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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家 名 店

希望診所 (Hope Clinic)
服 務 項 目 : 成 人 體 檢﹑
檢﹑ 一 切 婦 科 醫 療
心 理 輔 導﹑
導﹑健 康 輔 導﹑
導﹑ 小 兒 科
產 前 後 檢 查﹑
查﹑牙 科﹑
科﹑ 眼 科
接受各種保險及沒有保險的人
包 括 Medicaid, CHIP, & Medicare
請 致 電 預 約 : 713
713--773
773--0803 ( 我 們 說 中 文 )
HOPE Main 總 部
7001 Corporate Dr. #120
#120,Houston,
,Houston, TX 77036

Relax
地址：4899 hwy 6 ste 210 C, Missouri city,Tx 77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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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現代汽車新款
現代汽車榮獲最多項 2020 IIHS Top Safety Pick+與
Top Safety Pick 殊榮
• 北美現代汽車現在在美國市場銷售九款評為
Top Safety Pick/Top Safety Pick+的車型，為汽車業界
中擁有最多 Top Safety Pick 殊榮的品牌之一
美國公路安全保險協會 (IIHS) 宣布現代汽車與另
一品牌並列，在當今汽車業界中獲得最多 Top Safety
Pick+與 Top Safety Pick 評級。現代汽車總共有九款榮
獲獎項的車型。
現代 Nexo 車型是六臺 Top Safety Pick+的獲獎車
之一，並且與其他五臺車型不同，Nexo 的車頭大燈
得到了優良的評比。得到優良評級的大燈必須提供最
佳的可見性，並避免迎面車輛所造成的過度眩光。現
代汽車其他八種車型則獲得了 Top Safety Pick 的殊榮
。
榮獲 Top Safety Pick 的現代休旅車為：
• 備有可選配前方碰撞保護和特定大燈的現代
Kona
• 備有可選配前方碰撞保護和特
定大燈的現代 Tucson

• 備有特定大燈的現代 Palisade
• 備有特定大燈的現代 Santa Fe
榮獲 Top Safety Pick 的現代汽車為：
• 備有可選配前方碰撞保護和特定大燈的現代
Elantra
• 備有可選配前方碰撞保護和特定大燈的現代
Elantra GT
• 備有可選配前方碰撞保護和特定大燈的現代
Veloster
• 備有特定大燈的現代 Sonata
北美現代汽車技術中心總裁 Andy Freels 表示：
「我們的 SmartSense 安全功能和先進的汽車平臺可
為車主和新車買家提供真正的需求。現代與其工程團
隊通過優先考慮安全性，持續讓現代汽車更安全。藉
由現代 SmartSense 的功能，像是前方避免碰撞輔助
、駕駛人註意力警示、盲點碰撞警示、線道保持輔助
等，我們最新的車輛可確保駕駛人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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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總統宣布美國進入緊急狀態和病毒的檢測流程
沃爾瑪Target CVS下週提供不用下車停車場自動檢測
（ 休士頓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 自
川普總統宣布美國美國進入緊急
狀態以來，
狀態以來
， 人們對預防冠狀病毒
疾病保持警惕。
疾病保持警惕
。 總統發佈會宣佈
了新的 COVID
COVID19
19 檢測流程
檢測流程。
。為
了幫助人們測試冠狀病毒的狀況
，美國政府為人們提供了下列
COVID19
COVID
19 檢測流程的措施
檢測流程的措施。
。
這個週日晚上由 Google 開發
的網站就會開通，
的網站就會開通
， 每個人註冊後
可通過網上篩選決定是否要檢測
病毒。
病毒
。 需要的話可以到駕駛診斷
測 試 診 所 (drive through testing
clinic 包括
包括：
：CVS
CVS，
，Walmart, TarTarget, Walgreen 的停車場
的停車場），
），樣本
樣本
會送到實驗室，
會送到實驗室
， 用羅氏的快速檢
測試劑檢測，
測試劑檢測
， 結果會在網上通知
個 人 。 * Walmart, CVS, WalWal-

green, Target 全 部 聯 合 起 來 確 保
drive through 的測試速度和各類
商品的供應鏈。
商品的供應鏈
。 * Lapcorp, Quest
Diagnostic 血液檢查中心也全力加
大 測 試 力 度 和 速 度 。 * Home
Care Industry and Signify Health 加
入 ， 確保無法親自去測試的人得
到及時的上門服務。
到及時的上門服務
。 * Roche 這
個大的公司的加入將測試速度提
高 10 倍 。 *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將減去各樣複雜的規定
將減去各樣複雜的規定，
，
比如住院的條件等，
比如住院的條件等
， 以保證病人
及時盡快地得到治療。
及時盡快地得到治療
。 * 免去所
有聯邦貸款的學生貸款利息。
有聯邦貸款的學生貸款利息
。*
谷歌 1700 名軟件工程師加入
名軟件工程師加入，
，建
立一個網站，
立一個網站
， 不僅可以在家裡將
自己的症狀上傳，
自己的症狀上傳
， 得到及時的信
息回饋，
息回饋
， 還能夠馬上查詢到哪裡

可以最方便做測試 。 * 最後
可以最方便做測試。
最後，
，商
人出生的總統，
人出生的總統
， 決定利用這個千
載難逢的低油價機會，
載難逢的低油價機會
， 大量買進
石油，
石油
，以備不時之需
以備不時之需。
。
此 外 ， Comcast 網 絡 公 司 為
低收入的家庭提供 60 天免費上網
， 這樣可以保證低收入家庭的孩
子們可以在家中上課。
子們可以在家中上課
。 瑞德西委
在日本的治療效果非常好。
在日本的治療效果非常好
。 14 位
平均年齡 75 歲的老人
歲的老人，
，在重症入
院、生命垂危的情況下使用
Remdesivir 兩週後無一人死亡
兩週後無一人死亡，
，
半數以上治癒。
半數以上治癒
。
再次提醒您：
再次提醒您
： 美國的沃爾瑪
、 Target
Target、
、 CVS 下週會提供停車
場 ， 有自動檢測機器人
有自動檢測機器人，
， 開車過
去直接檢測是否是陽性。
去直接檢測是否是陽性
。 大家不
用下車！
用下車
！不用下車
不用下車！
！

「災情之下
災情之下，，幫助弱勢族群
幫助弱勢族群，，華人無償義捐口罩
華人無償義捐口罩」」 光鹽社在疫情期間繼續為您服務 敬請預約
（本報訊）美國總統川
普 13 日下午 3 時在白宮舉行
「新冠肺炎」記者會，宣布
全美進入緊急狀態，動用行
政權力和聯邦資金指揮調度
各地救災防疫。
隨著冠狀病毒問題在大
休士頓地區的深刻化，整個
社區也陷入了相當的恐慌狀
態，市民開始大量囤積食物
和生活必需品。各大超市，
量販店的貨架已空空如也。
不僅買不到口罩，酒精，洗
手液，連廁紙與飲用水也完
全缺貨。
市場的緊缺讓華人圈的
網購與代購業務異常活躍，
原本二三美金的洗手液已接

近九十美金售價，幾毛錢一
個的醫用口罩提價至二至三
美元，最熱門的 N95 口罩在
華人市場已經是天價！
休士頓華人治安聯防隊
的發起人 Hunter 今天宣布，
向整個大休士頓社區的軍人
家屬，70 歲以上的老年人，
無家可歸及無力負擔醫用防
護口罩購買的弱勢族群免費
發放醫用口罩！
Hunter 表示，越是緊急
關頭，華人更應該表現出寬
厚博愛的助人為樂，見義勇
為！勇於面對，承擔，幫助
他人。這不僅是美國精神，
也是中華民族一貫的高風亮
節！

