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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電視介紹

3/16/2020 -3/22/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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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17 18 19 20 21 22

00:00-00:30

00:30-01:00

01:00-01:30 中國緣  (重播) 生活 (重播)

01:30-02:00 生活 (重播)

02:00-02:30

02:30-03:00

03:00-03:30

03:30-04:00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04:00-04:30

04:30-05:00

05:00-05:30

05:30-06:00 中國緣  (重播) 

06:00-06:30 洋言洋語 (重播) 生活 (重播)

06:30-07:00

07:00-07:30

07:30-08:00

08:00-08:30

08:30-09:00

09:00-09:30

09:30-10:00

10:00-10:30

10:30-11:00

11:00-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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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緣  (重播) 

13:30-14:00 生活 (重播)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14:00-14:30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記住鄉愁

14:30-15:00 記住鄉愁 (重播) 洋言洋語

15:00-15:30

15:30-16:00

16:00-16:30

16:30-17:00

17:00-17:30

17:30-18:00

18:00-18:30

18:30-19:00

19:00-19:30

19:30-20:00 中國緣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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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0-22:30 記住鄉愁 (重播)

22:30-23:00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23:00-23:30

23:30-00:00

電視台保留變更節目權利，以實際播出為準。 Updated as: 3/16/2020

中國文藝  (重播)

幸福來敲門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今日關注 (重播)

海峽兩岸 (重播)

今日亞洲 (重播)

美南大咖談  (重播)

中華情  (重播) 遠方的家 (重播) 休士頓論壇 (重播) 中華醫藥  (重播)

中國地名大會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海峽兩岸 (重播)

今日關注 (重播)

中國地名大會  (重播)

今日亞洲 (重播)

國家回憶  (重播)

中國輿論場  (重播)

中國文藝 (重播)

中華情 遠方的家

中華情 (重播)

中國文藝 (重播) 國家回憶 (重播) 幸福來敲門 (重播)

休士頓論壇 (重播)幸福來敲門 (重播)

中國輿論場

中華情  (重播) 遠方的家 (重播) 休士頓論壇 (重播) 中華醫藥  (重播)國家回憶  (重播)

中國輿論場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美南大咖談 (重播)

休士頓論壇 (直播) 中華醫藥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今日關注 (重播)

今日亞洲  (重播)

遠方的家 (重播)

美南大咖談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海峽兩岸 (重播)

Southern Television 15.3             2020年3月份 電視頻道節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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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亞洲

今日環球央視國際新聞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幸福來敲門

美南新聞聯播 (直播)

中國輿論場  (重播)

中國輿論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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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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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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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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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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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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day 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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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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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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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V15.3 Houston

1. 掃二維碼(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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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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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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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目截圖 ▲ 節目截圖

《休斯頓論壇》
不容錯過，休斯頓自己的“鏘鏘三人行＂。  

精彩
節目介紹

播出時間：
晚上7點30分首播，錯過首播可關註重播，
重播時間為 3 月20号 （週五）中午1點。 

節目介紹：
休士頓論壇，由李堅強、馬健、常中政聯合主持，分析
探討國際、國家時事，涉及人文、歷史、科技、政治等
熱點議題。節目內容深沉且具有教育意義，對時事感興
趣的觀眾不容錯過這檔休斯頓自己的“鏘鏘三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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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周文超

““推開隔離門剎那推開隔離門剎那
害怕已拋腦後害怕已拋腦後””

1月25日，農曆正月初一，45歲的門雪
琳辭別親人，隨山東首批援鄂醫療

隊踏上赴湖北黃岡的飛機。作為一名呼吸科
醫生，門雪琳報名時沒有任何猶豫。“我的
年齡和專業最合適，到這邊能做一點事情覺
得非常自豪，也是理所應當的。”她在電話
中對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

見證醫療中心從無到有
報名後回家收拾東西，父母聞訊後過來

看她，門雪琳表現得很輕鬆。“他們感覺我
不大像去前線，倒像是去旅遊的。”門雪琳
說，“可能也有一點害怕，但大疫當前還是
想多做一些事情。我覺得我會回來的，這次
一定會勝利。”
初到黃岡，整個醫療中心的環境還很簡

陋。醫療隊成員首先當起了工程師、搬運
工、保潔員，迅速投入到改造基礎設施、開
闢隔離病房的戰鬥中，為後面幾批醫療隊員
的工作積累了寶貴經驗。厚厚的防護服，口
罩下的纍纍傷痕，帽子上的汗水，見證了他
們與新冠病毒的“貼身肉搏”。
門雪琳介紹，“當時電腦都是現搬來

