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ww.scdaily.com

 Tuesday  March 10  2020  |     www.today-america.com     |     Southern News Group

Wall Street clobbered as crude 
plummets, virus crisis deepens

  
If 

If you would like to share news or 
information with our readers, please 
send the unique stories, business 

news organization events, and school 
news to us includinig your name and 
phone number in case more informa-
tion is needed.

For news and information consider-
ation, please send to
News@scdaily.com 
or contact
John Robbins 832-280-5815
Jun Gai          281-498-4310

Trump’s focus on coronavi-
rus numbers could backfire, 
health experts say

Publisher:  Wea H. Lee
President: Catherine Lee
Editor: John Robbins, Jun Gai
Address: 11122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E-mail: News@scdaily.com 

Southern Daily News is published by Southern News Group Daily  

NEW YORK (Reuters) - Wall Street suffered its biggest 
one-day loss since the 2008 financial crisis on Monday and 
recession worries loomed large as tumbling oil prices 
and ongoing coronavirus fears prompted investor panic 
on the anniversary of the U.S. stock market’s longest-ever 
bull run.
All three major U.S. stock averages plunged sharply at the 
opening bell, triggering trading halts put in place in the 
wake of 1987’s “Black Monday” crash. The Dow plum-
meted a record 2,000 out of the starting gate on the day 
marking the current bull market’s 11th year.

During the session, the Dow came about a 10th of a 
percent from confirming a bear market, or 20% below its 
record peak.
Factbox: A 7% plunge in the S&P triggered a trading halt. 
Here’s how circuit breakers work
Instant View: Wall Street plunges after oil shock, trading 
halts then resumes
See more stories
The S&P 500 closed about 19% below its all-time high set 
on Feb. 19.

“It’s certainly one for the history books,” said Matthew 
Keator, managing partner in the Keator Group, a wealth 
management firm in Lenox, Massachusetts. “The markets 
are now pricing in a high probability of rec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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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ers work on the 
floor of the New 
York Stock Exchange 
(NYSE) in New York, 
U.S., March 9, 2020. 
REUTERS/Bryan R 
Smith

Peter Cardillo, chief market economist at Spartan Capital Se-
curities in New York, agreed
“There’s a lot of fear in the market and if the price of oil con-
tinues to move lower it’s an indication that a global recession 
is not far away,” Cardillo said.

The CBOE Volatility index , a gauge of investor anxiety, 
touched its highest level since December 2008.

Benchmark 10-year U.S. Treasury yields briefly sank to 
0.318%, a record low.

The sell-off began over the weekend when an oil supply pact 
between Saudi Arabia and Russia collapsed and both countries 
vowed to hike production amid weakening global demand due 
to the coronavirus and signs of an economic slowdown.

Traders work on the floor of the New York Stock Exchange 
(NYSE) in New York, U.S., March 9, 2020. REUTERS/Bryan 
R Smith
Oil prices crashed to their lowest since the 1991 Gulf war, with 
Brent crude futures LCOc1 closing down 23.88% and front-
month WTI falling 25.1%, sending the S&P Energy index 
.SPNY sliding 20.1%, its largest one-day drop on record.

Global markets were already on edge as worldwide confirmed 

cases of COVID-19 surged past 110,000, causing widespread 
supply disruption and large-scale quarantine measures as gov-
ernments scramble to contain the outbreak.

The Dow Jones Industrial Average .DJI fell 2,013.76 points, or 
7.79%, to 23,851.02, the S&P 500 .SPX lost 225.81 points, or 
7.60%, to 2,746.56 and the Nasdaq Composite .IXIC 
dropped 624.94 points, or 7.29%, to 7,950.68.

All 11 major sectors of S&P 500 ended the session 
deep in red territory, with energy and interest rate-sensitive 
financial .SPSY stocks suffering the largest percentage losses
Boeing Co (BA.N) was the biggest drag on the Dow, tumbling 
13.4% following the 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s (FAA) 
rejection of the planemaker’s proposal regarding wiring sys-
tems in place on its grounded 737 MAX aircraft.

Apple Inc (AAPL.O) shares fell 7.9% after data showed the 
company sold fewer than 500,000 smartphones in China in 
February amid the coronavirus crisis.

Chipmakers registered their largest drop since October 2008, 
with the Philadelphia SE Semiconductor index .SOX falling 
8.3%.
Declining issues outnumbered advancing ones on the NYSE 
by a 17.86-to-1 ratio; on Nasdaq, a 19.11-to-1 ratio favored 
decli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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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T PALM BEACH, Fla./WASHINGTON (Reuters) 
- President Donald Trump loves numbers, and the ones 
he believes illustrate his accomplishments - an unemploy-
ment rate at a 50-year-low and stock markets at record 
highs - have become touchstones in his speeches, rallies 
and Twitter missives.

FILE PHOTO: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departs 
to attend a briefing at 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IH) Vaccine Research Center from the South Lawn 
of the White House in Washington, U.S., March 3, 2020. 
REUTERS/Carlos Barria
The numbers in the coronavirus outbreak in the United 
States are increasingly not going his way, but that has not 
stopped him from portraying them largely as a sign of 
success.

The United States had almost 550 confirmed cases of the 
respiratory virus as of Sunday night and 22 related deaths. 
The count could rise sharply as testing increases this week. 
More than 3,600 people have died globally.

From suggesting more optimistic time lines for a poten-
tial vaccine than scientists say is possible, to contradict-
ing public health officials on the potential for cases to 
increase, to questioning the fatality rate cited by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Trump has sought to present figures 
related to the virus that appear more favorable than real-
ity.
While praising his team’s work to combat the virus, the 
president, who is seeking re-election in November, has 
repeatedly cited the relatively low number of infected 
individuals in the United States as proof of the success of 
his early ban on foreign nationals flying in from China - 
where the coronavirus originated - compared with actions 
taken in other countries with higher numbers of cases.

Critics say Trump’s representation of the numbers related 
to the spread of the disease is complicating the govern-
ment’s response.

“The focus on the numbers for numbers’ sake just exposes 

Trump’s focus on coronavirus numbers 
could backfire, health experts say

... they’re not looking around the next corner 
here,” said Lisa Monaco, a former homeland 
security adviser to former President Barack 
Obama. “They’re not preparing the public for 
what is going to be a substantial spike in the 
number of cases that we see.”
The White House did not respond to a request 
for comment.

Tom Bossert, a former homeland security 
adviser to Trump, said the president deserved 
credit for having taken action early in what he 
called the first phase of the response. The next 

step will be to make sure the figures reflect 
the seriousness of the threat and spur 
action to mitigate its risk of spreading.

“It’s not so much about numbers as it is 
about framing those numbers so that 
people can understand ... the effects these 
numbers are going to have in real life,” 
Bossert told Reuters.

“The coming weeks will tell whether we’re 
able to effectively communicate the seri-
ousness of this outbreak such that public 

health officials and elected leaders can 
take ... effective measures that might be 
perceived as inconvenient to the people,” 
he said.

RAMIFICATIONS
Trump suggested on Friday that he did 
not want infected Americans stuck on a 
cruise ship near San Francisco to be let off 
the ship and quarantined on land because 
it would increase the count of infected 
people in the country. Health experts rec-
ommended the people disembark.