「本 報 訊 」 光 鹽 社
在 COVIDCOVID-19
19 疫 情 傳 播
期間，
期間
， 致力於保護社區
民眾的安全和健康。
民眾的安全和健康
。即
日起我們所提供的服務
需要預約。
需要預約
。 可以通過微
信和電話聯繫我們，
信和電話聯繫我們
，我
們也提供遠程服務。
們也提供遠程服務
。這
些服務都是免費的。
些服務都是免費的
。光
鹽社在此提醒廣大民眾
， 醫療健康保險的主要
目的是為投保人應付無
法預測的醫療服務需求
， 並且避免財務風險
並且避免財務風險。
。
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任
何健康保險的需求請聯
絡我們。
絡我們
。
為了更好的服務有

需要的朋友 ， 更方便您
需要的朋友，
聯絡我們，
聯絡我們
， 即日起 光鹽
社增加以下方便您的聯
絡方式：
絡方式
：
1，接受微信服務報名
接受微信服務報名。
。
請掃碼填表。
請掃碼填表
。
2， 光 鹽 社 手 機 號
832832
-206
206-3429 可以接收
語音和短信。
語音和短信
。
3， 發 電 子 郵 件 到 lsa
lsahouston@gmail.com
4， 辦 公 室 電 話
713713
-988
988-4724
4724，
，可留言
。
我們會在一個工作日之
內回复您。
內回复您
。
祝大家都健康平安！
祝大家都健康平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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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嫣嫣演講會現場。
葉嫣嫣演講會現場
。

以世華工商婦女協會成員為主的說明會現場。
以世華工商婦女協會成員為主的說明會現場
。

康體石墨烯遠紅外線能量毯
說明會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
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

僑教中心副主任楊容清（
僑教中心副主任楊容清
（右 ）在大會上致詞
在大會上致詞。
。

葉嫣嫣以學理方式介紹能量毯保健原理

新北市工商婦女會副秘書長葉嫣嫣以 「石墨烯遠紅外線研發團隊
總監」」 身份
總監
身份，
，介紹康體石墨烯遠紅外線能量毯
介紹康體石墨烯遠紅外線能量毯。
。

世華工商婦女協會總會長黎淑瑛（左）在她的 「希爾頓花園城
世華工商婦女協會總會長黎淑瑛（
希爾頓花園城」」
為新北市工商婦女協會會長：
為新北市工商婦女協會會長
：許玉碧
許玉碧（
（右）召開說明會
召開說明會。
。

新北市工商婦女會會長：許玉
新北市工商婦女會會長：
碧致詞。
碧致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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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頓新冠肺炎病例飆升至 18 例，法院停審
法院停審、
、
學校停課！
學校停課
！民眾恐慌搶購
民眾恐慌搶購！
！
（本報記者黃梅子）
隨著前幾天世衛組織宣布
新冠肺炎在全球開始大流
行，休斯頓緊接著宣布中
止牛仔節，NBA 宣布無限
期推遲比賽，學校紛紛宣
布停課，民眾爆發恐慌情
緒，無數的人沖往超市搶
購，準備宅在家裏。德州
已經開始出現人傳人的社
區病例，社區爆發可能已
經無法阻擋...

NBA 宣布停賽因為猶他爵士隊的球員魯迪
宣布停賽因為猶他爵士隊的球員魯迪•
•戈貝爾新冠病毒初步
檢測出陽性。
檢測出陽性
。

全世界最大的牛仔節—休斯頓牛仔節宣布中途取消！
全世界最大的牛仔節—休斯頓牛仔節宣布中途取消
！
costco 的貨物被搶購一空
的貨物被搶購一空。
。

亞洲人習慣戴口罩，
亞洲人習慣戴口罩
，但西方人沒有戴口罩的習慣
但西方人沒有戴口罩的習慣。
。

家長請願要求停課。
家長請願要求停課
。

目前來說，
目前來說
，坐飛機是最恐怖的事情
坐飛機是最恐怖的事情，
，人人自危
人人自危。
。

美南副刊

一个人的游戏
整整一个小时。这一层的女员
工寥寥，女厕所除了阿姨会偶
尔进来打扫，长时间都冷冷清
清的。前半个小时用来眼泪奔
腾、后半个小时用来缓和红肿
的眼睛。她哭得肆无忌惮、酣
畅淋漓，如果格子间再大一点
就差蹬腿了。她边哭边想，Z
是她留在这里工作的最重要原
因——这沉闷、乏味、遭人忽
视的工作，除了能够勉强维持
生计之外，实在找不到继续的
意义。
拖拖拉拉一个月，终于在
月末时，她鼓起勇气给 Z 发信
息问他离职的事情。
之后的一切就像俗套小说
里写的一样，他们单独吃了一顿饭，之
后确定关系，开始约会。是 A 先捅破窗
户纸的，那句话就像是有人强行摁住她
的手打出来的一样，箭一般射出去。
开弓没有回头箭。
她惊讶于第一次吃饭时 Z 主动说他
自己还是单身这件事。这和之前传出来
的信息不一样，周围同事都说他早就结
婚了，这么优秀的男人怎么可能还单着
？
只不过是离了婚而已。听 Z 说起他
前妻的事是在第三次约会的时候，那天
正好中秋节。回家时，皓月当空。在楼
下 A 对着月亮站了很长一段时间，月亮
在暗蓝色的云丝中浮浮沉沉。
一个人的往事可以在另一个人的心
里激起千层波澜。那些说出来和未说出
来的都让人如鲠在喉。遵循天长地久的
老一辈人亦会觉得讶异，这也是 Z 对 A
说的：“这件事……对双方父母伤害是
最大的。”接着他补充道，“离婚是我
主动提出来的。因为我实在受不了那种
家庭生活。那……不是我想要的。”
她知道他肯定会接受自己。那曾经
在办公室多次的眼神接触、暗中的试探
、零星的交谈都不是空穴来风。写字楼
内密闭的空间让人与人之间的雷达变得
异常敏感，尤其是那次会议——A 被一
个小领导硬拖着去参加，抱着电脑刚推
开门就迎上了 Z 的目光，他是此项目的
得知 Z 离职是在两个礼拜前的某天 负责人。看到 A 推门而入，他停下手中
的 PPT 翻页笔，不忘向甲方介绍：这是
早上。
中午时，A 躲进 32 层的女厕所哭了 我的同事 A。

A 在等一个人的信息。
已经快一个月了。
早上八点半上班。CBD 区域某写字
楼的 33 层。顶上的日光灯每个工位一
盏，低低地压将下来，把人照得脸色发
黄，就算头天用了最好的面霜依旧觉得
自己面目可憎。还没从早起的浮肿中缓
过神来，就得对着电脑十指如飞。今天
是给大领导汇报的日子。
A 今年 29 岁，外地人。因为专业不
对口，塞进这个部门之后只能当“边角
料”处理——“高级打杂”。订会议室
、拿文件、找领导签字所有细枝末节的
事情她都得照顾到。总经理还总担心她
的工作量不够饱和。
一次总经理给她发信息让拿两支激
光笔过来，也没说在哪个会议室。等她
找到激光笔再找到会议室已经过去十分
钟。站在门口只看得总经理冷着一张脸
说：不用了，那谁早就拿过来了。
没有地缝可以让她钻进去。
今天的汇报写着八点半开始，所有
人挤在七平米的会议室里提前十五分钟
就等着。A 在赶往会议室的路上，迅速
瞟了一眼曾经属于 Z 的工位——已经空
了一个多月了，他的工牌还挂在那里。
大领导推开玻璃门走进来，她的脸
色比身上的套装颜色还暗。她一坐下会
议室顿时就满了。
“不行……这两页全部给我删掉。”
“不用给我解释这个。多余！”
她的声音略哑但语气坚定。最近公
司业务受到经济形势、国家政策的影响
，已经开始大幅缩减。
A 汇报的声音愈发变得断断续续，
像一只快没水的笔在纸上迟疑。这几十
页 PPT 每个人负责一部分，她做的是最
后几页。一连串挨个说下来到后面大领
导基本已经没有耐心再听了。
她窘得不行，整个背压得更低了。
大领导的年纪可以当她妈。她觉得自己
不仅在工作上被否定，连带着在其他方
面，还在接受双重否定——一个年长的
女性总是会对比自己小的女性，有诸多
的不满意。
她成了多余中的多余。