的，且兩省醫療網上系統完全不同，就連下
個簡單的醫囑也需要多次溝通。但幾天後這
些問題很快解決，可以說我們見證了整個醫
療中心從無到有、從混亂嘈雜到有條不紊的
全過程。”

1月30日，是門雪琳換上防護服到隔離區
工作的第一天。推開最後一道防護門之前，她
忽然間有些害怕，腳步也放慢了許多。她在心
裡嘲笑自己膽小，在病房的走廊裡呆立了一會
兒，穩了穩緊張的情緒。這時，護士走過來告
訴她22、23、24床的患者都很焦慮，對治療
不滿要投訴。剎那間，她本能地回到醫生的角
色裡，迅速推開門走了進去。

將患者請求一一記錄
“你是醫生嗎？為什麼不給我打針”、

“求求你救救我們吧”、“我有高血壓，不會
死吧？”、“你們從山東來幫助我們，謝謝你
們，可你們不能不管我們，我想打電話給電視
台……”面對病人的責難或哀求，門雪琳完全
忘記最初的那種“害怕”，很自然地走到她們
床邊說道：“別着急，有我在不會不管你們。
你們都長得這麼漂亮，先平平氣等我一個一個
解決。我保證今晚一定把你們的問題都解
決。”頓時，房間裡安靜下來，門雪琳一一記
錄下她們的請求，並告知新病房啟用需要一個
過程，但一切都會好起來。
門雪琳在日記中寫道，“當我離開時，

她們輕聲地對我說：謝謝！突然，我感到了
一種久違的溫暖！當我再一次站在走廊剛才
的位置環顧四周時，卻有了一種完全不同的
感覺，彷彿這就是我一直工作的地方，如此
熟悉而親切，完全沒有了陌生和緊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江宏 山東
報道）焦慮的除了確診患者，還有在外
面等待消息的家屬。有位重症患者的家
屬每隔半小時就會給醫生打電話，每次
都會重複說一句話：“我就想讓她活
着。”門雪琳聽了心理酸酸的。醫生的
工作實在是非常忙碌，每時每刻都在死
亡線上和新冠病毒戰鬥。但為了安撫家
屬的情緒，他們只好輪流接聽電話……
剛到時黃岡的天氣很冷，每次從病

房出來，洗手是門雪琳最不想做卻必須
做的事情。刺骨的冷水洗完，還要用酒
精消毒，護膚的問題早已不在考慮。很
長一段時間，門雪琳的一個手指不能打
彎，也無法提重物，直到天氣轉暖後才
見好。

在黃岡的第一個月，整個醫療隊沒
有休過一天。門雪琳最欣慰的是，病人
的情緒逐漸穩定，整個病房變得平和起
來。有個經常跳廣場舞的大姨在病房裡
跳起了交誼舞，親屬打電話來經常受到
老人的批評：別老耽誤醫生治療！門雪
琳還聽到她們在悄悄地議論：山東來的
醫生護士脾氣真好，將來要娶個山東的
兒媳婦……每當這時，門雪琳就覺得所
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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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江宏 山東報道）3月
7日，山東首批援助湖北醫療隊結束在羅田縣的休
整，重返戰疫前線。此前，已連續奮戰一個月的醫
護人員按照當地疫情指揮部門的安排，進入修整
期。臨行前，他們收到了當地百姓親手做的繡花鞋
墊和棉鞋。
“那幾天特別冷，棉鞋穿起來特別暖和、舒

服，真是雪中送炭。”門雪琳說，這些天她收穫了太
多的感動，有時是一句暖心的話語，有時是一碗熱騰
騰的米粥，有時是一件小事，一個個片段印在腦海
裡，成為人生中最難忘的記憶。在病房裡，她和患者
從病情聊到家常，漸漸地成了朋友。給醫療隊開車的
司機師傅說，黃岡有許多小吃，可惜現在都關門了，
下次來專門給她做導遊。她的朋友圈多了許多“生死
之交”，他們相約疫情結束後到濟南來看望她……
與此同時，在前線的醫療隊受到後方的大力

