得到控制。哪些食物應該
避免？怎樣的運動適合糖尿病患者？中藥和西
藥合併使用對糖尿病的效果如何？

一旦民眾多了解這些保健知識，知道糖尿
病對大家的影響，沒有糖尿病的人才能早期預
防，有糖尿病的人也能適當控制，盡可能地維
持健康與長壽。

聯合健保亞裔資訊中心的工作人員亦在講
座後協助解答相關的健保資訊。亞裔資訊中心
的經理表示，亞裔資訊中心每月會舉辦系列演
講，分享更多有關健康、理財、保險、法律、
或是其他年長者關心的議題，也歡迎居住在德
州的紅藍卡受益人、白卡持有人、和提供照護
者前來資訊中心，瞭解聯邦醫療保險計劃的選
項。

講座地點在聯合健保休士頓亞裔資訊中心
，地址是10613 Bellaire Blvd., Suite A-250(位於
二樓，Saigon Houston Plaza 內), Houston, TX
77072。華語查詢專線：1-866-868-8988 (辦
公時間: 週一至週五，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 30
分)。

聯合健康公益講座聯合健康公益講座 33//55 上午十點舉辦上午十點舉辦
主題主題:: 糖尿病知多少糖尿病知多少？？如何預防與面對如何預防與面對？？

爵士即興創作營爵士即興創作營 夏日音符飄揚夏日音符飄揚
學習爵士音樂技巧學習爵士音樂技巧 體驗音樂創作體驗音樂創作

（本報休斯頓報導）–在休斯頓社
區大學（HCC）西南校區與非營利機構
F2F音樂基金會的合作下，今年夏天，
將推出 「爵士即興創作營」，地點在
HCC 的 Stafford 校區，屆時喜愛爵士樂
的學子將有二週的時間學習爵士樂與即
興創作，讓音符將飄揚校內，而壓軸好
戲是結業日的音樂會，學生將與專業爵
士團體同台表演，有興趣的民眾趕緊報
名。

「爵士即興創作營」是德州福遍縣
的第一個此類的夏令營，招生對象是中
學生和高中生，具有中等層度的音樂素
養，學過樂器，想進一步接觸爵士樂的
學生，夏令營將於 7 月 13 日至 31 日在
HCC 西 南 校 區 藝 術 中 心 (9910 Cash
Road in Stafford, Texas)舉行。值得一提
的是，在結業日將舉行學生音樂會，參
與夏令營的學生將與爵士音樂團體 Vel
Lewis 樂隊、和其他專業爵士音樂家一
起同台演出，機會相當難得。

「爵士即興創作營」是由爵士樂音
樂家、作曲家Vel Lewis的創舉，他創立
音樂基金會，希望能向年輕人介紹爵士
樂，包括各種爵士風格與演奏，還有爵

士歷史與相關有趣的故事及知識。劉易
斯（Lewis）曾為電視節目創作音樂，並
與歌手Dionne Warwick和其他藝術家一
起公開巡迴演出，長達五十年之久。

F2F音樂基金會的緣由肇基於2017
年劉易斯與德州密蘇里市的愛迪生藝術
基金會的合作，當時為福遍縣小學生組
織一個音樂會。

劉易斯表示: “在音樂會結束後，
有三個小女孩(是演奏單簧管和長笛的三
重奏)來到我身邊問道：劉易斯先生，我
們必須歸還這些樂器嗎？聽到他們這麼
說，真讓我心有所感，知道自己應該做
些事情，來幫助這些孩子能擁有他們自
己的樂器
因此，劉易斯（Lewis）造訪休斯頓獨立
學區已退休的教練尼莉•多蒂（Nellie
Doty），幫助他們成立樂器基金計劃，
將樂器交到年輕學子的手中。在這個計
劃成功的基礎之上，於2018年又成立了
F2F音樂基金會。

HCC 西南校區校長 Edline Buril-
lo-Hopkins博士表示，這個新的合作夥
伴關係，是 HCC 西南校區致力於通過
創新的教育和文化機會，來幫助改善社