璃门，如果走太快容易被门撞到、离得
太近它又会自动停运。走出这扇门，她
花了一些时间。就在这时她想到了 Z
（她必然会想到），他也曾每天出入这
扇门。
那为数不多的一次中午，她遇见他
和其他两个男同事，她同时和他们仨打
招呼。只有 Z 莫名其妙地脸红起来，目
光跳动，不敢看她的眼睛。在大庭广众
下当着其他人的面脸红，也不知旁边两
人有没有察觉。
当时他们四人鱼贯而出通过这扇玻
璃转门。她跟在最后面，看着 Z 穿着藏
青色西装宽阔的后背，离得很近，她突
然反应过来，他竟这么高。
神经质地打开微信看看，红点没有
出现。列表中一片平静，偶尔只有零星
跳出来别人转发的文章链接。她强迫症
似的把那些红点都点掉了。
没有回音，没有回音。
风雪又大了些，装点精致的路边灯
带下站着几对拍照的男女。这不是东北
平原上的雪，也不是西伯利亚冰面上的
雪，这是飘在北京 CBD 的雪。身边还
有行色匆匆的人，他们在赶去坐地铁，
或者找可以躲避的屋檐。
建在地铁站上的商场宛如一个精心
包装过的礼品盒，商场内暖色的灯光透
过两面落地窗蔓延到街边，路过的行人
都染上了一层橘色的光晕。高架桥上车
水马龙，红橙两色的车灯依次亮起，晚
高峰开始了。整个城市在漫天的风雪中
开始迷离起来。
A 踩着湿漉漉的地面，眼见着周围
A 袖着手、哆哆嗦嗦地走进旋转玻

那是有史以来 A 和 Z 开的最长的一
个会，他们面对面坐着从下午三点直到
晚上八点，虽然还有其他人。
但她不知道的是 Z 会毫无征兆地突
然消失。其实仔细想想，那天晚上他的
迟疑犹豫、离职后自己创业的压力和艰
辛，还有最后一次发给她微信内容都在
隐隐释放着信号。只是那时的她独自向
往着爱河、准备大张旗鼓往下跳，对方
却单方面掉线，到头来发现原来不过是
场一个人的游戏。
结过婚的男人自然比不得高中男孩
，这一切对他来说没什么新鲜。
那么骄傲的一个人，连 Z 自己都说
从小到大学业事业样样顺风顺水，唯独
这件事算磕绊了一跤——他还在舔舐伤
口吧？像只躲起来的兽一般。给他发的
几条微信都没有回音。不能再发了，再
发就真的低到尘埃里——A 打了几行字
的手指停了下来，按回车键把那些都删
除了。
今天和明天没有什么两样，据说还
要下雪。
“裁员名单……明天就要出来了！
”旁边传来一阵骚动，两个女同事在低
头咬耳朵，说完后还偏头看看 A 的反应
。
A 朝他们礼貌地笑笑，把灰蓝色羽
绒服的拉链紧了紧。她知道自己大概率
会出现在裁员名单上……刷卡、出闸机
，外头的风一下灌了进来。所有人的头
发都被吹了起来。

变得越来越白的一切，她抬起了头来，
任由雪花飘进眼里。
“你的沉默就是星星的沉默，遥远
而明亮。
我喜欢你是寂静的，仿佛你消失了
一样，
遥远且哀伤，仿佛你已经死了。”
这几句来自智利诗人聂鲁达的《我
喜欢你是寂静的》，原文是西班牙文，
还被翻译成英文、法文好多版本。
就是那天晚上，她差点忍不住发给
他。“仿佛你已经死了。”这句话时时
在她脑海中闪现。其实，后面还有两句
：“彼时，一个字，一个微笑，已经足
够 / 而我会觉得幸福，因那不是真的
而觉得幸福。”
A 不再任由雪花掉进她头发的缝隙
里，她罩上了羽绒服的帽子，帽子边缘
有一圈淡粉色的貉子毛。整个人包到最
后只剩一双眼睛。
这个繁花似锦的地方，高楼林立。
晴天时那些玻璃外墙在日光的照射下，
发出锐利的光芒，不可一世。个人的悲
喜早就被这日复一日喧嚣的浪潮给吞没
了，无数他和她的故事，每天都在上演
。然而日子还在继续，它坚硬如铁，它
将长长久久地继续下去。
远远看去，她就是一个灰白色的点
。
“今天和明天是没什么两样的。可
明天，明天又是另外一天了。”
她紧了紧领口，确定不会有风再漏
进来。这么想着，快步走进了风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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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經濟的變動下 房地產投資商機好
Edward Wang專精房屋買賣及投資
Wang 專精房屋買賣及投資 眼光獨具
這幾年休斯頓的發展非常的快，無
論 是 在 糖 城 、 凱 蒂 、 Cypress 或 者 是
Woodlands 都有很好的發展。房子無論是
外觀設計、或者是內部的裝潢，都美觀
大器，讓人看到就會很喜歡。在美國其
他城市買百萬以上的房子，不如在休斯
頓買一個房，還有多的款項可以投資或
運用。休斯頓交通便利，有國際氣概，
具有投資的價值，加上氣候溫暖，對老
人家好，是退休聖地；也是養娃的好地
方，不僅學區佳，還有許多華裔的世界
冠軍者所辦的學校，是其他城市難望其
項背的。
分享投資經驗與心得
Edward 因成長環境以及愛好，他自
己本身有做地產投資，對房地產領域一
直有所研究，他不吝將自己的經驗與心
得真誠分享、並將地產業資訊散發給朋
友，讓朋友們都有可圈可點的收穫，當
他最後真的踏入地產業，很快地，便用
自己獨特的方式闖出一片天。
以客戶的角度來考量
和 Edward 接觸過的人都會覺得，他
態度非常的溫和親切，做事很認真。他
把客戶看做朋友，能夠將心比心，他能

(本報休斯頓報導) 自從新型冠狀病
毒爆發之後，很多人感嘆局勢的變動、
經濟的起伏，股市大跌，不少行業也一
蹶不振，那麼，應該如何選對穩定的經
濟投資來源呢？自疫情擴散後，許多人
發覺，需要有自己獨立安全的空間，住
在眾多人口往來的公寓並不安全，許多
公共設施都無法避免與其他人接觸，因
而選擇搬出公寓，買自己的房子，房地
產需求量輾轉增加許多。

無論買房子或是投資，能夠找到一
位值得信賴的經紀人極其重要，在諸多
繁雜過程中能放心，房子是累積財富的
方法之一，有土斯有財，好的經紀人有
投資眼光，知道潛力地段在哪裡。筆者
就認識這麼一位休斯頓的優秀地產經紀
人，他叫做 Edward Wang。他於首屆金
鷹地產“奧斯卡”中，獲得 「傑出服務
獎(Outstanding service award)」，客戶對
他稱讚有加，還會推薦新的客戶給他，
可謂深得客戶之心！
休斯頓房地產的趨勢
Edward 有 IT 背景，擅長用大數據分
析趨勢。他表示: 最近因為新型冠狀病毒
的疫情，考慮買房子的民眾增加許多，
加上現在利息往下調，是買房與投資的
好時機。投資人把房屋管理交給房仲，
不用操心，就可以等著收房租，一切都
有專業系統管理，安全又省心。