支持。山東的特產、防疫物品源源不斷地送到黃
岡。門雪琳在那裡看到了山東的大饅頭、花卷、水
餃和周村燒餅，還收到了濟南外國語學校學生做的
中藥香囊。感受到四面八方的溫暖，她有些受寵若
驚。在她看來“只是幹了自己該幹的事情，盡了一
名醫生的職責，只不過換了一個地方而已。”

“這些天我看到了人性美好的一面，感覺生
活還是很美好的。”門雪琳說，現在病人越來越
少，確診患者的病情越來越平穩，相信疫情應該很
快結束，真的要春暖花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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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援鄂醫生門雪琳魯援鄂醫生門雪琳：：彷彿這就是我一直工作的地方彷彿這就是我一直工作的地方

■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江宏 山東報道

“前幾天天氣特別冷，當地群眾就

像當年支援紅軍一樣，給我們送來親

手縫製的繡花鞋墊和棉鞋，穿在腳上

暖在心裡。”山東首批援鄂醫療隊隊員、濟南市第四人民醫院呼吸科醫

生門雪琳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在黃岡近兩個月，她看到了人性最美好

的一面，許多暖心的片段時刻感動着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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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醫護的努力通過醫護的努力，，確診確診
患者病情日漸穩定患者病情日漸穩定。。

香港文匯報山東傳真香港文匯報山東傳真

2020年3月18日（星期三）5 新聞體
育

■責任編輯：于大海

官方宣佈明年再戰官方宣佈明年再戰

根據歐洲傳媒報道，歐國盃、歐聯和歐霸要跟
隨原本賽程、賽期進行根本全無可能，因此

在今次會議上，各代表將商討出最妥善的解決辦
法，就是歐國盃延期，為歐洲五大聯賽有機會重開
續戰餘下賽程而讓路。到17日晚，挪威足總突然
於官方Twitter宣佈，歐國盃已決定延後1年，在
明年6月11日至7月11日舉行，消息17日晚亦終
於得到UEFA官方確認。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所有改動背後均涉及大

量利益關係，故各方要達成共識其實並非易事，日
前英國媒體《The Athletic》更有消息指，歐洲足
協將向各國聯賽及球會合共索取2.75億英鎊，作為
賽事延後舉行的補償。歐洲五大聯賽（英超、西
甲、意甲、德甲、法甲）均希望歐國盃可延後舉
行，好讓球季可順利完成，以免聯賽因未能完成而
向贊助商等賠償大量金錢。
然而，這索償建議相信亦未必會為所有國家/

地區足總所接納，例如部分目前疫情不嚴重的地
區，根本無理由與疫情嚴重的國家一同分擔費用；
另外一些規模較小的足總，其實亦難以負擔這筆費

用，故相信歐洲足協的如意算盤未必可以打響，即
使願賠但具體方案也有可能有待進一步協商。

國際賽停擺為五大聯賽讓路
歐洲媒體早前已預測，歐國盃延期的機會甚

大，因賽事背後牽涉巨大的金錢和商業利益，加上
歐洲五大聯賽目前皆延期，球季需要時間補賽。而
從目前情況看，歐國盃終決定延後一年至明年夏天
舉行，但由於屆時會有歐洲國家聯賽、世界盃外圍
賽，以及在中國舉行、增加至24隊角逐的世界冠
軍球會盃上演，歐洲足協相信仍要和各方面商討該
如何作協調。
至於歐聯和歐霸在截稿時仍未有確實消息，

兩個比賽皆在16強階段“停擺”。根據歐洲媒體
的內部消息，兩大盃賽將出現“壓縮版本”，餘下
16強和8強比賽由兩回合變成一場過決勝，同時考
慮是否以閉門方式作賽。至於4強和決賽，由於今
屆歐聯決賽舉辦地點土耳其目前疫情不算嚴重，故
賽事可能會以迷你盃賽形式，在兩星期內全數以一
場過方式安排在伊斯坦堡舉行。

歐洲足協（UEFA）在歐洲時間周二召開了視像會

議，商討歐洲國家盃（歐國盃）、歐洲聯賽冠軍盃

（歐聯）及歐洲足協歐霸盃（歐霸）在新冠肺炎疫

情影響下該如何安排；截稿前消息，歐UEFA在 17

日晚官方宣佈，原定今夏舉行的歐國盃將延期 1

年，改為在明年 6月 11日至 7月 11日舉行，而一

些具體細節或許仍有待商討，其中

包括歐洲足協潛在的索償方案，是否

為所有涉事足總所接納。另外，歐聯和

歐霸盃則或會以“濃縮版本”完成。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浩然

暫定2021年夏季舉行的足球大賽
男子歐洲國家盃 2021年6月11日至7月11日

女子歐洲國家盃 2021年7月7日至8月1日

歐洲國家聯賽 2021年6月2日至6日

歐洲U21足球錦標賽 2021年6月9日至26日

世界冠軍球會盃 6月(未公佈確定日子)