區的一個很好的例子。
Burillo-Hopkins 說明：“與 F2F 的

合作，將使我們社區中喜愛音樂的年輕
人有興奮開心的兩星期，讓他們沉浸在
爵士樂的豐富傳統中，並與頂尖的爵士
音樂家一起體驗音樂製作”。

HCC 視覺與表演藝術卓越中心主
任Colleen Reilly博士說，與F2F的合作
關係非常適合 HCC。她表示：“我很
高興能將對音樂充滿熱情的學生們帶到
我們的校區，HCC 擁有很強的音樂課
程，我們的學生畢業後轉入競爭激烈的
四年制院校就學。HCC 也是休斯頓一
個充滿活力的爵士樂圈子，對於我們的
課程與社區連結影響深遠。 ”

Reilly說: 通過專注於爵士音樂學習
，學生將擴大他們的音樂視野，爵士樂
是屬於所有人的，學生將專注於即興創
作，並進行大量常見的、傳統的和古典
的音樂訓練。這是他們作為音樂家發展
的重要階段，其中不僅涉及編曲和作曲
，還涉及音樂的創作。”
關於HCC

HCC 課程的設計針對不同的人群
，不論是應屆學生、還是尋求成人教育

的在職人士，都是 HCC 的服務對象。
社區大學的課程培訓人才，來滿足不同
行業的技能需求，讓學生畢業後找到工
作、或在 HCC 獲取學分和副學士學位
後進入四年制大學在兩年內完成學士學
位。要了解更多信息，請訪問hccs.edu
關於F2F

F2F音樂基金會（F2F Music Foun-
dation）是一家501（c）（3）非營利表
演藝術組織，由著名唱片藝術家和專業
的 Hammond 管風琴演奏家 Vel Lewis 創
立，以進一步培育音樂學生。F2F希望
為高中和初中的學生提供機會，運用其

天賦而在學業上有脫穎而出的可能，用
音樂來豐富自己的生活和其他人的生活
。歡迎上網 www.f2fmusicfoundation.org
。

「爵士即興創作營」並提供正餐與
點心，讓學生不用為餐點操心。二週的
課程結束後，將頒發證書。

歡迎報名，詳情請上網 f2fmusic-
foundation.org/jazz-improvisation-camp
，電子郵件 info@f2fmusicfoundation.org
，或致電281-404-5529。

（本報記者黃梅子）美南新聞集
團到今年為止，已經走過了41年的風
風雨雨。在全球的傳統媒體行業江河
日下的大環境下，美南新聞集團卻一
枝獨秀，不僅旗下《美南日報》和美
南國際電視15.3業務蒸蒸日上、越辦
越好，而且還跨界經營多種業務。美
南董事長李蔚華先生高瞻遠矚，永遠
走在時代的前列，目前旗下擁有報紙
、電視、網絡媒體，李蔚華董事長還
兼任休斯頓國際區區長，美南新聞集
團旗下還擁有國際貿易中心。

日前，美南新聞與NewBenefits 公
司合作，推出醫療優惠卡。 公司醫療
優惠卡直接讓利給患者，尤其是對一
些沒有醫療保險的人群，可以節省很
多現金。醫療優秀惠卡計劃不屬於醫
療保險範圍，不能代替醫療保險，但
患者前往合約網絡內的醫療機構時可
以獲取現金折扣。使用醫療優惠卡可
以獲得牙醫、眼科和藥房的15%至85%
的現金優惠，患者受益巨大。

醫療優惠卡有以下3種計劃：
1. 醫療優惠卡 A (BENEFITS PACK-

AGE A)
每個家庭每月$12.00，每年$139. 00。
這個費用包括全家，子女包括嬰兒在
內，年齡不超過26周歲，下同。

服務範圍包括：牙醫、眼科、藥
房

（1）DENTAL SOLUTIONS 牙醫洗牙
治療優惠

在全國成千上萬個可用的牙科診
所中，成為優惠卡會員，看牙醫根據
病情，可以拿到15%至50%的優惠，節

省大量資金，更加開心地微笑。會員
只需出示帶有牙科網絡徵標的卡，並
在服務時支付折扣價即可。

（2）PHARMACY 藥房購藥優惠
在全國60,00家藥房的大多數處方

中，會員可以節省10％至85％，包括
CVS， Walgreens， Target等。

（3）VISION 配鏡、眼科治療優惠
會員及其家人可以在全國超過20,

000家視力提供商那裏節省錢，包括

Chains和當地零售商。會員可以節省
10％到60％的眼鏡，隱形眼鏡，LASIK
，眼科檢查甚至是設計師眼鏡。

2. 醫療優惠卡B（BENEFITS PACK-
AGE B)
每個家庭每月$18.00，每年$209. 00
服務範圍包括牙醫、眼科、藥房、在
線咨詢

（1）DENTAL SOLUTIONS牙醫洗牙
治療優惠

在全國成千上萬個可用的牙科診
所中，成為優惠卡會員，看牙醫根據
病情，可以拿到15%至50%的優勢惠，
節省大量資金，更加開心地微笑。會
員只需出示帶有牙科網絡徵標的卡，
並在服務時支付折扣價即可。