體會到買賣房子是人生的大項目，經紀
人要站在客人的角度理解住戶或投資的
需求，用他們的角度來看，最需要的是
什麼？同時，客戶已經把一切託付給房
仲 ，房仲們需要更加用心的幫客戶仔細
注意買賣房子的細節，跟客戶一起衡量
分析所有的交易，提供他們房地產最新
的消息，所有的事情都用客戶的角度來
考量 ，一點都不可耽誤。
口碑超好
在住宅房地產領域，每一個合作都
有評分，在休斯頓這麼多地產經紀人中
，Edward 的評分非常的高，並且口碑相
傳，因為他盡力的幫助客戶達成夢想，

每一筆成交都代表他
所費的心血與努力，
佳評是一點一滴的累
積出來，他的評分這
麼高，絕對是實至名
歸。
在 Houston Association
of REALTORS 的網站
www.har.com 中，每筆
合作都會評估經紀人
，包括能力、專業知
識、溝通互動、客戶
經驗等，買主的第一
手經驗積累每個經紀
人的評分，我們發現
，Edward Wang 在所有項目都是滿分，
顯示客戶對他百分之百的滿意，難怪客
戶都樂於推薦他。
一位客戶與 Edward Wang 合作之後
，他說，Edward Wang 的表現非常出色
。 他很專業，知識淵博，每當需要他時
他都立即回應。他幫助我們與建商之間
達成很好的協議，並在整個購買過程中
，耐心地幫助我們。他是個真正的專業
人士，真是一個很好的人，我們會毫不
猶豫地將他推薦給我們的朋友！
從這位買家的分享中不難發現，
Edward 非常用心，讓買房者經歷一段愉
快又放心的旅程。
很多的客戶買房子，多半是是第一
次，在買房子時他們會有諸多的考量，

包括在產權、保險、貸款等等方面，
Edward 都會盡量幫助他們，甚至打電話
去問這些公司的進度，盡量讓整個流程
更順利，並且克服一些面臨到的問題。
有時候建商需要花更長的時間才能蓋好
房子，買家會擔心，這時候 Edward 也會
安撫他們。如果房子交易中途有一些問
題發生，他也會跟客戶商量討論，如果
發現並非很好的投資，Edward 會從這個
項目拉出來，避免客戶進一步的損失。
他不以賺錢為目的，不該賺的錢就不賺
，以客戶為優先。
Edward 專精於房屋買賣、投資、物
業管理，包括商業及住宅。連絡電話:
832-453-8868。 電 子 郵 件: realtoredwardwang@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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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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南紀念家庭全科

皮膚
疾病

吳沛桓
醫生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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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Y家庭全科及急症
主 治
高 血 壓

急 症

婦 科 病

感 冒

尿 路 炎

糖 尿 病

兒 科 病

咽喉痛

關節注射

高 血 脂

老年癡呆

鼻竇炎

動物抓咬傷

常見皮膚病

骨質疏鬆

腹 瀉

清創縫合

皮膚活檢

憂 鬱 症

角膜異物清除

移 民 體 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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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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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832)433-7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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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03FA_JY顧瑛567B_8

美南新聞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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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XIN LU, M.D

Board Certified by ABIM

（牛皮癬，慢性濕疹，
老年性皮膚瘙癢和白癜風）。

7850 Parkwood Circle Dr, B6 Houston.TX 77036
D03-FA_YiZhouMD周藝_16C_2467

我們的新網站

www.sc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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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thern News Group

美南人語

美(南人語）））

星期日

看美國NBA東西岸一哥大戰

楊楚楓
3 月 6 號起， 筆者任職的美國校區，
讓我們教職員工及師生，歡渡一年一
度的春假（Spring Break)，為期 9 天。
以往這段光景，大家都會安排出外旅
遊，或坐遊輪、或乘飛機、或是自行
駕車，走進浩瀚綠波中，飄浮藍天白
雲上、駛進叢林深處，享受大自然的
美景。今年則大相逕庭，難有往昔的
情懷，為的是旱世難見的新冠狀病毒
，繼 2 月份橫掃中國大陸之後，3 月
初已悄然走到美國大地上來。我們原
先預期的旅遊計劃，被迫取消。退而
求其次，我只好轉看一向喜愛的
NBA 籃球賽，以作為假日的充電節目
。
剛巧碰上湖人主場對公鹿，上演
東、西岸一哥大戰。當然是不容錯過
。湖人乃加州洛杉磯的籃球隊，它們
的代表性球衣的顏色是紫金色，因此
球迷均稱他們為紫衣大軍。我雖然長

居休斯頓 40 年，當然永遠支持我市的
火箭籃球隊。不過除卻地主隊之外，
湖人也是我心儀對象。原因是湖人所
在的洛杉磯城中，既有我家人，也有
我不少親友聚居於此。更有 NBA 虎
將，被球迷稱作 「大帝」的有勒邦占
士 士 （LeBron James） 在 隊 中 。 是 以
對該塲湖人主場對公鹿的比賽，守在
電視機前面，靜觀戰況。勒邦占士攻
入全場最高卅七分，助球隊以一百一
十三比一○三力克公鹿。湖人主帥霍
格賽後指大帝的表現，遠超預期。
西岸一哥湖人在自家門前鬥東岸
一哥公鹿，被外界視為今年 NBA 總決
賽的前哨戰。客軍由字母哥領軍，與
米杜頓、盧比斯等射手群組成正選五
虎。湖人強陣應戰，勒邦占士及一眉
領銜正選陣容。
力爭最佳常規賽戰績的公鹿有字
母哥強殺籃下得分，湖人開局首三分
鐘僅得麥基灌籃取得兩分，但 D 格連
及時挺身而出，命中三分彈，大帝及
一眉也在顏色地帶,成功得分，首節追
至十九比廿二。身為東岸一哥，公鹿
自然有秘密武器，“高射塔”盧比斯
及高華在三分線上發力，但湖人則有
十一分的古斯馬及攻入全場最高卅七
分的勒邦占士還以顏色，雙方半場戰
成四十八平手。