美洲國家盃 6月12日至7月12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浩
然） 東京奧運於今年夏天能否舉
行至今還是未知之數，但作為日本
足球總會會長兼日本奧林匹克委員
會（JOC）副會長的田嶋幸三，17
日卻證實感染新冠肺炎，目前正在

接受隔離治療。此外，日本媒體表示已有多名
東京奧組委執委會委員，同意委員高橋治之提
出的奧運會推遲一到兩年舉行方案，並可能在
本月30日舉行的會議上作討論。

身兼奧委會副會長 早前曾與會
根據日本媒體報道，田嶋幸三在上月底曾

前往荷蘭出席歐洲足協會議，之後則到美國商
談女子足球國家隊的訪問事宜。回到日本後，
田嶋幸三原定於過去周二出席日本奧委會理事
會議，以及在日本足總舉行的記者會，但最終
均沒有成行。此外，亦有日媒指田嶋幸三曾經
和多位日本足總人員有過接觸，故有關足總人
員亦需要接受隔離。
另一方面，日本媒體亦指東京奧組委執委

會，由於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蔓延關係，已

有多名委員同意委員高橋治之提出的方案，將
奧運推遲一到兩年舉行，執委會將可能於本月
30日舉行的會議上討論此事；高橋治之是東京
奧組委執委會的25名執委之一，在上周接受
採訪時，曾主張將奧運會推遲一至兩年。
至於東京奧運主辦單位17日就表示，由

於疫情關係將縮減部分奧運聖火接力慶祝活
動，並要求感到身體不適的觀眾不要在路邊觀
看，而手持聖火的跑者將需接受體溫檢查，體
溫過高者將無法傳遞聖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浩然） 新冠肺炎疫情在
歐洲蔓延，其中西甲球會華倫西亞最為不幸，球會日
前證實，全隊有35%職球員確診新型冠狀病毒。
華倫西亞會方日前發表聲明，表示在上周歐聯16

強次回合比賽後，疫症於隊內傳播，會方立即作出部
署，經測試後，證實呈陽性反應的職球員佔隊內
35%，但未有公佈實際數字。

英格蘭球壇17日亦有“中招”疑雲，已退役的前
英格蘭代表隊前鋒艾邦拉荷，17日在個人網上社交平
台表示，自己有齊所有新冠肺炎病徵，“現在需要與
所有人隔離兩星期。各位要小心，記得留在家中，這
病毒把我嚇了一跳。”艾邦拉荷現年33歲，職業生涯
大部分時間均在阿士東維拉度過，並在去年宣佈退
役。
此外，早前證實確診的祖雲達斯後衛魯加尼，其

任職記者的女友17日亦證實確診，但據報沒有任何症
狀；至於魯加尼本人17日亦首度開腔談及感受：“我
的身體狀況不錯，幸運地沒有嚴重的症狀；希望我的
案例可以令其他人更了解目前疫情。我也要感謝在我
確診消息傳出後，向我慰問的每位朋友和球迷，希望
疫情盡早完結。”目前所有祖雲達斯職球員均正接受
自我隔離，幸球隊暫未有其他確診消息。
巴西甲組球會法林明高的教練佐治捷西斯17日亦

確診新冠肺炎，該會副主席和一名球會職員早前已證
實染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浩

然） 西班牙足壇日前傳出不幸

消息，在馬拉加區小球會At-

letico Portada Alta 執教青年

軍的21歲年輕教練法蘭斯高加

西亞，證實在確診新冠肺炎後

離世，成為當地首位離世的體

壇人士。

根據西班牙傳媒報道，法

蘭斯高加西亞在早前出現病徵

並被送院治理，但其間卻發現

原來他患有白血病，最終加西

亞於周日不幸離世，是馬拉加

地區第五位因新冠肺炎離世的

病人。

Atletico Portada Alta 日

前確認加西亞離世的消息並發

表悼文：“法蘭斯高，你總在

這裡和我們一起，在大家有需

要時伸出援手，試問我們之後

該如何在聯賽奮戰？但可以肯

定的是，我們會為你而戰，努

力嘗試，我們永遠不會忘記

你。”