（2）PHARMACY藥房購藥優惠
在全國60,00家藥房的大多數處方中，
會員可以節省10％至85％，包括CVS
， Walgreens， Target等

（3） VISION 配鏡、眼科治療優惠
會員及其家人可以在全國超過20,

000家視力提供商那裡節省錢，包括
Chains和當地零售商。會員可以節省
10％到60％的眼鏡，隱形眼鏡，LASIK
，眼科檢查甚至是設計師眼鏡。

（4）TELEMEDICINE 醫生在線咨詢
服務

他們提供了一系列行業領先的遠
程醫療提供商，可通過電話或在線視
頻諮詢，全天候24小時免費與醫生聯
系，並可以開處方拿藥，從而節省會
員的時間和金錢。

3. 醫療優惠卡C（BENEFITS PACK-
AGE C)
每個家庭每月$23.00， 每年$276.00。
服務範圍除了包括牙醫、眼科、藥房

、在線咨詢外，還包括：
（1）HEARING AID 助聽
他們提供兩年的助聽器電池，平

均節省零售價30％至60％。持續護理
，一年免費隨訪。無風險的60天試用
期，如果未完全滿意，則100％退款保
證，並且無需補貨或退貨費。

（2） DIABETIC SUPPLIES 糖尿病測
試用品

會員可以節省10％到50％的糖尿
病測試用品，並且在訂購第一筆商品
時會免費獲得一個血糖儀。

（3）LAB TESTING 實驗室檢查折
扣

常規實驗室檢查可節省 10％至
80％的費用，幫助您的成員監控自己
的健康狀況。

（4）COUNSELING 面對面咨詢
讓會員可以討論從沮喪，焦慮和

壓力到與家庭的暴力，工作和藥物濫
用等所有問題。

除此之外，美南國際醫療集團發
放的醫療優惠卡還和很多商家合作，
憑醫療優惠卡去餐廳吃飯、超市購物
或其它服務可獲得5%的優惠或贈送的
食物或禮品。

美南新聞集團美南新聞集團 跨界經營醫療優惠卡跨界經營醫療優惠卡

李蔚華董事長向各族裔商人介紹醫療優惠卡李蔚華董事長向各族裔商人介紹醫療優惠卡。。各族裔商人都來參會各族裔商人都來參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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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華 美 南 分 會 將 於世 華 美 南 分 會 將 於
20202020年年33月月11日日（（星期日星期日））
下 午下 午 55::3030pmpm 在在 LamboLambo
BallroomBallroom （（61596159 WesWes--
theimer Rd. Stetheimer Rd. Ste

106106, Houston, TX, Houston, TX
7705777057））舉辦本會第舉辦本會第 3535 屆屆
會長交接典禮暨慶祝會長交接典禮暨慶祝3535週週
年慶晚宴年慶晚宴。。當天將會有精彩當天將會有精彩
的表演節目及豐盛的摸彩獎的表演節目及豐盛的摸彩獎
品品..

今年我們將在晚宴前舉今年我們將在晚宴前舉
辦小型商展辦小型商展，，時間訂在時間訂在33月月

11日下午四時卅分開始日下午四時卅分開始..
感謝大家對本會的支持感謝大家對本會的支持

，，我們我們33//11曰交接典禮近在曰交接典禮近在
咫尺咫尺，，為了顧慮大家的安全為了顧慮大家的安全
，，我們會在當曰會前早先全我們會在當曰會前早先全
面消毒椅子及廁所及所有門面消毒椅子及廁所及所有門
的門把的門把，，並會準備乾洗手在並會準備乾洗手在
進口處進口處,,會場及廁所內會場及廁所內，，請請
大家勤洗手大家勤洗手..