政
政海
海 土耳其放難民 向歐盟施壓
楓
楓聲
聲 楊楚楓

二月二十八日，土耳其
突然宣佈將開放邊界，讓
滯留境內的敘利亞三百七
十萬名難民，有機會進入歐洲希臘國土，這樣一來，不僅僅是希
臘一國，連整個歐盟會員國，會馬上再度陷入難民危機。
這對聚集在土耳其邊境的敘利亞難民而言，被迫變成國家間
地緣博弈的“棋子”，這只會進一步加劇他們的苦難。
根據聯合國難民署三月三日估計，已有大約兩萬名難民，來
到土希邊界土耳其一側。希臘政府發言人指出，土方的非法入境
者，經過精心策劃，大規模衝擊希臘邊界，這是受到土耳其的
“指導和鼓勵”。土耳其政府不但沒有控制難民和非法移民的偷
渡行為，反而自己成了最大的“蛇頭”。希臘政府三月一日晚決
定，將邊境防禦等級，提升至最高級境界，從當日起一個月內，
不再接受任何非法入境者提交的庇護申請，非法入境者將被立即
遣返回原籍國中去。
三日，歐盟“三巨頭”——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歐洲
理事會主席米歇爾、歐洲議會議長薩索利，以及歐盟輪值主席國
克羅地亞總理普連科維奇、副總理兼內政部長博伊諾維奇，“旋
風式”訪問希臘邊境地區，支持希臘應對不斷加劇的難民危機。
土耳其方面四日表示，要想解決難民問題，歐洲國家必須
支持土耳其為敘利亞“政治和人道主義解決方案所做的努力”。
此前，土耳其拒絕接受歐盟劃撥的十億歐元援助難民追加撥款。
土國此次放開邊境管控的理由是，歐盟沒有遵守雙方二○一
六年締結的難民公約，其承諾撥付給土耳其的六十億歐元款項只
到位了一半，土耳其為應對湧入國內的難民，則已花費四百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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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邊後，雖然被譽
為勒邦占士接班人的字
母哥接連搶分，嘗試奪
回場上主動權，但湖人
在第三節上演紫金一波
流，大帝及一眉包辦十五分，其中勒
邦占士更憑罰球,達成 NBA 聯盟史上
最年輕獲三萬四千分的里程碑，成功
逆轉局勢，領先公鹿八十七比七十六
。
之前受連場激戰影響，下半場開
始時，勒邦占士在場下休息，主將之
位，由戴維斯接過火力權。他不負所
託，貢獻全隊次高的三十分，終場助
湖人球隊保持領先優勢，以一百一十
三比一○三擊敗公鹿。
大戰結束後，有綫電視台體育女
記者走向湖人主帥霍格，訪問他對本
塲比賽的觀後感。主帥大讚勒邦占士
：“我很坦白地說，我在執教前，從
未料想勒邦占士會有這樣的表現。他
已經是個卅五歲的球員，精力應該開
始走下坡。想不到他對聯盟及球隊，
仍然有很大的影響力，他在湖人隊內
成功團結全隊球員，讓我們紫衣大軍
成為常勝之師。球隊近期的戰績也反
映出團隊的力量，勒邦占士讓所有人
都達成共識，也支持教練團的工作，
他不僅僅是一個出色的球員，他更似
一個球隊中的領導人，帶領團隊走向
正確的方向。”
湖人今季大換血，簽入 「一眉」
戴維斯後成為總冠軍大熱，回想去季
，湖人仍是支季後賽資格也拿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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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隊。占士在上季聖誕大戰腹肌溝受
傷，幾乎遇上其生涯最嚴重的傷患，
加上去季主力朗素波爾（Lonzo Ball）
和 恩 格 林 （Brandon Ingram） 接 連 受
傷，占士最終未能帶湖人走出連續 6
季無緣季後賽的命運。去年 3 月下旬
，湖人已知道己隊與季後賽無緣，占
士就發誓說：今季必領湖人入季後賽
： 「相信我！我向湖人承諾。這個魔
咒（湖人不入季後賽）不會持續很久
。我發誓！」另外，湖人已正式簽下
迪安韋達斯（Dion Waiters），他將披
上 18 號球衣，跟勒邦占士並肩作戰。
欣賞過這樣出色表演的球賽之後
，在我內心深處，突然昇起另位
NBA 的天皇巨星高比拜仁來。這位經
己退休的湖人宿將，一生全為洛杉磯
湖人隊效力，曾力拼奪得多屆 NBA 冠
軍, 戰績輝煌，贏得加州、美國、遠
自中國大陸球迷的擁戴。可惜天公作
弄，才過新年不久，竟然坐上失事飛
機，與其女兒一度，魂斷山谷，引起
全球球迷悲傷不已。大帝勒邦占士及
飛人米高佐頓，也是他的擁躉，消息
傳出，大家均傷心下淚！
由湖人隊，我又想到 NBA 跟中
國大陸的關係。NBA 總裁阿當施華
（Adam Silver）上周六在明星周末記
者會上承認，自去年火箭總經理莫利
（Daryl Morey） 發 出 撐 港 言 論 後 ，
NBA 遭到中國封殺，聯盟估計蒙受數
以億計美元的經濟損失。施華又承認
，來季可能無法如以往一樣，到中國
進行季前熱身賽。不過施華強調，雖

元。

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辦公室表示，埃爾多安於五日曾
經致電德國總理默克爾，並表示土耳其與歐盟二○一六年
簽署的難民協議，已經不再有效，需要重新修訂。
大批難民湧至歐盟邊境，無疑會讓人們擔心二○一五年難
民危機重演，那次危機造成的嚴重後果，至今仍讓人心有餘悸。
英國脫歐、民粹主義泛濫、歐盟凝聚力降低、安全形勢惡化等困
素，困擾歐洲的許多問題，都和難民危機有千絲萬縷的關係。目
前歐盟需要出盡全力, 來維護與土耳其的合作關係，控制難民潮
，但根本出路，是緩解敘利亞局勢，使該國早日重歸和平。敘利
亞、阿富汗及中東部分國家持續動盪，西方國家難辭其咎，該是
承擔責任的時候了。
其實歐盟不是無心處理難民問題，而是無暇兼顧難民問題。
因為新冠病毒，正侵蝕歐洲、侵襲全球。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
德塞三月十一日說，新冠肺炎疫情已具有大流行特徵，並宣佈將
疫情定為大流行級別。
世衛組織助理總幹事、資深流行病學家艾爾沃德本月早些時
候接受了美國 VOX 新聞網採訪，總結中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
經驗。他特別提到，中國的衛生部門做好了快速檢測和快速響應
系統等相應的準備，扭轉了疫情局面。
艾爾沃德本月早些時候接受了美國 VOX 新聞網採訪，總結
中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經驗。他特別提到，中國的衛生部門做
好了快速檢測和快速響應系統等相應的準備，扭轉了疫情局面。
艾爾沃德說，“中國展現出的應對方式是，只要冷靜下來，
着手系統地鎖定病例，追蹤接觸者，就能夠扭轉疫情，緩和局面
，防止更多的人生病和死亡。”
艾爾沃德在採訪中說，“確保民眾了解這個病毒，確保公共
衛生系統機制能與民眾快速互動。確保公共衛生設施能夠查詢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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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眼下未有任何具體時間表，他相信
NBA 很快可與中國恢復正常交流。
記得莫利去年 10 月在 Twitter 聲
援香港人爭取民主，引發出一場巨大
政治風波，大批中資企業，紛紛凍結
或終止對 NBA 的贊助，中國中央電視
台，亦禁播 NBA 賽事，令聯盟來季的
薪酬上限，亦因為預計收入減少而下
調。阿當施華透露，相關經濟捐失，
約為 4 億美元，不過他強調，願意為
守護制度與價值而承受財政損失，但
不代表就此撤出中國市場。
除政治因素外，近日爆發的武漢
肺炎疫情，亦令 NBA 重返中國再添不
明朗因素。施華承認，他正努力爭取
在今年夏天 7 月，讓美國男籃到中國
備戰東京奧運，以及爭取在 10 月，到
中國訪問，為下一年度的 NBA 到中
國大城市進行季前賽，作出討論。按
照初步計劃，美國男籃會在 7 月拉隊
到上海集訓一周，並可能會約戰法國
男籃熱身。施華暗示，假如 7 月美國
男籃能夠成行，NBA 便可能毋須派隊
訪問中國。
施華指 NBA 一直有與中方接洽，
但暫時仍未知道對方何時才會撤銷封
殺令，特別是因為涉及到中央電視台
。施華承認事情並不在其控制之中，
但他相信在巨大的潛在商業利益驅動
下，雙方的交往，應該有所轉變，很
快便會回復正常。這對我及廣大華人
球迷來說，應該是個好消息呀！