FILE PHOTO: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departs to attend 
a briefing at the 
National Insti-
tutes of Health 
(NIH) Vaccine 
Research Center 
from the South 
Lawn of the 
White House 
in Washington, 
U.S., March 
3, 2020. REU-
TERS/Carlos 
Barria



Life inside a red zone: A youth volleyball team trains outside wearing protec-
tive masks, with each person one metre apart from each other due to govern-
ment restrictions, on the 16th day of quarantine in Codogno, one of the 11 
small towns in northern Italy that has been on lockdown since February.

Life inside a red zone: Carabinieri military police check documents of a man wearing a pro-
tective mask in a car at the checkpoint in San Fiorano, on the 17th day of quarantine in one 
of the 11 small towns in northern Italy that has been on lockdown since February.

Life inside a red zone: Two-year-old Bianca Toniolo has a picnic with a doll at home in San 
Fiorano, on the 17th day of quarantine in one of the 11 small towns in northern Italy that has 
been on lockdown since February, in this picture taken by her father, schoolteacher Marzio 
Toniolo, March 8,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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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an with a face mask walks by television screens outside the Nasdaq Market Site, after further cases 
of coronavirus were confirmed in New York, at Times Square in New York

: Meet the women who scavenge for gold at the top of the world

The Grand Princess cruise ship carrying passengers who have tested positive for 
coronavirus travels past the skyline in San Francisco

Life inside a red zone: A blossom tree is seen by a road sign in San Fiorano, on the 17th day of 
quarantine in one of the 11 small towns in northern Italy that has been on lockdown since Feb-
ruary. There has been some confusion over whether residents of these towns will be able to 
the leave the original ‘red zone’ area now that there is a virtual lockdown across a wide swathe 

Life inside a red zone: A Carabinieri military police officer gives sweets to a woman pensioner to celebrate 
International Women’s Day at the checkpoint in San Fiorano, on the 17th day of quarantine in one of the 11 small 
towns in northern Italy that has been on lockdown since February. There has been some confusion over whether 
residents of these towns will be able to the leave the original ‘red zone’ area now that there is a virtual lockdown 
across a wide swathe of Italy’s wealthy north. 



Southern News Group

2020

跟以往的舊網站相比,廣告的曝光率增多了，從傳統的固定廣告,演變成滾動廣告.讓每一個客戶的
廣告都有公平的曝光率。解決了以前客戶廣告在最下面看不到的問題。

新添加了美南論壇，供大家全休斯頓發布招聘，求職，買賣，生活資訊等信息,打造華人最大的
聚集地. 實現全平臺的信息服務。

改版黃頁與分類廣告- 流量監控，黃頁分類更細致，更詳細。分類廣告可通過論壇模式發布。

用戶可根據自己的喜好訂閱不同的分類新聞，廣告。我們每周會推送一些客戶訂閱內容的廣告語
新聞，增大與客戶之間的互動。

新網站同比舊網站網速提升了許多. 新網站啟用的是AWS.Amazon的服務器. 用戶打開網頁和圖片
的速度會比以往大大提升。

新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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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們的新網站
www.scdaily.com

廣告

美南論壇

黃頁與分類廣告

個性化訂閱

網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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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ronavirus outbreak in South Ko-
rea  is showing signs of slowing with the 
pace of growth of new infections falling 
for the third straight day, the country’s 
top government minister said on Mon-
day.
The country has 7,478 confirmed virus 
patients and 51 people have died from 
the Covid-19 illness.
Prime Minister Chung Sye-kyun’s re-
marks came hours after director gen-
eral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sation 
(WHO) 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 
tweeted that the country was “making 
progress in fighting #COVID19”.
“It is still too cautious, but I can see some 
hope that we may approach an inflection 
point in the near future through coop-
eration of the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

ments, the medical sector and citizens,” 
Chung said.

World Health Organisation (WHO) 
Director  Tedros Adhanom Ghebreye-

sus
President Moon Jae-in said South Korea 
can enter the “phase of stability” soon if 
it continues to reduce the number of new 
cases.
“We must maintain this trend,” he told 
a meeting of senior aides. “We’ve come 

this far thanks to the citizens who were 
united and cooperated well with the gov-
ernment.
“But it’s too early to be optimistic ... 
Please be a little bit more patient and stay 
away from mass gatherings such as re-
ligious events.” (Courtesy https://www.
scmp.com/news/asia)

Related
Know Your Coronavirus Symptoms

Coronavirus Taking A Tight Grip On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Egyptian health workers scan people’s 
body temperatures at Cairo Interna-
tional Airport on Feb. 1, 2020. (AFP 

via Getty Images)
While many scientists say the world is 
clearly in the grips of a pandemic—a se-
rious global outbreak—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isn’t calling it that yet, 
saying the word might spook the world 
further. The virus is still much less wide-
spread than annual flu epidemics, which 

cause up to 5 million severe cases around 
the world and up to 650,000 deaths annu-
ally, according to the WHO.
In Iran, fears over the virus and the gov-
ernment’s waning credibility has become 
a major challenge to leaders already 
reeling from American sanctions. More 
than 1,000 infections were confirmed 
overnight, bringing the country’s total to 
5,823 cases, including 145 deaths. The 
government declared a “sacred jihad” 
against the virus: Wearing gas masks and 
waterproof fatigues, members of Iran’s 
Revolutionary Guard sprayed down 
streets and hospitals with disinfectants.

A woman has her temperature 
checked as she enters the Palladium 
Shopping Center, in northern Tehran, 
Iran, on March 3, 2020. (Vahid Sale-

mi/AP Photo)
South Korea, the hardest-hit country 
outside China, reported 93 new cas-
es on Sunday morning, taking the total 
to 7,134, with 50 deaths overall while 
countries outside Asia stepped up efforts 
to control the outbreak.
Saudi Arabia banned spectators at any 
sports competitions starting Saturday. 
The NBA and British sports teams are 
considering doing the same.
Spain deployed police to enforce a quar-
antine. Austria confiscated 21,000 dis-
posable masks that a Turkish company 
smuggled aboard a tour bus, seeking to 
profit from soaring demand. Turkish po-
lice, meanwhile, threatened legal action 
against social media accounts accused of 
spreading false virus information.
The U.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is urging older adults and 
people with severe medical conditions 
to “stay home as much as possible” and 
avoid crowds. https://www.ntd.com/)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Optimism In South Korea
Coronavirus Infections Fall 

For Third Straight Day

Medical workers rest at a screening clinic in Suwon, 
South Korea. (Photo: Xinhua)

OVERVIEW
South Korea has 7,478 virus patients and 51 people have died, but the pace of 

growth of new cases has slowed
The country has conducted one of the most ambitious virus testing programmes 

in the world, testing more than 180,000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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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JING—Italy’s prime minister an-
nounced a sweeping coronavirus quaran-
tine early Sunday, restricting the move-
ments of about a quarter of the country’s 
population in a bid to limit contagions at 
the epicenter of Europe’s outbreak.
Shortly after midnight, Prime Minister 
Giuseppe Conte signed a decree affecting 
about 16 million people in the country’s 
prosperous north, including the Lombar-
dy region and at least 14 provinces in 
neighboring regions. The extraordinary 
measures will be in place until April 3.
“For Lombardy and for the other north-
ern provinces that I have listed there will 
be a ban for everybody to move in and 
out of these territories and also within 
the same territory,” Conte said. “Excep-
tions will be allowed only for proven 
professional needs, exceptional cases 
and health issues.”