另外最重要的通告是另外最重要的通告是::
十二天內由有社區感染十二天內由有社區感染

病例國家出境而入境美國國病例國家出境而入境美國國
內的朋友請在家自行隔離內的朋友請在家自行隔離,,

請不要與會請不要與會。。相信我們的的相信我們的的
朋友們都是很自律的朋友們都是很自律的。。謝謝謝謝
大家的合作大家的合作！！

願意加入當我們會員尚願意加入當我們會員尚
未加入會員的朋友請填寫申未加入會員的朋友請填寫申
請表連帶請表連帶$$6060會費或寄給我會費或寄給我
或帶到宴會現場或帶到宴會現場，，若有任何若有任何
建議或指教請連絡我建議或指教請連絡我.. 謝謝謝謝
您們的支持您們的支持！！

世華美南分會第世華美南分會第3535屆會長交接典禮將於屆會長交接典禮將於33月月11日舉行日舉行

哈裡斯縣稅務局已培訓近哈裡斯縣稅務局已培訓近200200名員工名員工
協助初選日為選民服務協助初選日為選民服務

稅務局選舉日呼叫中心開放時間為上午稅務局選舉日呼叫中心開放時間為上午 77 點至晚上點至晚上 77 點點
((德克薩斯州哈裡斯縣德克薩斯州哈裡斯縣))哈裡斯縣稅務評估哈裡斯縣稅務評估

員員--收集員和選民註冊官安收集員和選民註冊官安··哈裡斯哈裡斯··貝內特宣布貝內特宣布
,,稅務局將有超過稅務局將有超過195195名經過培訓的員工在名經過培訓的員工在20202020
年年33月月33日日((星期二星期二))初選日協助選民和選舉法官初選日協助選民和選舉法官
。。

BennettBennett說說:: 「「作為全國第三大縣的選民登作為全國第三大縣的選民登

記員記員,,我希望說明確保登記選民能夠在沒有任何我希望說明確保登記選民能夠在沒有任何
不必要的複雜的情況下投票不必要的複雜的情況下投票。。 ""我的工作人員準我的工作人員準
備幫助選民和選舉法官進行任何類型的選民登備幫助選民和選舉法官進行任何類型的選民登
記調查記調查。。

選舉日援助將致電選民登記服務台選舉日援助將致電選民登記服務台
713713--274274--86838683 (VOTE),(VOTE), 向選民提供協助向選民提供協助。。 選選

舉法官已獲得一條單獨的電話線舉法官已獲得一條單獨的電話線。。
BennettBennett補充說補充說:: 「「所有可用於在選舉日呼所有可用於在選舉日呼

叫中心工作的稅務局員工都接受了廣泛的培訓叫中心工作的稅務局員工都接受了廣泛的培訓,,
為為33月月33日的初選做準備日的初選做準備。。 ""我的許多員工曾參我的許多員工曾參
與過幾次選舉與過幾次選舉,,但他們繼續參加選舉日培訓但他們繼續參加選舉日培訓,,以確以確
保每位來電者都能以高效保每位來電者都能以高效、、有能力的方式獲得有能力的方式獲得

所需的說明所需的說明。。
選民亦可前往選民亦可前往 www.hctax.net,www.hctax.net,在投票前確在投票前確

認其選民登記身份認其選民登記身份。。
選民登記服務台將於上午選民登記服務台將於上午77點至晚上點至晚上77點運點運

作作。。 投票者可致電投票者可致電713713--274274--86838683(VOTE),(VOTE),以西以西
班牙文班牙文、、越南文和中文提供選民支援越南文和中文提供選民支援。。

佛光山佛光山【【中美文化講壇中美文化講壇】】 『『胡乃元與林秉樂胡乃元與林秉樂--小提琴與鋼琴協奏樂章小提琴與鋼琴協奏樂章』』
國際知名小提琴家胡乃元國際知名小提琴家胡乃元,,歷年來廣被休士歷年來廣被休士

頓朋友熱愛頓朋友熱愛,,睽違幾年之後睽違幾年之後，，今年再次接受今年再次接受【【中中
美文化講壇美文化講壇】】之邀請之邀請，，訂於訂於33//1515((週日週日))下午下午33::0000
在在Stude Concert Hall, Rice UniversityStude Concert Hall, Rice University，，與著名與著名
鋼琴家鋼琴家Eudarus HalimEudarus Halim林秉樂林秉樂，，共同舉辦一場春共同舉辦一場春
天的音樂饗宴天的音樂饗宴 『『胡乃元與林秉樂協奏樂章胡乃元與林秉樂協奏樂章』』 演演
奏會奏會。。