例、鎖定密切接觸者並確保他們都處於監控中，這就是中國應對
疫情九成的內容了。”
本月四日，艾爾沃德在接受《紐約時報》專訪時也具體介紹
了中國衛生部門高效使用 CT 機器和拭子檢測幫助確診病例。針
對美國民眾普遍關心的治療費用問題，艾爾沃德也做了一番對比
：中國政府明確表示測試是免費的。確診患者的醫療保險滿額後
，國家會承擔治療費用。
在艾爾沃德看來，“（中國人民）被動員起來，就像在戰爭
中一樣。他們真的認為： 自己站在第一線上，這是在保衛中國
其他地區乃至整個世界。”
儘管病毒的傳播速度在中國已經得到了控制，但這場疫情遠
未過去。正如艾爾沃德在採訪中所言，現在其他國家需要“改變
思維”，進行準備規劃和能力建設，並且迅速地採取這些措施。
“你知道中國都做了哪些工作，而且知道這些措施已經產生的真
實影響。這意味着——你的確能夠改變這一疾病的走向。”
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十日在接受新華社記者採訪時說
，中國近期新冠肺炎病例數下降趨勢明顯，疫情局勢實現逆轉，
病毒正在退卻；國際社會應充分利用中國爭取來的“機會窗口”
，盡早遏制病毒傳播。
他認為，這一成果應歸功於中國政府的領導以及人民的配
合。“如果沒有來自政府的堅定承諾，沒有（人民）強有力的配
合，是不可能實現的。當任何國家這樣做的時候，它們就可以控
制這種病毒的暴發。這也是我們現在要對世界其他國家所說的。
”
譚德塞重申，新冠病毒傳染性很強，是一種新病毒，但仍然
可以控制。“我們迄今從中國獲得的經驗是，遏制是可能的。”
中國的成功，歸功於中國政府與中國人民！

時事圖片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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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東南部暴雨引發泥石流 救援人員徒手搜救

迪士尼樂園繼續暫時關閉

上海迪士尼小鎮重新開放後迎來首批遊客

通體青藍美麗而夢幻
澳大利亞彩虹海灘發現銀幣水母
海洋生物學家勞倫斯海洋生物學家勞倫斯
-舍勒
舍勒(Lawrence
(Lawrence Scheele)在澳大利亞昆士蘭彩虹海灘
Scheele)在澳大利亞昆士蘭彩虹海灘
的壹個潮池中偶然發現了它，銀幣水母
的壹個潮池中偶然發現了它，
銀幣水母，
，它是壹種嬌小而迷人的海洋生物
它是壹種嬌小而迷人的海洋生物，
，漂浮
在小潮池中，
在小潮池中
，身上有壹種令人興奮的藍色
身上有壹種令人興奮的藍色。
。

綜合經濟

銀行優化負債結構
還有哪些抓手

近日，央行印發了《中國人民銀
行關於加強存款利率管理的通知》(下
稱《通知》)，在整改靠檔計息等不規
範定存產品的同時，人民銀行指導市
場利率定價自律機制加強存款利率自
律管理，將結構性存款保底收益率納
入自律管理範圍。
市場利率定價自律機制不是對所
有存款產品都進行約束，此前，結構
性存款和各類創新型存款品種成為銀
行回避自律機制約束，進而高息攬儲
的重要產品。為了打擊高息攬儲，去
年底，監管機構就已明確叫停銀行靠
檔計息存款產品。
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副主任曾
剛對第壹財經表示，監管加強對存款
利率的管理可以提升利率環境和政策
的有效性，引導銀行降低負債成本，
推動利率市場秩序更加規範。
結構性存款保底收益率納入自律
管理範圍
央行近日下發《通知》，再次強
調各存款類金融機構需按要求整改定
期存款提前支取靠檔計息等不規範存
款“創新”產品；同時，人民銀行指
導市場利率定價自律機制加強存款利
率自律管理，將結構性存款保底收益
率納入自律管理範圍、將存款類金融
機構執行存款利率管理規定和自律要
求情況納入 MPA。
市場利率定價自律機制成立於
2013 年 9 月 24 日，是由金融機構組成
的市場定價自律和協調機制。市場利
率定價自律機制在符合國家有關利率
管理規定的前提下，對金融機構自主
確定的貨幣市場、信貸市場等金融市
場利率進行自律管理，維護市場正當
競爭秩序，促進市場規範健康發展。

款利率能夠形成同步的趨勢。
但業內人士指出，雖然近期資產
端利率在央行的引導下逐步下調，但
由於銀行負債端(存款)競爭扭曲，給貨
幣政策傳導帶來影響。
這其中，既有理財產品給居民造
成的高收益率慣性導致，也有銀行出
於各種原因對存款有過高需求、願意
付出更高成本的原因。
比如，壹位城商行人士對第壹財
經記者表示：“為了競爭存款，城商
行是夾縫中生存。現在監管措施出來
後，靠檔計息的產品已經全部叫停，
造成存款搬家的現象，攬儲困難。”
曾剛則對記者表示，壹方面，老
百姓過去習慣了高收益無風險的理財
產品，資管新規的目的就是要打破剛
性兌付，逐步消退市場競爭扭曲帶來
的影響；另壹方面，也有銀行對存款
有更高的要求和渴望，其中壹些是源
於思維慣性，認為存款拉的越多越好
，另外壹些銀行則是因為資產端問題
，亟需流動性支持，以確保流動性安
全。
“我們的客戶基本是 60 多歲的老
年人，平時不急用錢。城商行高利率
的存款產品壹般都是長期的，之前利
息收入好點容易吸引儲戶，現在‘靠
檔計息’壹停，很多客戶覺得自己存
短期、利率差別不大就會存到國有銀
行，畢竟國有銀行信用度高，而且存
取也比較便利。”上述城商行人士表
示。

早在去年，監管就已要求銀行立
即停止辦理關於定期存款提前支取靠
檔計息的相關業務，並逐步壓縮該類
業務存量，到 2020 年底過渡期結束後
，該類產品余額為零。
市場分析認為，結合此前禁止假
結構性存款的要求，此次《通知》將
結構性存款保底收益率納入自律管理
，同時將利率管理規定執行情況納入
MPA 定 價 行 為 管 理 ， 是 環 環 相 扣 的
“三連擊”。
金融監管研究院分析認為，結構
性存款的保底收益納入每月的自律監
測範圍，意味著如果銀行結構性存款
保底收益太高就會被認定為違反自律
規定，同時 MPA 的定價行為是壹票否
決，可能納入 C 檔受央行嚴厲監管措施
。但是如果想要通過產品設計變相繞
開這些限制，同時也會面臨央行和銀
保監會對假結構性存款的監管處罰。
此前，由於資管新規對銀行保本
理財的限制等多種原因，結構性存款
成為銀行的攬儲利器。
對此，金融監管研究院分析稱，
過去，“結構性存款”是各大商業銀
行力爭的主要發力點，銀行“假結
構 ”產品層出。若沒有監管部門引導
，銀行恐難主動放棄這種高息攬儲的
方式。
申萬宏源證券分析師馬鯤鵬認為
，此次央行嚴格約束保底收益率是在
理性看待存款搬家
此前合規、流程監管的基礎上，在收
在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背景下
益率這壹環節規範結構性存款、做實
，
壹
系列信貸措施相繼落地，降低
真結構，真正體現結構性存款“保底+
實
體
經濟融資成本，加大對企業扶
或有”的收益率特征。
持力度。但由於受到銀行負債端成本
的影響，社會融資成本的下行存在壹
高息攬儲或因資產端問題
正常情況下，在利率市場化的環 定阻力。
金融機構則面臨馳援實體經濟和
境中，如果利率傳導機制有效，存貸