Italy’s Prime Minister Giuseppe Con-
te in Rome, Italy, on March 4, 2020. 

(Photo/AFP via Getty Images)

After the city of Venice canceled its cher-
ished Carnival and governments warned 
citizens against travel to Italy, the coun-
try is facing a possible recession. Hotel 
occupancy rates in the lagoon city are 
down to 1 percent-2 percent.
“The surface of the Grand Canal is like 
glass because the boats that transport 
merchandise are not there. On the va-
poretti (water buses), there are only five 
or six people,” Stefania Stea, vice presi-
dent of the Venice hoteliers association, 
said.
In its daily update, Italy’s civil protection 
agency said the number of people with 
the coronavirus rose by 1,247 in the last 
24 hours, taking the total to 5,883. An-
other 36 people also died as a result of 
the virus, taking the total to 233.

Gondolieri wait for tourists in Riva 
degli Schiavoni in Venice, Italy,                                     
on March 5, 2020. (Andrea Pattaro/

AFP via Getty Images)

There was chaos and confusion in the 
northern Italian city of Padua in the Vene-
to region as word spread late Saturday 
evening that the government was plan-
ning to announce the quarantine. Packed 
bars and restaurants quickly emptied out 
as many people rushed to the train sta-
tion in Padua. Travelers with suitcases, 
wearing face masks, gloves and carrying 
bottles of sanitizing gel shoved their way 
on to trains.
Before Conte signed the quarantine de-
cree, Stefano Bonaccini, president of the 
Emilia Romagna region, said parts of the 
decree were confusing, and he asked the 
premier for more time to come up with 
solutions that were more “coherent.”
Around the world, passenger-packed 
cruise ships confronted their own vi-
rus problems. Officials in California 
were deciding Saturday where to dock 
the Grand Princess cruise ship, after 
21 tested positive for the virus. There 
is evidence the ship now idling off San 
Francisco was the breeding ground for a 
deadly cluster of almost 20 cases during 
an earlier voyage.

A woman wearing a protective face 
mask walks in the streets after the 
government decree to close cinemas, 
schools and urge people to work from 
home and not stand closer than one 
metre to each other, in Turin, Italy on 
March 5, 2020. (Massimo Pinca/Reu-

ters)
“Those that will need to be quarantined 
will be quarantined,” U.S. Vice President 
Mike Pence said. “Those who will re-
quire medical help will receive it.” Pres-
ident Donald Trump said he would have 
preferred not to let the passengers disem-
bark onto American soil, but would defer 
to medical experts.
In Egypt, a cruise ship on the Nile with 
more than 150 aboard was under quaran-

tine in the southern city of Luxor after 12 
positive tests.
Also Saturday, the port of Penang in Ma-
laysia turned away the cruise ship Costa 
Fortuna because 64 of the 2,000 aboard 
are from Italy. The ship had already been 
rejected by Thailand, and is now heading 
to Singapore. And in Malta, which re-
ported its first case of the virus Saturday, 
the MSC Opera ship agreed not to enter 
the Mediterranean country’s port amid 
local worries—even though there are no 
infections suspected on board. The ship 
continued to Messina, Sicily, where pas-
sengers were allowed to disembark after 
officials reviewed medical records.

A helicopter carrying airmen with 
the 129th Rescue Wing flies over the 
Grand Princess cruise ship off the 
coast of California on March 5, 2020. 

(California National Guard via AP)
Most people who get the virus have mild 
cases, though the elderly face greater 
risks. Among the many new cases in Eu-
rope on Saturday was a doctor in Slove-
nia who was in contact with more than 
100 people in a nursing home after a ski 
trip to neighboring Italy.
Global markets were enjoying a week-
end respite from market panic, but the 
world economy faced mounting damage. 
China, the world’s biggest trader, report-
ed Saturday its exports tumbled 17.2 per-
cent from a year earlier in January and 
February.
Most people in Wuhan, China, still are 
barred from leaving their homes. (Cour-
tesy https://www.ntd.com/)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Italy Places 16 Million People 
On Coronavirus Quarantine 

Italy on Saturday saw its biggest daily increase in coronavirus cases since the 
outbreak began in the north of the country on Feb.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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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大部分人都是用公共交通工具，現在有些

人留在家中工作、學生暫停上學，減少街上的人
流，但其他上班一族請戴口罩，如果自己咳嗽請
用紙巾捂住口鼻，不要將飛沫噴到周圍都是，更
不要隨地吐痰，這是最基本的禮貌。

在公眾場合或者工作間要留意空氣流通，
朋友或同事之間拱手為敬，減少握手和擁抱，
如非必要最好不要外遊，現在的網上通訊非常
容易，想起哪個朋友傳個短訊或拿起電話就可
以長篇大論了，不一定要真正見面，春節假期
已結束，希望人的流動性減少而減少疫症的傳
染。

住食
人們以食為先，朋友

聯誼大部分都以吃飯為
主，正如口頭禪幾時食飯
呀？在這非常時期免得過
盡量少聚在一起，以免談
話時互相傳染。目前新冠
肺炎沒有疫苗也沒有什麼
特別的預防藥物。至於中
醫中藥也許對提高人的免
疫力或清肺潤肺等有幫
助，但我們還需要更多的
臨床實證。

衣
要穿易穿、易除、

易洗的透氣衣物，現在是
冬春交替的時候，天氣還
比較冷，有些人穿毛衣
和毛絨的衣服，既藏塵藏
菌又不容易清洗，有些人
怕清洗後縮水或變形而
不洗滌，這樣就容易傳
給家人了。而鞋子要將
外出和室內穿的分開
擺，免將外面的污物帶
進家居。

地少人多，多數人住在狹小的空間，
這是傳染病容易擴散的原因之一，而且很
多家居和寫字樓都依靠冷氣系統，而新鮮
空氣少，隔塵網和冷氣槽也缺少清洗，所
以最好將窗戶打開，讓新鮮空氣進入家
中。而家居要保持清潔，垃圾和食物殘餘
要及時倒掉，用過的口罩要摺好包好才丟
棄，洗手間的座廁要蓋好才沖水，要用濕
紙巾或者酒精消毒廁板才好坐，如廁前後
一定要洗手。勤洗手，養成習慣，不要搓
自己的眼耳口鼻，如果家中有家庭傭工、
小朋友、老人家等，一定要教他們有關衛

生知識，讓他們養成衛生習慣。
而在室外的物業管理、寫字樓、公眾場

合的電梯或扶手，都要用1:99或1:45漂白水
去清洗或抹拭，抹布要經常更換和洗乾淨。
曾看過有工人少少水抹完整間屋的地下，也
見過有人一塊抹布抹完整個寫字樓，這樣不
但抹不乾淨，還會將病菌帶到每一個角落。
家中的U型渠管要放水，令它阻隔另一層樓
的細菌或病毒釋放進來，有一些樓宇的設計
洗手間裡沒有窗口，放垃圾的走廊密封，這
樣那些廢氣和細菌會發酵，又濕又臭，以後
揀樓宇留意這些問題。