出生於台灣台南的小提琴家胡乃元出生於台灣台南的小提琴家胡乃元，，是一是一

位全方位的演奏者位全方位的演奏者，，他怡然自得的演奏技巧他怡然自得的演奏技巧，，
對音樂富有才智的詮釋對音樂富有才智的詮釋，，毫不猶疑的神韻與活毫不猶疑的神韻與活
力力，，使他能與今日弦樂界大師們並列使他能與今日弦樂界大師們並列。。19851985年年
，，胡乃元獲得全世界最受肯定的胡乃元獲得全世界最受肯定的 「「比利時伊莉比利時伊莉
莎白女皇音樂大獎莎白女皇音樂大獎」」 Queen Elisabeth MusicQueen Elisabeth Music
CompetitionCompetition小提琴首獎小提琴首獎。。著名的史特拉樂雜誌著名的史特拉樂雜誌
盛讚盛讚 「「胡乃元是位卓越的小提琴家胡乃元是位卓越的小提琴家」」 ，，演奏有演奏有
如如 「「貴族般之優雅貴族般之優雅」」 。。在國際間獲獎無數的他在國際間獲獎無數的他

，，所錄製的協奏曲亦為所錄製的協奏曲亦為GramophoneGramophone 推薦為值推薦為值
得收藏的版本得收藏的版本，，同時也獲企鵝指南三星帶花的同時也獲企鵝指南三星帶花的
最高榮譽最高榮譽。。在台灣在台灣，，胡乃元教授曾應邀參加總胡乃元教授曾應邀參加總
統府音樂會和國家音樂廳開幕音樂會之演出統府音樂會和國家音樂廳開幕音樂會之演出，，
並應奇美基金會之邀並應奇美基金會之邀，，以該基金會所收藏之名以該基金會所收藏之名
琴錄製了一系列的經典名曲琴錄製了一系列的經典名曲。。

印尼華裔鋼琴家林秉樂印尼華裔鋼琴家林秉樂Eudarus HalimEudarus Halim琴風琴風
成熟具有獨創性成熟具有獨創性 ,,深獲古典鋼琴迷的喜愛深獲古典鋼琴迷的喜愛。。

十三歲時發表第一次個人演奏會十三歲時發表第一次個人演奏會，，來美後來美後
進紐約茱麗亞音樂學院深造進紐約茱麗亞音樂學院深造，，師從多位名師學師從多位名師學
習習，， 更是鋼琴大師弗拉基米尔更是鋼琴大師弗拉基米尔··霍洛維兹霍洛維兹
(Vladimir Horowitz)(Vladimir Horowitz) 的最後一個學生的最後一個學生。。

鋼琴家林秉樂曾與許多世界著名交響樂團鋼琴家林秉樂曾與許多世界著名交響樂團
合奏合奏，， 也曾多次於國際著名演奏廳演出也曾多次於國際著名演奏廳演出，， 現為現為
紐約大學音樂系教授紐約大學音樂系教授

欣賞過胡乃元音樂會的朋友欣賞過胡乃元音樂會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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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惠又靈活的費率方案

低月租新款刷卡機

接受各種支付方式

24/7/365多語技術服務

資金可當天入帳

若我們不能提供跟您現在
相同或更低的刷卡費率

我們就給您

*活動有條件限制。

*商家必須滿足以下所有條件，方能符合本優惠方案：1. 商家須於提
供04/15/2020之前提供至少一個月的商家交易帳單。帳單必須為最
近六個月且來自目前的信用卡刷卡服務商。2. 所提供帳單上的每月刷
卡交易金額在扣除借記卡跟EBT交易後，必須等於或多於一萬美元。
3. 以下商業類型不符合本活動資格：Elavon既有客戶、按摩服務業、
使用企業總部交易費率的加盟店、協會成員、加油站和因關係已享有
特殊費率者。4. $1000元將會以禮品卡形式支付。5. 優惠可能會隨時
延長、修改或終止，恕不另行通知。6.延長、修改或終止，恕不另行通知。6. 本活動僅適用於註冊於美國地
區之商家。