日足總掌門中招 東奧命運月底議 華
倫
西
亞
35％
職
球
員
染
疫

白血病新冠肺炎交煎
西班牙足球少帥病逝

■ 法 蘭
斯 高 加
西 亞 成

為遭新冠
病毒奪命的西
班牙體壇第一

人。 網上圖片

■■日本足總會長兼日本奧委會副會長田嶋幸日本足總會長兼日本奧委會副會長田嶋幸
三三，，成為新確診患者成為新確診患者。。 路透社路透社

■■歐洲足協主席施歐洲足協主席施
費連費連。。 法新社法新社

■■本屆歐國盃會在多國本屆歐國盃會在多國
城市上演城市上演，，包括倫敦包括倫敦、、
羅馬羅馬、、巴庫巴庫、、布加勒斯布加勒斯
特特、、格拉斯哥格拉斯哥、、慕尼慕尼
黑黑、、哥本哈根哥本哈根、、布達佩布達佩
斯斯、、布魯塞爾布魯塞爾、、畢爾畢爾
包包、、阿姆斯特丹和聖彼阿姆斯特丹和聖彼
德堡德堡。。 法新社法新社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歐歐國盃無法如期開賽

國盃無法如期開賽。。 路透社路透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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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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里斯郡下令﹕餐館限外帶﹐酒吧﹑俱樂部暫停營業

【美南新聞記者蕭永群報導】繼牛仔節取消
後﹐哈里斯郡當局於16日傍晚召開記者會
宣布﹐從17日早上8時起的十五天﹐酒吧﹑
俱樂部暫停營業﹐此外﹐也將限制餐廳營業
僅限「外帶」和「外送」﹐並禁止十人以上的
聚會﹐全面進入防疫戒備狀態﹒

哈 里 斯 郡
郡 長 伊 達
爾 戈（Lina
Hidalgo）和
休 斯 敦 市
市 長 特 納
（Sylvester
Turner）在
周一宣布﹐
全 郡 內 所
有酒吧﹑俱
樂 部 將 關
閉 15 日 ﹐

可謂是截至目前以來當地官員所採取最強
硬的防疫手段﹒
此項命令將於17日早上8時起開始生效﹐
並限制餐廳不能內用﹐只能提供外帶和外
送服務﹒郡級﹑市級的地方領袖都坦言這
項命令可能會讓餐館難以經營﹐並恐造成

服務生﹑酒保﹑廚師失業﹐但他們也認為這
種痛苦的結果也會比疫情大爆發﹑當地醫
院滿員的狀況好﹐畢竟是人命關天的事﹒
特納表示此次命令歇業不等於鎖城﹐伊
達爾戈也強烈建議哈里斯郡4700 萬民
眾﹐避免與他人無謂的接觸﹐並表示目
前休斯敦地區正處於緊要關頭﹐攸關了
往後疫情是否會大爆發﹒「是選擇出去
或待在家裡﹐我們﹑你們所做的任何決
定﹐都可能影響別人的生死﹒」她表示﹐
並接著說「眼下是否能將感染曲線穩定
住﹐將會決定未來我們的醫護人員是否
有能力接手更多病患﹐否則一旦爆發健
保系統和社區都將不堪負荷﹒」
除此之外﹐哈里斯郡消防局隊長克裏斯坦
森（Laurie Christensen）表示將會配合郡政
府命令﹐在晚間加強巡邏﹐確保酒吧﹑餐廳
都依法作業﹐並會對屢犯業者開罰﹒
社區領袖也紛紛表示﹐他們希望能夠避免

重蹈某些歐洲城市的覆轍﹐如果太晚才對
群眾接觸發出限制﹐等疫情真的大爆發就
來不及阻止了﹒

截至18日﹐休斯敦地區共有44起案例﹐健
康官員也承認目前每日能進行的篩檢人數
十分有限﹐所以實際染病人數恐比想像高﹐
且16日在馬塔戈達郡（Matagorda County）
傳出了德州第一起新冠肺炎死亡案例﹒