醫生忠告衣食住行都需防
流感和非典可能會引致病人發燒和嚴重的呼吸道症狀，如咳嗽、肺炎、吐出膿痰等，病人會很不舒服，若懂得去求醫，醫生會因應其病徵的嚴重

性盡早作出隔離和醫治。新型冠狀病毒更麻煩的是它潛伏期特別長可以七至十四日，而在潛伏期已經有傳染性，即使已經發病也可能沒有嚴重的症狀
或者高燒，令到很多人忽略了或者不急求醫，這個隱形的殺手不動聲色，靜靜地將病毒人傳人，真的是明槍易躲，暗箭難防，更有可能引起社區暴
發。因此，在不知道身邊誰是帶菌者的情況下，我們惟有做好衣食住行的所有預防措施。 文︰香港婦女健康中心總監梁冬陽醫生■■梁冬陽醫生梁冬陽醫生

多國政府因肺炎
疫情都實施防疫隔離
措施，那麼在隔離的
時候應注意什麼？兒
童免疫及傳染病科專
科醫生何學工醫生解
說，最重要是要做好
個人衛生。

醫生指出自我隔離是一項頗為艱辛的過程：
1. 首先要看家中有沒有獨立廁所，如有獨立
廁所的最好就由隔離者獨立使用，廁所沖
廁要蓋好。

2. 固定用一套自己食用的器皿，分開清洗器
皿、盡量自行坐開吃飯。

3. 衣物毛巾要獨立分開，天天要洗澡，穿過
的衣服要用漂白水泡浸。

4. 自己在家都要戴口罩，因為恐怕是隱藏帶
菌者，要定時測量體溫，所以不舒服必定
要通知當局。

當然最重要的是，自我隔離者真的要很誠
實，不可以周圍出外，要自律遵守，自己在
家找尋有興趣的事來打發時間，多喝水、多
休息，保持心境開朗，14天自然很快過去。

全方位防新冠肺炎全方位防新冠肺炎

““自我隔離自我隔離””做個誠實做個誠實孤獨精孤獨精

武漢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武漢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抗疫全球抗疫，，而新冠肺炎和以往的流感而新冠肺炎和以往的流感、、非典非典（（非典型肺炎非典型肺炎））一樣都是因接觸病人含病毒的飛一樣都是因接觸病人含病毒的飛

沬沬、、呼吸道分泌物呼吸道分泌物，，或排洩物經過自己的黏膜如口或排洩物經過自己的黏膜如口、、鼻鼻、、眼的黏膜而進入身體裡面進而繁殖眼的黏膜而進入身體裡面進而繁殖，，侵害我們的細胞侵害我們的細胞，，首先經呼首先經呼

吸道然後其他的器官引致嚴重的炎症甚至器官衰竭吸道然後其他的器官引致嚴重的炎症甚至器官衰竭。。新型冠狀病毒麻煩的是潛伏期特別長可以七至十四日新型冠狀病毒麻煩的是潛伏期特別長可以七至十四日，，而在潛伏期已而在潛伏期已

經有傳染性經有傳染性，，所以隔離病患成為重要手段所以隔離病患成為重要手段。。

留院隔離有醫護管控留院隔離有醫護管控，，但近期許多人都可能要面對但近期許多人都可能要面對““自我隔離自我隔離1414天天””的制約的制約，，究竟怎樣做才是真正的究竟怎樣做才是真正的““自我隔離自我隔離”？”？

預防新冠肺炎有許多方法預防新冠肺炎有許多方法，，如何做才是正確如何做才是正確？？我們請來專業醫生梁冬陽醫生我們請來專業醫生梁冬陽醫生、、何學工醫生何學工醫生、、國際香薰治療師國際香薰治療師BennyBenny、、 香港香港

註冊中醫學會中醫等提供專業防範建議給大家註冊中醫學會中醫等提供專業防範建議給大家。。 文︰文︰HealthHealth 圖︰雨文圖︰雨文、、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1. 病毒離開了人體，在日常物品比如門把手、手機上，還能存活多
久？病毒離開活體，北方零下10度的低溫會死嗎？

答：該病毒不是消化道傳播的，摸了門把手、手機，不去摳鼻子、摸
眼睛就行，病毒離開人體是不能存活的，當中最重要是觸摸後要
洗手。

2. 能吃生的蔬菜嗎？比如沙律。
答：新冠病毒不經消化道傳播，故可以吃沙律。
3. 出門除了戴口罩，是否應該戴一次性手套？
答：沒有必要，怕冷就戴手套，注意洗手更重要。
4. 和陌生人說話，距離多遠安全？假如不和陌生人說話，路上擦肩
而過會傳染上嗎？

答：距離是一方面，但重要的是不要對人打噴嚏、咳嗽。
5. 那些能自癒的人都有啥特點？病重去世的人有哪些特點？
答：自癒與體質有關，多為免疫功能健全的人；病重去世者多為老

年人及有基礎病者。

香港註冊中醫學會因應香港
氣候及實際情況，根據幾位專家
的意見，擬定以下預防方及食療
方供中醫業界及市民參考。

保健食療方：
金銀花10克、菊花10克、乾

無花果20克、枸杞子10克、石斛
10克、百合15克、蓮子15克、甜

杏仁5克、蜜棗2-3枚（有糖尿病
者不放蜜棗）。

每日煲一次，適合4至5人家
庭飲用，也可加適量冰糖調味。

煎煮方法：將上述所有材料
溫水洗乾淨後，泡進冷水20 分
鐘。然後大火滾開後，小火再煲
15分鐘。這些材料都是藥食兩用
的食品。

近日社會上因一些物資如口罩、火酒、潔手
液、含滴露的洗手液、火酒紙巾、漂白水等的缺乏
而引起很多人擔心，甚至恐慌，國際香薰治療師
Benny Wong教大家如何自製抗菌噴霧，同時亦可借
助精油抗菌，如將精油滴在香薰機中使用，讓家居
環境得以消毒。今次，Benny以50ml為例，用7成酒
精，加約8至10滴他調製的精油，最後加入3成蒸餾
水後，以雙手合十搓勻3至5分鐘即成。

現在，口罩荒成為坊間大熱
話題，婦科健康中心總監梁冬陽
醫生分析說，一般市民不需要戴
N95口罩，因為在醫院工作的就
知道即使 N95 也 要做 fitting
test，每一個人的面形和肥瘦都
不同，口罩測試找出適合這個同
事的N95中的型號記錄下來，將
來去醫院領取的時候就會用這種
型號的，否則就可能保護不全或
者透氣很不舒服。而一般市民根
本就沒有做過這些測試，用處不
大，不懂得使用反而適得其反。

普通市民只需要戴外科口罩
就可以了，當然這要視乎你佩戴
的方法是否正確。佩戴之前和之
後都應該洗乾淨手，口罩的保存
要在乾爽清潔的環境，佩戴方法
顏色在外鐵線在上，而且要覆蓋
鼻子、口和下巴，沿鼻旁兩邊