$1,000

立即致電
888-320-3838洽詢

新年限時優惠活動：4/15/2020截止

供水管道破裂 休斯頓東部部分交通阻斷

一罩難求 休斯頓地區N95 口罩供應不足

（本報訊）據報導，休斯頓市本週四下午發生一條8英尺長
的供水主管道破裂，導致休斯頓東部的幾條道路和一條高速公路
遭受大規模水淹。

官員稱，破裂的供水總管道隸屬休斯頓市。哈瑞斯縣警長埃
德•岡薩雷斯說，水管在Fidelity 和 North Carolina街區附近破裂
，水流至610南和渡船大橋地帶。

休斯敦公共工程處的官員表示，一個城市承包商正在做探測
工作。在移動土壤時，導致管道破裂。

官員稱，承包商目前正採取隔離中斷並關閉閥門。

休斯頓市已啟動緊急行動中心，該中心通常在災難發生時使
用。

在610 East Loop和Clinton Drive附近，哈瑞斯縣接到求救電
話，有人被困在被淹的汽車頂部。營救機構表示，這是自哈維颶
風以來，他們第一次在該地區投入使用高水位救援卡車。

根據休斯頓消防局的說法，在克林頓大道上，三人從車輛中
救出。消防員還搜查並清理了十多輛車，並要求駕駛員避開該地
區。

洪水在周圍地區造成大量交通堵塞。官員說，由於該地區洪

水氾濫，休斯頓30路公交在東環路610和克林頓大道繞道行駛。
哈里斯縣收費公路管理局（Harris County Toll Road Author-

ity）表示，將免除59號北公路與東哈瑞斯縣南部的I-45南/高速
公路之間的山姆休斯頓收費公路的通行費

受此次事故影響，休斯頓大學和德克薩斯南方大學的主要校
園停水。

休斯敦衛生部正在為沒有自來水的餐飲服務機構提供建議，
以暫時關閉其運營。該部門的衛生人員正被派往該地區。
目前這個地區已經恢復正常。

(本報訊)本週三，美國疾病控制中
心表示，將做好未來冠狀病毒傳播的
準備，同時，媒體在採訪到休斯頓地
區的一名醫生時，他表示，N95 口罩
可以有效防止冠狀病毒傳播。

該口罩看上去與承包商和油漆工
所戴的口罩相似，但是醫生表示 N95
不僅效果更好，而且可以有效抵抗致
命病毒的傳播。自冠狀病毒以來，這
些口罩已成為世界上最受歡迎的醫療
護品之一。

醫生還說，人們通常在飛機上和
其他國家和地區看到的普通外科手術
用口罩在阻斷冠狀病毒方面並不有效
。他們說，如果您想保護自己，可以
使用N95。

什麼是N95口罩？
根據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

（FDA）的要求，N95口罩是一種呼吸
防護設備，有著緊密的面部貼合和非

常有效的空氣顆粒物過濾。
N95 口罩實際上對預防冠狀病毒

的傳播有效嗎？
位於糖城的紀念赫曼（Memorial

Hermann Sugar Land）醫院專門從
事傳染病的醫生約翰•巴特勒
（John Butler）博士表示：

“我們建議使用 N95。而且
它確實可以有效地阻止病毒的傳
播。”

為什麼現在很難購買N95？
位於 Spring Branch 的一家醫

療設備中心的經理Poonawala表示
：“現在的製造商，無論是在國
內還是在國際上生產，都已經超
出了產能，都在全力滿足世界各
國的病疫需求量。。

目前，製造商已在 N95 和其
他醫療感染控制產品（如隔離衣
和工作服）上實施了搭配供應協

議。這意味著，很多訂單無法滿足購
買需求，而是被優先發放給最需要的
醫療機構或政府機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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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007：無暇赴死》裏壹次危險

程度遠超預期的任務，讓邦德不得不

告別在牙買加的隱退生活，重新披掛

上陣。然而已度過五年退休生活的邦

德，面對自己特工 007的身份，面對

這個早已和過去大不相同的世界，他

將何去何從？壹起拭目以待！

凱瑞· 福永說：“這任務會是他

迄今為止，所遇到的最有挑戰且最困

難的壹個，這也是我們的目標。”