負債端高成本的雙重壓力。多位市場
人士建議應下調存款基準利率、降低
銀行負債成本，進而改變利率傳導不
暢的現狀。
近期，央行副行長劉國強表示，
存款基準利率是我國利率體系的“壓
艙石”，將長期保留。未來人民銀行
將按照國務院部署，綜合考慮經濟增
長、物價水平等基本面情況，適時適
度進行調整。
不過，也有擔憂認為，下調存款
基準利率會進壹步影響商業銀行的吸
儲能力。曾剛認為，需理性看待銀行
存款搬家的現象。壹是，銀行要建立
基於盈利能力的經營理念。從長期看
，發展的質量是優於規模的，“不是
存款越多越好、規模越大越好。”
他表示，除了價格外，銀行還
要提高綜合服務能力、提高客戶滿
意度及粘性，從而提高存款的穩定
性，“單靠收益率去影響客戶是不
穩定的。”
近日，央行印發《關於做好疫情
防控特殊時期利率相關工作的通知》
，允許銀行業金融機構通過發行疫情
防控專項同業存單來募集資金，專項
用於支持疫情防控有關企業的貸款投
放。
目前，多家銀行先後發行了抗疫
同業存單，發行成本低於同時段的同
業存單。交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級研究
員陳冀此前表示，銀行發存單的第壹
個目的肯定是負債端補充資金，為信
貸投放做支撐。
曾剛認為，銀行應提高資產負債
管理能力，優化負債結構，從而合
理有效降低綜合融資成本。比如可
以適度的通過同業存單等方式，用
多元化、市場化的資金來源來彌
補 。“適當範圍的主動負債是銀行
資產負債管理壹個非常重要的手
段 。”曾剛稱。

蓋茨基金會等聯合推出
新冠肺炎治療加速器

高息攬儲遭三連擊

綜合報導 比
爾及梅琳達· 蓋茨
基金會、惠康基金
會 和 萬 事 達 卡 10
日共同對外發布
“新型冠狀 病 毒
肺炎治療加速器”
(COVID-19 Therapeutics Accelerator)
，承諾投入高達
1.25 億 美 元 種 子
基金，通過篩選
、評估、開發和
規模化推廣新冠
肺炎的治療方法
，加速對於疫情
的應對工作。
據悉，三家
合作夥伴承諾為
資源匱乏的國家
和地區提供公平
可及、價格可負
擔的產品。新冠
肺炎治療加速器
的短期目標是通
過加快新藥研發
、評估老藥新用
和生物制劑讓新
冠肺炎患者盡快
得到治療，長期
目標是為其他病
毒性疾病尋找到
治療方法。
蓋茨基金會
和惠康基 金 會 各
承 諾 投 入 最 高 5000 萬 美 元 ， 萬 事 達 卡
公 司 承 諾 投 入 最 高 2500 萬 美 元 ， 用 於
該合作機制啟動初期的工作。蓋茨基
金會此次宣布的投入是 2 月宣布的為
支 持 抗 擊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投 入 最高 1 億美
元贈款的壹部分。
新冠肺炎治療加速器將與世界衛生組
織、各國政府、私營部門的資助方和相關
機構 、 全 球 監 管 和 政 策 制 定 部 門 通 力 合
作 。 借 助 在 2014 年 埃 博 拉 疫 情 中 獲 得 的
經驗，這壹合作機制將覆蓋從候選藥物篩
選、生產到規模化推廣的全部環節，通過
共享研究成果、協調投資和匯聚資源來加
快藥物研發進程。
該合作機制將針對研發過程的關鍵
環節進行快速、靈活的資金投放，降低
開發抗擊新冠肺炎和其他未來可能出現
的疫情的新型藥物和生物制劑的風險，
並保障資源匱乏國家的藥品可及性。

﹁

﹂

美南電視介紹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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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了，我的家》

節目介紹

美南廣播電視台
看電視聽廣播
重磅推出的一檔全球華人家庭文化傳承節目。

美南國際電視STV15.3為方便觀眾收看，
節目介紹： 「電視廣播合為一體」
《謝謝了，我的家》是央視四套中文國際頻道重磅推出的一檔全球
不需任何付費，
觀眾可24小時直接收看及收聽該頻道，
華人家庭文化傳承節目，它以不同人物的真實故事，展現中國人心
行車間也可方便收聽，輕鬆獲取美南電視節目
靈深處最柔軟的地方——家，在眾多文化類清流節目中形成一股獨
以及各類國際、社區重大資訊。
特的暖流。本期節目主要內容：鐘南山自曝童年“糗事” 父親一句
話點醒人生 逗趣楊家父子把歡樂當做一輩子的手藝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播出時間：

觀眾只要掃描報上的二維碼，

每週日中午12:30首播，重播時間為每週日晚上9:30，
就可連結到美南國際電視，
以及週一早晨8:30。 直接在手機上觀看STV15.3。

▲ 節目截圖

美南廣播電視台

1. 掃二維碼(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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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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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節目截圖

《文華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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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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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南大咖談》報紙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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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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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新聞面對面》

3. 下載Apps收看：

美南國際電視最新訪談欄目

可在蘋果商店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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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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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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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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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thern Television 15.3
美中時間

WED.

THU.

FRI.

SAT.

SUN.

9

10

11

12

13

14

15

國家回憶 (重播)

中國緣 (重播)
生活 (重播)

中華情 (重播)

遠方的家 (重播)

02:00-02:30
02:30-03:00

03:30-04:00
04:00-04:30

06:30-07:00

中國地名大會 (重播)

今日關注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今日亞洲

中國輿論場 (重播)

美南大咖談 (重播)
中國文藝 (重播)

05:30-06:00
06:00-06:30

生活 (重播)

中華醫藥 (重播)

海峽兩岸

04:30-05:00
05:00-05:30

體育報導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直播)

中國地名大會 (重播)

03:00-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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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文藝 (重播)

美南大咖談 (重播)

00:30-01:00

01:30-02:00

可在蘋果商店搜尋

3/9/2020 -3/15/2020

TUE.

00:00-00:30

01:00-01:30

3. 下載Apps收看：

2020年3月份 電視頻道節目表

MON.

洋言洋語 (重播)

中國緣 (重播)
生活 (重播)

中華情 (重播)

遠方的家 (重播)

體育報導 (重播)

中華醫藥 (重播)

幸福來敲門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中國輿論場 (重播)

07:00-07:30
07:30-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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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國家回憶 (重播)

08:00-08:30
08:30-09:00

海峽兩岸 (重播)

09:00-09:30

今日關注 (重播)

09:30-10:00

今日亞洲 (重播)

10:00-10:30

美南大咖談 (重播)

10:30-11:00
11:00-11:30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11:30-12:00
12:00-12:30

記住鄉愁 (重播)

12:30-13:00

洋言洋語 (重播)

13:00-13:30

幸福來敲門 (重播)

13:30-14:00
14:00-14:30

中國文藝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中國緣 (重播)
生活 (重播)
中國輿論場 (重播)

14:30-15:00

中華情 (重播)

遠方的家 (重播)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記住鄉愁 (重播)

國家回憶 (重播)

中國地名大會
體育報導 (重播)

中華醫藥 (重播)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記住鄉愁

幸福來敲門 (重播)

中國輿論場

洋言洋語

海峽兩岸 (重播)

15:00-15:30
15:30-16:00

今日關注 (重播)

16:00-16:30

今日亞洲 (重播)

16:30-17:00

美南大咖談 (重播)

幸福來敲門

央視國際新聞

今日環球

17:00-17:30
17:30-18:00
18:00-18:30
18:30-19:00

美南新聞聯播 (直播)

中國文藝

國家回憶

19:00-19:30
19:30-20:00

中國緣

20:00-20:30

生活 (重播)

20:30-21:00

中華情

遠方的家

體育報導 (直播)

生活

今日關注

21:30-22:00

今日亞洲

中國地名大會 (重播)

記住鄉愁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22:30-23:00
23:00-23:30

中國輿論場

外國人在中國

海峽兩岸

21:00-21:30

22:00-22:30

中華醫藥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幸福來敲門 (重播)

中國文藝 (重播)

23:30-00:00
電視台保留變更節目權利，以實際播出為準。

Updated as:

3/6/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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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文化
躍動都市