Legacy Community Health診所 開設三檢疫據點
【美南新聞記者蕭永群報導】有鑑於休
斯敦地區疫情攀升﹐Legacy Community
Health 診所將在 18 日開設三個新的檢
疫據點﹐因應篩檢人數的上升﹒院方發
言人Jessica Michan表示﹐「篩檢將是免費
的﹐但後續其他測試會酌情收費﹒」
Legacy Community Health診所將在叁處
外設立篩檢站﹕
1. Legacy Fifth Ward, 3811 Lyons Ave.
2. Legacy Montrose, 1415 California St.
3. Legacy Southwest, 6441 High Star Dr
若是需要篩檢的民眾﹐需先撥打﹕(832)
548-5226 預約﹒
目前休斯敦市和哈里斯郡公共衛生部門正
著手設立檢測據點﹐但目前還未有進一步

消息釋出﹒雖然事前傳出休斯頓地區的檢
測站將於18日開放﹐衛生當局隨後指出﹐
檢測據點仍有最後的一些細項需要調整﹐
因此18日還如期啟用﹐呼籲民眾不要前來
檢測點﹐否則可能對正在準備的醫護工作

者造成風險﹐並延後自身的檢
測時間﹒
當局也呼籲﹐若出現疑似肺炎
症狀﹐請先電話通知醫療人員
﹐沒有健保的哈裏斯郡居民可
以於周一到周日早上 9 時至
晚上7時﹐撥打哈里斯郡提供
的 「線 上 護 士 」諮 詢 熱 線 ﹕
713-634-1110﹐先 與 醫 護 人
員諮詢情況﹒
此外﹐針對華裔族群﹐休斯敦

黃金心臟中心心腦血管專家豐建偉醫生﹐
也將提供免費遠程諮詢診療服務﹐若不諳
英語者﹐也可以用中文溝通﹐線上問診電話
﹕443-802-0290﹒

截至18日﹐福遍健康機構增加了兩名冠狀
病毒陽性患者﹐休斯頓地區受感染人數達
到44人﹐已經出現一起死亡案例﹒
其中一位是70歲左右的女性﹐曾有過國際
旅遊的經歷﹐目前她的症狀輕微﹐並且隔離
在家﹒



BB55德州本地新聞
星期四       2020年3月19日       Thursday, March 19, 2020

D03-FA_YiZhouMD周藝_16C_2467

7850 Parkwood Circle Dr, B6 Houston.TX 77036

（牛皮癬，慢性濕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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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0年年33月月99日日，，休斯敦休斯敦JJ區市議員區市議員Edward PollardEdward Pollard舉行里民大會舉行里民大會，，
邀請休斯敦市長特納和市府各相關部門與邀請休斯敦市長特納和市府各相關部門與JJ區居民一起討論休斯敦區居民一起討論休斯敦
社區治安社區治安、、商機和美化商機和美化，，並就因應新冠病毒防範給出方案並就因應新冠病毒防範給出方案。。

20202020 年年 33 月月 1111 日晚日晚，，AXE Lending GroupAXE Lending Group 私人貸款公司總裁私人貸款公司總裁 IkeIke
UmarUmar在在Cafe MawalCafe Mawal主辦兩週年慶典及房地產投資商機聯誼會主辦兩週年慶典及房地產投資商機聯誼會。。圖圖
為巴基斯坦駐休斯敦總領事為巴基斯坦駐休斯敦總領事Abrar H HashmiAbrar H Hashmi接受美南大咖談主持接受美南大咖談主持
人人Sky DongSky Dong現場採訪現場採訪。。

20202020年年33月月1111日中午日中午，，休斯敦西南管理區主辦的一年一度休斯敦西南管理區主辦的一年一度MarchMarch
CrimeCrime表彰會表彰十餘位為休斯敦治安做出貢獻的警官表彰會表彰十餘位為休斯敦治安做出貢獻的警官。。休斯敦台休斯敦台
聯會會長聯會會長、、南灣地產總裁賴李迎霞和著名心靈輔導師印心堂南灣地產總裁賴李迎霞和著名心靈輔導師印心堂AliceAlice
HsiaoHsiao蕭老師聯袂出席蕭老師聯袂出席。。

20202020年年33月月1212日日，，休斯敦亞商會在珍寶樓二樓最新完成升級的寬敞休斯敦亞商會在珍寶樓二樓最新完成升級的寬敞
的宴會大廳邀請休斯敦市長特納和著名僑領豐建偉醫生主講新冠肺的宴會大廳邀請休斯敦市長特納和著名僑領豐建偉醫生主講新冠肺
炎影響下的炎影響下的20202020年美國經濟展望年美國經濟展望。。圖為李雄與圖為李雄與SWASWA景觀設計集團景觀設計集團
董事長董事長Kinder BaumgarderKinder Baumgarder、、PeiwenPeiwen設計公司首席設計師設計公司首席設計師Peiwen YuPeiwen Yu
及及8080餘位企業家領袖一起出席餘位企業家領袖一起出席。。