被中情局的舊友費利克斯· 萊特

求助，再度出山的邦德不僅要對抗幕

後Boss，還要面對正邪難辨的患難愛

侶堪稱系列最為險惡的處境

在驚險諜戰下，勁爆場面、花樣

黑科技、迷人邦女郎等標誌性元素，

將“007style”淋漓盡顯，更有前所未

見的炸裂場面輪番上演。

令人驚喜（嚇）的是，此次奧斯

卡影帝拉米· 馬雷克全新加盟，飾演

系列最強反派薩芬“比邦德之前遭遇

過的反派都要危險”凱瑞· 福永如是

說。他聰明狡猾、冷酷暴戾只壹眼就

霸氣側漏，他和邦德之間的正邪較量

即將開始。

第 25部 007由憑借《真探》捧得

艾美獎最佳導演的凱瑞· 福永執導，

《殺死伊芙》、《倫敦生活》的編劇

及制作人菲比· 沃勒-布裏奇參與執筆

。丹尼爾· 克雷格、蕾雅· 賽杜、拉爾

夫· 費因斯、本· 威士肖等原班人馬主

演，奧斯卡影帝拉米· 馬雷克（《波

西米亞狂想曲》）、安娜· 德· 阿瑪斯

（《利刃出鞘》）等全新加盟。

這是集所有精華於壹身的邦德電影

《007：無暇赴死》即將於4月在全球上映，近日發布的幕後
特輯中，導演兼編劇凱瑞·福永表示：“《007:無暇赴死》就是集
所有精華於壹身的邦德電影。”

觀眾眼中的是只喝搖勻的馬提尼、西裝革履的紳士，是無數美
女對他投懷送抱、風流倜儻的情場高手、是擁有技術最先進武器的
硬核特工，還是？凱瑞福永表示：“對我來說，身為編劇和導演，
重新認識邦德是壹個必要的過程。”

Blumhouse Productions 制作了不

少優秀恐怖片系列（《我們》《人類

清除計劃》《萬聖節》《潛伏》），

公司CEO傑森· 布朗姆近日表示，導

演喬丹· 皮爾沒有繼續拍《逃出絕命

鎮》續集的計劃。他在與外媒的采訪

中說，身為影片制片人，雖然很希望

看到這部2018年獲得奧斯卡“最佳原

創劇本”的電影拍續集，但拍不拍要

取決於喬丹本人。

傑森2018年的時候說過，喬丹有

拍續集的想法，他本次只是澄清，當

時說喬丹的“想法”更多指的是“美

好心願”，並沒有任何程度的落實。

“我覺得，說肯定要拍續集有點兒斷

章取義了，我當時和現在的說法都是

，我很希望看到《逃出絕命鎮》拍續

集，但是只有喬丹想拍才行，現在他

沒這個計劃。”傑森承認。

喬丹也沒有在想要拍只能賺錢的

電影，2018年時他曾表示，“制片人

們和我都壹直同意，《逃出絕命鎮》

不是壹部只要能賺錢，為了拍續集就

要拍續集的電影，這部影片不止於此

。所以如果我能有值得拍續集的故事

，我們就會拍，如果沒有這樣的故事

，那絕對不要拍。”

《逃出絕命鎮》全世界範圍內獲

得了2.55億美元的票房，對於恐怖片

來說很不錯，還拿到了當時的“最佳

影片”提名；之後喬丹拍了2019年的

《我們》，以及重啟版《新陰陽魔界

》的第二季，今年晚些時候播出；他

還是HBO恐怖片劇集《惡魔之地》的

制片人。他編劇的環球重啟版新《糖

果人》，將於6月12日全美公映。

"逃出絕命鎮"制片人
沒有拍續集計劃

"取決於導演喬丹皮爾"
"沒必要為了拍而拍"