將口罩邊緣壓貼面形。有些人戴
得很鬆整個鼻都外露根本起不到
保護作用。

假如買不到外科口罩也可以
用其他口罩代替，雖然效果沒有
外科口罩好，但總好過無。這是
沒有辦法的辦法，擋得多少算多
少。當年非典開始時我們既沒有
外科口罩也沒有隔離衣，但我們
用一層薄薄的紙口罩也令到很多
同事免於感染。

抗菌篇︰抗菌篇︰
簡易簡易DIYDIY抗菌噴抗菌噴
霧霧

就新冠肺炎的資訊，現在坊間實在太多假消息，東部
戰區總院呼吸科權威專家宋勇對於一些新冠病毒的謬誤
作出科學分析︰

隔離篇︰隔離篇︰
隔離者要很誠實隔離者要很誠實

口罩篇︰口罩篇︰
戴戴NN9595要做面形測試要做面形測試

■■何學工醫生何學工醫生

■■預備酒精預備酒精、、蒸餾水蒸餾水、、精精
油及噴樽油及噴樽

■■將水倒入已加將水倒入已加
入精油的酒精內入精油的酒精內

■■將已混和的將已混和的
倒入噴樽內倒入噴樽內

■■隔離者需要使用獨立餐具隔離者需要使用獨立餐具

■■NN9595不是適合人人戴不是適合人人戴

謬誤篇︰謬誤篇︰
病毒不是經消化道傳染病毒不是經消化道傳染

1

3 4

■■BennyBenny 先將精油先將精油
滴入酒精內滴入酒精內

2

食療篇︰食療篇︰
中藥偏方需諮詢中醫師中藥偏方需諮詢中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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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燕來、魏明、周逸夫
過去十幾年中國電影特效進步非常大