年年歲歲花相似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歲歲年年人不同。。 20202020年年33月花季重來月花季重來，，
得克薩斯州的野花四處盛開得克薩斯州的野花四處盛開，，剛剛演完美南新聞副社長秦鴻剛剛演完美南新聞副社長秦鴻
鈞原創鈞原創《《單程機票單程機票》》改編的電影里女主角母親的改編的電影里女主角母親的Nancy XieNancy Xie在在
花海裡擲帽跳花花海裡擲帽跳花，，一掃陰霓一掃陰霓，，展示青春永駐的靚麗倩影展示青春永駐的靚麗倩影。。

20202020 年年 33 月月 1515 日日，， 剛剛在剛剛在 KatyKaty 盛大開業的泰日餐廳盛大開業的泰日餐廳 ThaiThai
Cuisine & Raman KingCuisine & Raman King又迎來了老闆娘又迎來了老闆娘MelissaMelissa的快樂生日的快樂生日。。三三
五好友前來祝福五好友前來祝福，，左起左起：：IntoTheWorld Kpop Korean SchoolIntoTheWorld Kpop Korean School韓韓
國學校校長國學校校長 Linda KimLinda Kim、、壽星東主壽星東主 MelissaMelissa、、好友川妹子好友川妹子 SpicySpicy
GirlGirl老闆老闆JojoJojo、、好友好友Lek MisataLek Misata 。。

20202020年年33月月1616日下午日下午，，世界名人網總編輯王福生受世界名人網總編輯王福生受HEBHEB總裁總裁
Scott McClellandScott McClelland邀請前往位於邀請前往位於88號和號和290290的巨型現代化倉庫參的巨型現代化倉庫參
觀貨品收發流水線和貨品備貨情況觀貨品收發流水線和貨品備貨情況。。每天發貨多達每天發貨多達21002100個貨個貨
櫃到德州和墨西哥櫃到德州和墨西哥390390家連鎖店的家連鎖店的HEBHEB，，在疫情來臨時早有準在疫情來臨時早有準
備備，，一切都井井有條一切都井井有條，，確保每家店都能貨品充足確保每家店都能貨品充足，，及時補貨及時補貨
，，滿足需求滿足需求。。

20202020年年33月月88日日，，TMCOTMCO在休斯頓市中心哈比演藝中在休斯頓市中心哈比演藝中
心舉行三八國際婦女節音樂會心舉行三八國際婦女節音樂會，，特邀中提琴演奏家特邀中提琴演奏家
Newman LiuNewman Liu之女之女、、新英格蘭音樂學院鋼琴碩士劉寧新英格蘭音樂學院鋼琴碩士劉寧
嘉璐嘉璐(Lulu Liu(Lulu Liu，，右右))出演佛羅倫薩普萊斯鋼琴協奏曲出演佛羅倫薩普萊斯鋼琴協奏曲。。
圖為圖為LuluLulu演出結束後接受著名獨立保險經紀人演出結束後接受著名獨立保險經紀人、、理財理財
專家專家Angela WangAngela Wang的祝賀的祝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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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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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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責任編輯：周文超

““推開隔離門剎那推開隔離門剎那
害怕已拋腦後害怕已拋腦後””

1月25日，農曆正月初一，45歲的門雪
琳辭別親人，隨山東首批援鄂醫療

隊踏上赴湖北黃岡的飛機。作為一名呼吸科
醫生，門雪琳報名時沒有任何猶豫。“我的
年齡和專業最合適，到這邊能做一點事情覺
得非常自豪，也是理所應當的。”她在電話
中對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

見證醫療中心從無到有
報名後回家收拾東西，父母聞訊後過來

看她，門雪琳表現得很輕鬆。“他們感覺我
不大像去前線，倒像是去旅遊的。”門雪琳
說，“可能也有一點害怕，但大疫當前還是
想多做一些事情。我覺得我會回來的，這次
一定會勝利。”
初到黃岡，整個醫療中心的環境還很簡

陋。醫療隊成員首先當起了工程師、搬運
工、保潔員，迅速投入到改造基礎設施、開
闢隔離病房的戰鬥中，為後面幾批醫療隊員
的工作積累了寶貴經驗。厚厚的防護服，口
罩下的纍纍傷痕，帽子上的汗水，見證了他
們與新冠病毒的“貼身肉搏”。
門雪琳介紹，“當時電腦都是現搬來