■責任編輯：何佩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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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色鹿》融合
了其他戲劇形式，
對雜技演員來說是
一項挑戰。

風尚中國
要看一個國家和地區的文明進步，必然看他們的文化生活品

味，中國內地隨全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們的文化品位提升迅

速，對於文化演出的消費習慣亦在悄然地發生改變 。在平日走進

電影院等場館觀看電影、演唱會之餘，越來越多的觀眾也開始習

慣於走進劇場，追求高雅的藝術享受。戲劇由一種小眾、難以接

近的藝術形式逐漸走向大眾，亦承載我們的傳統文化一路走出

了國門。臨近年末，又到了一年中最寒冷的日子，各大城市劇場

裡卻是高朋滿座，一片火熱。這樣的景象，一方面是由觀眾的熱

情所致，而內地戲劇文化整體水平的提升，更是功不可沒。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依江 圖：新華社、中新社

起綻放
大眾文化

戲劇與劇場生機盎然

藝

2020年3月15日

由甘肅敦煌藝術團創排的幻景式敦煌文
化雜技劇《九色鹿》近日在甘肅蘭州

▶幻景式敦煌文化雜
技劇《九色鹿》在蘭
州首演，該劇以“新
馬戲”的編排手法，
融合多種藝術形式。

以現代視角演繹傳統故事
隨着觀眾審美需求的提高，單純的雜技表演技巧已
不足以滿足他們的欣賞口味。為帶來令人耳目一新的感
受，表演者於內容上融入了雜技演出本並不具備的人物
刻畫和劇情展示，又在形式上藉助了現代化新媒體技術
的支持。正是因為該劇不同於傳統雜技表演，以“新馬
戲”的編排手法，融合偶戲、音樂劇、舞劇等多種藝術
形式，搭配鏡面舞台、全息投影、多媒體技術等高科技
來“訴說”敦煌壁畫故事，才獲得了觀眾的高度評價。
這種以現代化視角與技術去講述、解讀舊時故事的
嘗試，促成了絕佳的雙贏局面：一方面，敦煌文化的內
涵與精髓變得貼地而深入人心；另一方面，傳統、單一
的雜技藝術形式也煥發了新的生機。

首演，它也是繼《敦煌神女》《博鰲傳奇》
後，甘肅敦煌藝術團創排的第三部雜技劇，
於2020年開始進入敦煌駐場演出。

■“走四方
走四方—
—中國舞協
中國舞協‘
‘深
入生活、扎根人民
入生活、
扎根人民’
’采風創作
活動五周年紀念演出”
活動五周年紀念演出
”中由北
京舞蹈學院教育學院演出的群
舞《青稞
青稞》，
》，場面壯麗
場面壯麗，
，反映
藏族人民真實生活。
藏族人民真實生活
。

◀實驗京劇《尼伯龍根的指
環》由中國京劇藝術家與德
國歌劇演員合作演繹。

▶ 民族舞劇
民族舞劇《
《 孔子
孔子》
》中，
充滿中國元素的舞蹈演出
深受俄羅斯觀眾好評。
深受俄羅斯觀眾好評
。
◀樂團為民族舞劇《孔
子》伴奏。

▶實驗京劇《尼伯龍根的指
環》演出中，中德兩國演員配
合默契。

邁出國門水平比肩國際

扎根現實不斷創作
另一邊，“走四方——中國舞協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采風創作活
動五周年紀念演出”也於近日在北京
舉辦，集中展示了中國舞協采風創作
活動的優秀成果。演出薈萃了具有藏
族、蒙古族、壯族等民族特色的舞蹈
作品，風格各異，色彩鮮明，展現了
民族精神與時代風采。這些都是廣大
舞蹈編導工作者先後赴西藏、甘肅、
內蒙古、青海等地進行采風，親身體
驗民間生活，感受不同地域的大好河
山，從而汲取靈感，進行構思和創作
的成果。
藝術應當源於現實，創作者就絕
不能停留在自己的“舒適圈”內重複
習慣的創作題材和形式規則，而要不
斷攫取新養分，使得自己的創作具備
時代精神。這樣行走四方進行“深
扎”的創作方式，貫徹了知行合一的

理念，激勵舞劇創作者們不斷掘進認
知，砥礪向前，也帶領舞蹈藝術走向
了更加寬廣的天地。
未來與發展是如此重要，對於經
典戲劇的致敬與傳承意識，也需要在
下一代人中播種，以激發他們對於劇
場文化的興趣。在北京菊隱劇場，
“致敬與傳承”群眾戲劇展演於近日
拉開帷幕，舞台上的主角是來自北京
多家中小學的學生，亦是小小戲劇愛
好者。孩子們以稚嫩的聲線和青澀的
表演呈現了數部話劇中的經典片段，
而北京人藝（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則
承擔了從前期統籌、篩選、邀請專業
演員指導以及演出期間的舞美燈光佈
置、嘉賓點評等全方位支持，不止讓
孩子們的今次演出成為更加專業的體
驗，也為戲劇面向社會普及作出了積
極的貢獻。

■“走四方—中國舞協‘深入生活、扎根人民’采風
創作活動五周年紀念演出”中由東北師範大學音樂學院
舞蹈系演出的群舞《轉山》，充滿民族風情。

■學生在
話劇《天
之驕子》
演出前做
準備。

中國戲劇發展的一個重要標誌，就是越來越多的舞台作品承
載傳統文化邁出國門，走入了其他國家觀眾的視線裡。近日，
在俄羅斯莫斯科，由中國歌劇舞劇院創作的民族舞劇《孔子》首
度上演，獲得俄羅斯觀眾好評如潮。
春秋時期的佈景和道具、戰國彩繪木俑的紋飾、色彩鮮明的
民族服飾·
·
·
·
·
·大量的中國元素為異國觀眾呈現了一場精彩絕倫的
視覺盛宴。這部被《紐約時報》譽為“中國文化名片”的大型歷
史舞劇描述了孔子周遊列國的故事，中國歌劇舞劇院今次派出
179 人的龐大陣容，又在早前的各國公演之中，不斷用現代的
表現手法完善傳統文化中的孔子形象，使得人物更加深入人
心，情節更加絲絲入扣。據悉，該劇此前已在美國、日本、澳大
利亞、意大利等十幾個國家和地區演出400餘場，隨中國發展
日益強大，該劇為世界各地想了解中國文化的人們，提供了一個
絕佳的窗口。
而在德國，“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故事也在上演。以京
劇形式演繹德國歌劇，聽起來有些不可思議，但近日在德國柏林
的Radialsystem劇院，就完成了一場中國傳統京劇與德國瓦格
納歌劇跨越時空的對話——來自中國國家京劇院的藝術家與德國
演員同台亮相，以中德兩種語言的唱詞，演繹了改編自瓦格納經
典歌劇的北歐傳說故事《尼伯龍根的指環》。
京劇的表現形式為原作融入了新鮮的血液，甚至在細節之處
營造了前所未有的氛圍。在這場獨特的展演中，兩種不同文化在
各自呈現的過程中發生奇妙的“化學反應”，語言的不相通在此
時已不緊要，觀眾通過藝術形式的交融與兩地文化內涵的呼應，
實現了對中國與京劇的理解，亦使得原作得到了升華與創新。

廣 告
星期日

2020年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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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March 15, 2020

713- 777 -9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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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號出口

送$10 元或$12 餐券
請注意：

新開 11:00AM 班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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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四
9：00AM
星期日
10：30AM

4 號出口

送$5 元或$10 餐券

上車地點: Houston Trade Center -100 Sharpstown Center #108 Houston, TX 77036
T07_GREATLAND COACH八達旅遊567C_16

西南紀念家庭全科

皮膚
疾病

吳沛桓
醫生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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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