電影特效不僅能像《復仇者聯盟

》那樣，去創造壹個虛擬的環境，也

可以還原壹個真實的環境。

我們在制作姜文導演的《邪不壓

正》的過程中，總共收集了大約12000

多張老照片，像老北京四合院這樣量

級的資產，我們做了6000多棟，用特

效在電影裏栽了12000多棵樹。

《邪不壓正》裏巧紅張開雙手走

在牌樓頂上那場戲，如果大家仔細看

的話，那壹個360度的旋轉就把整個北

京給拍全了。我們在特效制作時不是

只做了東四十條，幹面胡同那壹塊，

而是涉及到整個北京城。包括整個故

宮的模型我們都做了。

有壹場李天然在屋頂騎自行車的

戲，那個自行車也是特效替換的。成

片裏是壹個老北京的自行車，但是演

員在演的時候壹定要山地車才可以騎

嘛，要不然難度太大了。所以我們當

時就把山地車擦掉，換了壹個全CG的

老北京自行車。

包括所有演員在屋頂上奔跑的戲

，拍的時候演員穿的都是黑色的特制

膠鞋，需要我們在後期把所有的鞋子

替換成皮鞋。

有些特效不是讓妳看出來，而是

要讓妳“看不出來”。我們最開心的

壹點就是，當影片上映之後，大家沒

有意識到這個影片裏頭有這麽多的特

效鏡頭。包括有時候跟朋友聊天，他

說“天吶，原來那個屋頂上的鏡頭不

是實拍，是拿特效做的啊！”我覺得

這是對我們最大的壹個肯定吧。

數字王國的總部在美國。中美特

效行業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也有些

不壹樣的地方。

比如說上班打卡吧，我們北京分

公司的上班時間是上午10點到晚上7

點，然後會比較彈性。比如妳前壹天

加班到比較晚，今天妳就可以睡個懶

覺，稍微晚壹點到公司。北美就比較

程序化。我們北美總部是9點半上班，

壹般來講大家都會準時到。

管理上美國的特效行業會更嚴格

壹點。比如，我們北京分公司會承接

些美國的項目，服務器的開放權限就

特別嚴格，所有數據的輸入和輸出只

能是透過IO部門來完成。上傳、下載

都會有壹個完整的記錄：誰在上傳，

上傳了什麽東西，包括時間點、地點

，都是可以反查到的。就算是我，想

要把壹個鏡頭拿出來給客戶看都是做

不到的，只能通過制片和IO來完成這

個事情。

在具體做電影的過程中，與劇組

的合作方式也有差別。我們做北美項

目的時候，比如客戶決定給數字王國

500個鏡頭，這500個鏡頭都是有詳細

的鏡頭描述的，包括鏡頭需要的效果

的參考，包括鏡頭制作過程中需要的

所有特效，前期采集的材料都會有。

我們像是壹個很純粹的執行方。

在國內做電影項目，很多時候是

在跟導演，跟攝影指導壹塊討論鏡頭

制作的方向，創意這壹塊參與的反而

更多壹些。

舉個例子，《邪不壓正》裏夜晚

的雪景，鏡頭描述裏頭沒有明確的規

定，天到底是純黑的，還是帶壹點淡

淡的雲。這個時候我們是可以參與到

這個鏡頭的創作上的，給導演提出壹

些方案和建議，然後讓他來挑。

我們當時做雪景的特效時，除了

做壹層正常的模型貼圖之外，還加了

壹層特效的雪。同時我們還做了壹些

小方片，模仿雪的那種小反光。另外

我們還加了壹些小灰塵。因為那些雪

下完之後可能已經氧化了幾個小時，

雪的表面會出現小孔，小孔還有壹個

小黑邊。如果妳非常仔細地看，這些

細節電影裏面都有。

當然，我們在制作過程中有任何

的改動都會追加壹些補充協議。比如

說，《邪不壓正》新增了三個雪景的

鏡頭，片方不會說妳們都送給我們吧

。我們會對額外的修改做壹個統計，

會更新壹個報價單給到客戶。

美國的特效行業很專業，即便給中

國電影做特效，涉及到自然環境類的特

效鏡頭，中西方做出的效果差異都不會

很大。但如果說涉及到壹些文化方面的

東西，還是中國人做得更符合要求。

舉個例子，比如說《邪不壓正》

裏的古城樓，我們要把它做舊，凸顯

壹種老北京的年代感，這個做舊的度

，如果說在國外制作的話，有可能就

要麽做過，要麽做的不夠。

國外經常在把壹個老建築做舊的

時候，讓大量的殘垣斷壁都掉在地上

。但其實當年的老北京百姓條件不是

特別好，就算是有壹片瓦掉在地上，

都會被老百姓給撿走。妳們看《邪不

壓正》裏那個鐘鼓樓做舊的場景，我

們只是加了大量的植被，建築有些破

損，但並沒有任何建築的結構掉落在

地面上。這種情況，如果說我們去跟

國外的同事溝通，可能就會出現壹些

文化上的差異和不理解。

中國的電影特效行業發展很快，

“五毛錢特效”這種事現在應該不會

有了。但跟美國特效行業比，在壹些

核心領域還是有差距的。

比如虛擬人技術是數字王國的壹

個核心技術。我們從《本傑明· 巴頓奇

事》開始嘗試虛擬人的制作，就是把角

色的整個頭給換掉。《復仇者聯盟》裏

滅霸這個角色就是數字王國做的。但就

算想把滅霸的鏡頭給到數字王國的中國

分公司做，我們也做不了。壹是技術不

達標，另外壹個是我們經驗也不足。

另外壹個比較極端的例子，像《獅

子王》、《奇幻森林》這壹類的片子，

它涉及到大量的動作捕捉和毛發系統，

需要各種類似於插件軟件的開發，這也

是我們國內目前落後的壹個地方。

說“高不成低不就”有點自貶，但其實差不多

（代表作《流浪地球》《壹出好戲》《悟空傳》）

《流浪地球》真的還蠻特殊的，

為什麽？每次跟郭帆導演開會的時候

，導演都先不講要改什麽，先給我們

做思想工作。大概意思就是，如果

《流浪地球》這事折了，中國的科幻

電影想再往前再走壹步的時間，可能

要往後推很多很多年。

往小說我們是做壹部電影，往大

說是要做壹個類型片的典範出來，所

以在制作的時候挺花心思的。比如說

我們公司從制片到總監都希望能夠做

《流浪地球》裏邊難度最高的鏡頭，

我們也確實要到了壹些比較高難度的

。

其中有壹個大概有50多秒的長鏡

頭，從車拉出來，然後往高空拉，看

到很多的重機械，看到地球發動機，

然後地球發動機覆蓋全球上，壹直到

太空裏邊……光調這個鏡頭的相機，

就調了五六十版。這還只是相機階段

，那裏邊的資產真的是上億的規模。

導演提壹次修改，光渲染就壹個

月起。我們做《流浪地球》的整個周

期是8個半月，這個鏡頭做了6個多月

。真的很崩潰，每天就算到了家，我

們在微信裏邊還在說那個鏡頭現在是

什麽進度，心裏邊無時無刻不在想著

這個事。

那個鏡頭最後我們也核算了壹下

，真的是價值好幾百萬的壹個鏡頭。

不過在中國妳永遠都不可能說，

我給妳改壹遍就收妳壹次的錢。大家

理念不壹樣，人情世故不壹樣，對待

事情的方式也都不壹樣。當然改60遍

，可能是有點多。

做《壹出好戲》的時候也很難，

但難點不壹樣。那個難點在於怎麽讓

黃渤導演開心，因為他要求太高了。

雖然他不懂特效，但是他對於自己片

子裏邊想呈現的效果，想得壹清二楚

。所以哪些細節不對，他都會不停的

去跟妳磨。

我們做那個片子的視效總監，也

是屬於很較真的人，他甚至於會跟黃

渤導演在那卡十分鐘。兩個人壹句話

都不說，都在那想，壹直到有人去接

這個話，才能夠推進下去。

比如《壹出好戲》裏那艘大船，

其實是特效做出來的。

大船實拍取景選了兩個地方，壹

個是太平洋上的小島，壹個是青島的

攝影基地。其實取景是很重要的，取

景取得好，後期制作會節約大量的時

間。

我們當時在太平洋小島上做了壹

個大船的置景，整個置景全是用綠背

等比還原大船的比例。

取景過程中，現場指導會對整個

場景做壹個全三維的掃描，這個掃描

技術現在已經相當成熟了，可以直接

把整個環境當中的顏色，還有光感都

能掃描下來。到三維制作的時候，我

們把掃描的場景再做壹些優化就可以

了。

做大船特效的過程很漫長，光材

質環節就用了將近半年的時間。因為

大船裏面的零部件特別多，細節特別

多，這些東西都需要壹步壹步來做，

壹個壹個來做，就是為了達到最真實

的效果。像大船上面的壹些鐵銹，還

有它的壹些固有色，我們都要細致地

去參考、琢磨。

《悟空傳》的難點是周期上的問

題。《悟空傳》整個影片最開始的標

準不是要沖A類大片，所以從預算、

周期、制作方案上，都沒有按照A類

大片的標準去準備。但是幹到壹半的

時候，發現這個片子很有潛力，大家

都很喜歡，決定去沖A類。這種變化

就導致妳必須從錢、周期等各方面去

調整，甚至還得調檔。

這個片子裏特效最難做的部分應

該是金箍棒，它的呈現方式跟正常的

金箍棒不壹樣。我們專門為金箍棒做

了壹套解算系統，讓它能夠自己生長

，同時爆裂。就像壹棵真的樹在生長

壹樣，它裏面的細胞在擴散、增大。

這個金箍棒本身的特質是特別硬

的，同時上面又特別軟，所以它同時

有鋼體和流體的特點。呈現流體狀態

的時候要做拉絲，而且還很有彈性，

這本身是現有技術做不到的，我們為

此自己開發了很多解算系統。

我們做特效也有自己的標準，如

果這個鏡頭沒有達到我們的標準，我

們很有可能是不會給導演看的。我們

甚至會編壹些所謂的借口，跟導演說

這個鏡頭妳還看不了。實際上是因為

我們不滿意，我們可能要從根上去做

調整。

導演會逼我們，我們會逼藝術家

，藝術家再逼自己。做電影，有些時

候逼迫壹下還是很有必要的。

中國的電影特效處在壹個什麽樣

的節點？我要說高不成、低不就，有

點自貶。應該說還是處在向工業化奔

跑的路上。

這幾年國內特效行業變化很大。

從最開始的壹個人要幹很多職位——

妳要同時做模型，做貼圖，做燈光，

做渲染，甚至又做合成，到現在每壹

塊都有專門的人去做，這是壹個比較

重大的轉變。這樣我們在每壹個模塊

裏邊才可以做得更好、更精，帶來的

弊端是周期變得更長。但是目前來看

，這是壹個比較合理的標準，下壹步

就要考慮到工業化和自動化的問題。

目前國內特效行業能摸索出來的

套路性的東西還不多。像《阿麗塔》

裏面的技術，就算妳拿到國內，也根

本沒有人會用，甚至於說我們連為什

麽要這麽做都不知道。

尤其是在高端生物這壹塊。寫實

級別的人物、表情，甚至於它的拍攝

方法，都存在很大的差距。

宏觀上面的差距就更大，包括影

片的類型化、工業化、標準化，科學

有效的管理方式，人員素質等等。

《流浪地球》讓更多的人認識到

中國本土的視效制作公司是可以做出

這種級別的電影的。《哪咤》也算是

標桿性的動畫電影，人氣很高。但電

影行業裏邊有壹個比較怪異的現象

——壹部電影沖上去了，大家壹跟風

，質量又全部下滑了

現在還是處在這種趨勢裏邊。希

望未來國產影片的類型、工業流程能

變得更標準，逐漸把這種大起大落的

趨勢緩解下來。

MORE VFX 魏明

滅霸的鏡頭中國暫時還做不了

（（代表作《邪不壓正》））

數字王國 周逸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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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人口普查局敦促亞裔美國社區美國人口普查局敦促亞裔美國社區
回答即將到來的回答即將到來的 20202020 年人口普查年人口普查