外媒報道，《毒液》演員斯科特·

黑茲，以及《副本》《神盾局特工》

演員迪辰· 拉奇曼宣布加盟《侏羅紀世

界3》，具體角色暫未公布。該片很

快將於2月下旬在倫敦開拍。

《侏羅紀世界3》演員陣容非常

齊整，老版《侏羅紀公園》和新版

《侏羅紀世界》前兩部的演員紛紛回

歸，第壹集的導演科林· 特萊沃若回歸

執導，2021年6月11日北美上映。

斯科特· 黑茲在《毒液》中飾演安

保主管，和湯老濕上演了精彩打戲。

迪辰· 拉奇曼擁有尼泊爾和德國血統，

長相頗有東方風情，此前參演過大量

科幻劇集。

另外，目前正在宣傳配音作品

《1/2的魔法》的克裏斯· 帕拉特，被

媒體問及《侏羅紀世界3》時，表示

該片和《復仇者聯盟4》有相似之處

。

“感覺是這樣的。我什麽都不能

說……電影幾乎包含了所有人，幾乎

（之前出現過的）每個人都在裏面。

也許我搞砸了，但我不在乎。《侏羅

紀公園》系列的所有演員都將回歸。

感覺就像《復聯4 》將漫威的壹切都

整合在壹起壹樣。”帕帕說道。

帕帕還表示，他馬上就要動身去

片場拍攝了，將“拍攝很長時間”。

“我將斷斷續續地拍攝，直到七月。

這個項目很大，大概100天的拍攝時

間。這是壹部大片。我們將周遊世界

。這個故事非常非常吸引人，很酷，

我們要搞大事了。”

侏羅紀世界3有點像復聯4?
幾乎集齊系列所有演員 規模宏大拍攝100天

漫威《尚氣》男主角劉思慕在社交

媒體發文稱“病毒不會分裂我們，恐懼

和偏見才會”，並配上壹張武漢的圖片

，為武漢人民打氣。

武漢疫情爆發後，國外社交媒體上

出現了壹些帶有歧視性的評論。作為壹

名華裔演員，劉思慕此前就曾在社交平

臺上發文怒懟，稱部分媒體對中國新型

冠狀病毒的報道存在雙重標準，“新型

冠狀病毒不是妳往亞洲人身上潑臟水的

理由”。

劉思慕1989年出生於中國黑龍江省

哈爾濱市，是壹名加拿大華裔演員。他

將在漫威2021年的新片《尚氣》中飾演

男主角。

《尚氣》男主角抵制偏見為武漢打氣
病毒不會分裂我們，恐懼和偏見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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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脫口秀為中心，加入音樂表演，小品表演，

舞蹈，觀眾互動等多种表現形式。

▲ 節目截圖

節目介紹：
《大鵬劇場秀》是《大鵬嘚吧嘚》的另一種線下演出模式，可以說是
精編版，或者帶有綜藝性質的《大鵬嘚吧嘚》。劇場秀模式部分借鑒
了美國輝煌了70年的王牌綜藝節目《周六夜現場》，以大鵬擅長的脫
口秀為中心，加入音樂表演，小品表演，舞蹈，觀眾互動等多種表現
形式，在豐富傳統脫口秀形式的同時，力求加強現場演出時的代入感
和即興感，事實證明，這種區別於線上信息單向傳播的互動傳播方式
為live演出增色不少，也取得了非常好的口碑。
大鵬嘚吧嘚第414期：大鵬隔空致歉柯南

播出時間：
節目播出時間每個週五上午10點，重播為週一早上5點和中午12點半。 ▲ 節目截圖

《大鵬劇場秀》精彩
節目介紹

2/10/2020 -2/16/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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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1 12 13 14 1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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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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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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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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五       2020年2月28日       Friday, February 28,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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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惠至2019年6月30日止。申請費用減免僅適用SBA 7(a)貸款並於放款時抵扣。申請資料必須於2019年6月30日前送達華美銀行，撥款日期最晚為2019年9月30日。可能收取其他費用。貸款產品需遵守華美銀行的申請、核保、

評估及信用審核要求。所有費率、期限、規範及產品如有變動或終止，恕不另行通知。可能適用其他限制。

華美中小企業方案

助您再創事業高峰
不論您需要營運資金或計畫購置商用地產，

讓我們的SBA小型商業貸款為您提供助力，

邁向成功。  

限時優惠

2019年6月30日前申請SBA 7(a)貸款，可獲得高達 

$2,500 的申請費減免優惠。*

詳情請上網 eastwestbank.com/offer19 

或致電 888.245.1756。

SBA小型商業貸款的優勢：

商業地產僅需10%頭款

貸款期較長 = 每月還款額較低

用途廣泛

可用於指定類型的商用地產

星期五       2020年2月28日       Friday, February 28, 2020

Rel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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