20202020 年年 33 月月 55 日日 —— 美國人口普查局今天在修斯頓的華人社美國人口普查局今天在修斯頓的華人社
區中心與區中心與 德州亞裔媒體會面德州亞裔媒體會面，，強調需要精確地統計所有亞裔美國強調需要精確地統計所有亞裔美國
人人數人人數，，討論了人口普查局的公眾宣傳討論了人口普查局的公眾宣傳 活動活動，，並預覽了下周開始並預覽了下周開始
統計之前即將播放的亞裔語言廣告統計之前即將播放的亞裔語言廣告。。

美國憲法強制規定美國憲法強制規定，，為了重新分配美國眾議院的席位為了重新分配美國眾議院的席位，，需要需要
每每 1010 年進行一次人口普查年進行一次人口普查。。人口普查局數據還用於確定每年如何人口普查局數據還用於確定每年如何
向州和地方社區分配超過向州和地方社區分配超過67506750 億美元的聯邦資金億美元的聯邦資金 用於服務和基用於服務和基
礎設施礎設施，，包括醫療保健包括醫療保健、、工作機會工作機會、、學校學校、、道路和企業道路和企業。。

下周下周，，美國住戶將陸續開始收到美國住戶將陸續開始收到 20202020 年人口普查郵件年人口普查郵件，，人人
口普查局的代表解釋了口普查局的代表解釋了 20202020年人口普查如何惠及社區的每個人年人口普查如何惠及社區的每個人，，
並提供了多種語言版本在線問卷的解釋指南並提供了多種語言版本在線問卷的解釋指南。。

““經過多年準備經過多年準備，，我們將邀請美國每一個住戶參加我們將邀請美國每一個住戶參加 20202020 年年
人口普查人口普查。。人口普查局內容人口普查局內容、、翻譯和波多黎各及島嶼地區運作部翻譯和波多黎各及島嶼地區運作部
副部長副部長 Jennifer KimJennifer Kim博士說博士說：： ““我們充分相信運作和宣傳將覆蓋我們充分相信運作和宣傳將覆蓋
包括亞裔美國人在內的所有社區包括亞裔美國人在內的所有社區。“。“住戶將首次有機會通過三種住戶將首次有機會通過三種
方式答復方式答復 20202020年人口普查年人口普查：： 在線在線、、電話或郵件電話或郵件。。從下周開始從下周開始，，
全國大部分人將可以在線或直接通過電話回答全國大部分人將可以在線或直接通過電話回答，，使用的語言可以使用的語言可以

是英語和是英語和 1212 種其他語言種其他語言，，包括中文包括中文、、越南語越南語、、韓語韓語、、他加祿語和他加祿語和
日語日語。。有了這些選項有了這些選項，， 20202020 年人口普查比以前更加便利年人口普查比以前更加便利”，”，
KimKim 說道說道：：

““準確的人數對準確的人數對 德州德州 乃至整個國家的未來至關重要乃至整個國家的未來至關重要。。人口普人口普
查數據影響著我們的學校查數據影響著我們的學校、、公園公園、、醫院和社區獲得的資金醫院和社區獲得的資金，”，” 美美
國人口普查局丹佛地區主任國人口普查局丹佛地區主任Cathy LacyCathy Lacy 談到談到：“：“亞裔美國人是修亞裔美國人是修
斯頓地區重要的人口組成部分斯頓地區重要的人口組成部分，，是德州一個快速增長的社區是德州一個快速增長的社區。。他他
們參與們參與 20202020 年人口普查年人口普查
對自己的城市獲得資源至關重要對自己的城市獲得資源至關重要。。

超過超過 3030 萬個國家和地方的組織作為萬個國家和地方的組織作為 20202020 年人口普查合作夥年人口普查合作夥
伴簽署了協議伴簽署了協議，，承諾將利用自身的資源鼓勵人們參與承諾將利用自身的資源鼓勵人們參與 20202020年人口年人口
普查普查。。人口普查局與全國各地深入社區的社區組織合作人口普查局與全國各地深入社區的社區組織合作，，產生了產生了
更大的影響並觸及更廣泛的群眾更大的影響並觸及更廣泛的群眾，，為準確統計人數奠定了基礎為準確統計人數奠定了基礎。。
KimKim 和和 LacyLacy與與兩位當地合作夥伴共同出席兩位當地合作夥伴共同出席。。

Chi-mei Lin (Chi-mei Lin (華啟梅華啟梅),), 華人社區中心華人社區中心 CEOCEO歡迎與會者出席會歡迎與會者出席會
議議，，她說到她說到：“：“能與美國人口普查局在此次活動和能與美國人口普查局在此次活動和 20202020年人口普年人口普
查等影響亞裔美國人的重要工作方面合作查等影響亞裔美國人的重要工作方面合作，，華人社區中心為此感華人社區中心為此感
到非常自豪到非常自豪。。華人社區中心理解為什麽準確的華人社區中心理解為什麽準確的 20202020年人口普查人年人口普查人
數是必要的數是必要的，，並致力於與我們的利益相關者和更廣泛的修斯頓社並致力於與我們的利益相關者和更廣泛的修斯頓社
區分享這一知識區分享這一知識。”。”

BPSOS-BPSOS-修斯頓修斯頓 總監總監 Jannette DiepJannette Diep 為此次活動的演講嘉賓為此次活動的演講嘉賓
。“。“必須算上必須算上BPSOS-BPSOS-修斯頓所服務的社區修斯頓所服務的社區。。面對從語言障礙到面對從語言障礙到
誤解和恐懼等各種挑戰誤解和恐懼等各種挑戰，，東南亞人口的確很難統計東南亞人口的確很難統計，”，” DiepDiep說到說到
：“：“作為一名越南移民作為一名越南移民，，我親身體會到我們的社區所面臨的這些我親身體會到我們的社區所面臨的這些
挑戰挑戰。。但是但是，，BPSOS-BPSOS-修斯頓正在全力參與修斯頓正在全力參與 20202020年的人口普查宣年的人口普查宣
傳活動傳活動，，並希望確保我們的社區得到公平的資源並希望確保我們的社區得到公平的資源、、服務和項目服務和項目，，
只有從下周開始的統計算上他們只有從下周開始的統計算上他們，，我們才能得到公平的資源我們才能得到公平的資源、、服服
務和項目務和項目。”。”

TDW+CoTDW+Co 是是 20202020 年人口普查全國整合的交流活動亞裔美國年人口普查全國整合的交流活動亞裔美國
人合作夥伴人合作夥伴，，也是宣傳交流亞裔受眾的專家也是宣傳交流亞裔受眾的專家。。TDW+CoTDW+Co 於於 11月中月中

旬推出了廣告旬推出了廣告，，旨在教育和告知亞洲語言的受眾旨在教育和告知亞洲語言的受眾，，TDW+CoTDW+Co 現在現在
正準備推出下一輪廣告和資源正準備推出下一輪廣告和資源，，以激勵亞裔美國人回答以激勵亞裔美國人回答 20202020年人年人
口普查口普查。“。“我們很高興我們的社區能夠通過亞洲語言媒體參與廣我們很高興我們的社區能夠通過亞洲語言媒體參與廣
告宣傳告宣傳，，並提高人口普查的回答率並提高人口普查的回答率，”，” TDW+CoTDW+Co 創始人創始人 兼負責兼負責
人人 Tim Wang (Tim Wang (王開明王開明))說道說道：： ““在準確地統計我們的社區人數方在準確地統計我們的社區人數方
面面，，我們都要盡自己的一份力量我們都要盡自己的一份力量，，這至關重要這至關重要，，因為統計結果將因為統計結果將
在今後在今後 1010年乃至更長的時間對我們產生影響年乃至更長的時間對我們產生影響。。現在是我們所有人現在是我們所有人
幫助塑造我們未來的時候了幫助塑造我們未來的時候了。。

介紹會結束時介紹會結束時，，活動主持人活動主持人 TDW+CoTDW+Co 常務總監常務總監 Ed Chang (Ed Chang (
張庭楷張庭楷))敦促亞洲語言媒體共享關於敦促亞洲語言媒體共享關於 20202020年人口普查的信息年人口普查的信息。。他他
說說：“：“今天的活動對我們的社區很重要今天的活動對我們的社區很重要，，因為媒體在激勵亞洲語因為媒體在激勵亞洲語
言受眾方面是必不可少的言受眾方面是必不可少的。。對今天活動的報道應該提高人們的認對今天活動的報道應該提高人們的認
識識，，並推動亞裔社區回答人口普查並推動亞裔社區回答人口普查。”。”

介紹會吸引了修斯頓和其他地區的亞洲語言媒體到會介紹會吸引了修斯頓和其他地區的亞洲語言媒體到會，，代表代表
20202020 年人口普查互聯網和電話回答選項支持的四大亞洲語言年人口普查互聯網和電話回答選項支持的四大亞洲語言：：
中文中文、、韓語韓語、、他加祿語和越南語他加祿語和越南語。。

這是第三次包含專門廣告和宣傳的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這是第三次包含專門廣告和宣傳的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在在
20002000 年和年和 20102010年的人口普查中年的人口普查中，，人口普查局也利用了廣告人口普查局也利用了廣告、、夥夥
伴關系和宣傳交流活動來提高人們對普查的認識和參與伴關系和宣傳交流活動來提高人們對普查的認識和參與。。較高的較高的
自我回答率可以提高人口普查的準確性自我回答率可以提高人口普查的準確性，，並通過降低無應答住戶並通過降低無應答住戶
的人口普查後續成本來節省納稅人的錢的人口普查後續成本來節省納稅人的錢。。

(本報訊) 對於很多拿到退休金的人
來說，很容易注意到B部分在今年漲價
了，許多人都在抱怨：“拿到的退休金
越來越少了。”要知道現在美國的財政
狀況越來越差，Medicare對於美國政府
來說已經是在做“賠本買賣”，但是政
府也需要足夠的資金來運轉和賠付醫療
費用，所以結果就是每年的Part B越來
越貴。

Medicare Part B 保費漲了怎麼辦
？

我們拿 3 年的 Part B 的保費來對比
，大家就會更直接了當的了解Part B的
漲幅，我們在這裡以最低的收入來說，
2018年是$134，2019年是$135.50，2020

年則是$144.60，也許大家都很奇怪為什
麼 2018 到 2019 年漲幅很少，但是從
2019到2020年漲幅過大，收費是由政府
基於人均收入、財政狀況、人口年齡基
數等決定的，我們只是拿一個數據告訴
大家，美國政府越來越難以支撐如此高
額的醫療賠付，所勸誡大家如果到了可
以加入的時候一定要及時加入。

那麼，對於那些收入很高的人們來
說，Part B的收費也會相應增加，下面
是2020年基於收入的收費標準：

對於大多數人來說退休後的退休金
遠遠不足額度限制，所以2020年大部分
人所要交的保費就是$144.60。但同樣的
原來就不多的退休金扣除Part B之後更

加所剩無幾，怎麼才能讓Part B的保費
降低呢？當然我們沒有那麼大的權力讓
政府改變收費，但我們可以選擇好的保
險，保險公司幫您付一部分 Part B，而
且還有視力和牙齒的賠付，最重要的這
是完全免費的保險。我們這裡不止提供
既便宜福利又好的計劃，還會問您量身
打造最適合與您的保單。而且您是否在
發生情況時總是找不到您的經紀人？而
我們在美國達拉斯總公司及休士頓分公
司，都有專人來幫助服務每一個顧客。

沒有牙齒保險怎麼辦？
現代人因為教育程度提高，開始注

重口腔護理(牙齒)的重要性，但許多長
輩們抱著“能省則省”的想法，通常只

有在口腔問題出現後才肯去就醫，俗話
說“牙疼不是病，疼起來要人命”，平
時的口腔保健對於每個人都十分重要。

但口腔護理(牙齒)，給人印象就是
“貴”，在美國口腔護理(牙齒)價格更
是昂貴，這也是讓人望而卻步的主因，
而單獨買牙齒的保險，不止需每年多花
幾百元，還有著各種限制。加上許多華
人長輩們固有的觀念，平時少看牙醫，
更以為“加入了Medicare，就包括牙齒
？”我們在這裡明確的告訴您：“並沒
有”。

在“Medicare and you”手冊上面第
49 頁明確寫道“Some of the items and
services that Original Medicare Doesn’ t
cover include”(原始保健計劃不包括以
下)第一項就寫著“Most dental care”(牙
齒)。那麼難道長輩們在牙齒出問題後只
能忍著嗎？

而我們是美國少數幾家無任何指定
牙醫的保險公司，只要是去具有執照的
牙醫治療，之後將可將收據和治療詳情
發給我們，並退回限額支票。而我們還
能幫您支付社會保障金B (Part B)一部分
，因為，我們正是“具有可幫您支付退

休保障金，又有口腔護理支付的好保險
公司”歡迎您來找我們幫您量身打造一
份最適合您的保單吧?!

如對本文所述有何疑問，請與 「李
元鐘保險經紀公司 John Lee Insurance
Agency」聯繫。 7001 Corporate Dr. Ste
201. Houston, TX 77036 (休斯頓華埠大
廈)， Tel: (832) 500-3228， E-mail:
houston@johnleeins.com， 微 信 或 Line
請加johnleehouston。本專文全部內容，
倘未經過筆者之書面同意，一律不得翻
印或轉載。(李元鐘保險團隊提供)

老人保險計畫至三月底前仍可更改老人保險計畫至三月底前仍可更改
談談Medicare Part BMedicare Part B保費保費 與牙齒保險與牙齒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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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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人報稅 夫妻聯合報稅 基於收入每月

調整 
每月總需要交的

保費 
≤$87,000 ≤$174,000 $0.00 $144.60 
>$87,000; ≤$109,000 >$174,000; 

≤$218,000 
$57.80 $202.40 

>$109,000;≤$136,000 >$218,000;≤$272,000 $144.60 $289.20 
>$136,000;≤$163,000 >$272,000;≤$326,000 $231.40 $376.00 
>$163,000;<$500,000 >$326,000;<$750.000 $318.10 $462.70 
≥$500,000 ≥$750,000 $347.00 $49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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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ick-
book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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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isahaocpa@gmail.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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