的，且兩省醫療網上系統完全不同，就連下
個簡單的醫囑也需要多次溝通。但幾天後這
些問題很快解決，可以說我們見證了整個醫
療中心從無到有、從混亂嘈雜到有條不紊的
全過程。”

1月30日，是門雪琳換上防護服到隔離區
工作的第一天。推開最後一道防護門之前，她
忽然間有些害怕，腳步也放慢了許多。她在心
裡嘲笑自己膽小，在病房的走廊裡呆立了一會
兒，穩了穩緊張的情緒。這時，護士走過來告
訴她22、23、24床的患者都很焦慮，對治療
不滿要投訴。剎那間，她本能地回到醫生的角
色裡，迅速推開門走了進去。

將患者請求一一記錄
“你是醫生嗎？為什麼不給我打針”、

“求求你救救我們吧”、“我有高血壓，不會
死吧？”、“你們從山東來幫助我們，謝謝你
們，可你們不能不管我們，我想打電話給電視
台……”面對病人的責難或哀求，門雪琳完全
忘記最初的那種“害怕”，很自然地走到她們
床邊說道：“別着急，有我在不會不管你們。
你們都長得這麼漂亮，先平平氣等我一個一個
解決。我保證今晚一定把你們的問題都解
決。”頓時，房間裡安靜下來，門雪琳一一記
錄下她們的請求，並告知新病房啟用需要一個
過程，但一切都會好起來。
門雪琳在日記中寫道，“當我離開時，

她們輕聲地對我說：謝謝！突然，我感到了
一種久違的溫暖！當我再一次站在走廊剛才
的位置環顧四周時，卻有了一種完全不同的
感覺，彷彿這就是我一直工作的地方，如此
熟悉而親切，完全沒有了陌生和緊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江宏 山東
報道）焦慮的除了確診患者，還有在外
面等待消息的家屬。有位重症患者的家
屬每隔半小時就會給醫生打電話，每次
都會重複說一句話：“我就想讓她活
着。”門雪琳聽了心理酸酸的。醫生的
工作實在是非常忙碌，每時每刻都在死
亡線上和新冠病毒戰鬥。但為了安撫家
屬的情緒，他們只好輪流接聽電話……
剛到時黃岡的天氣很冷，每次從病

房出來，洗手是門雪琳最不想做卻必須
做的事情。刺骨的冷水洗完，還要用酒
精消毒，護膚的問題早已不在考慮。很
長一段時間，門雪琳的一個手指不能打
彎，也無法提重物，直到天氣轉暖後才
見好。

在黃岡的第一個月，整個醫療隊沒
有休過一天。門雪琳最欣慰的是，病人
的情緒逐漸穩定，整個病房變得平和起
來。有個經常跳廣場舞的大姨在病房裡
跳起了交誼舞，親屬打電話來經常受到
老人的批評：別老耽誤醫生治療！門雪
琳還聽到她們在悄悄地議論：山東來的
醫生護士脾氣真好，將來要娶個山東的
兒媳婦……每當這時，門雪琳就覺得所
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山
東
來
的
醫
護
脾
氣
真
好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江宏 山東報道）3月
7日，山東首批援助湖北醫療隊結束在羅田縣的休
整，重返戰疫前線。此前，已連續奮戰一個月的醫
護人員按照當地疫情指揮部門的安排，進入修整
期。臨行前，他們收到了當地百姓親手做的繡花鞋
墊和棉鞋。
“那幾天特別冷，棉鞋穿起來特別暖和、舒

服，真是雪中送炭。”門雪琳說，這些天她收穫了太
多的感動，有時是一句暖心的話語，有時是一碗熱騰
騰的米粥，有時是一件小事，一個個片段印在腦海
裡，成為人生中最難忘的記憶。在病房裡，她和患者
從病情聊到家常，漸漸地成了朋友。給醫療隊開車的
司機師傅說，黃岡有許多小吃，可惜現在都關門了，
下次來專門給她做導遊。她的朋友圈多了許多“生死
之交”，他們相約疫情結束後到濟南來看望她……
與此同時，在前線的醫療隊受到後方的大力

支持。山東的特產、防疫物品源源不斷地送到黃
岡。門雪琳在那裡看到了山東的大饅頭、花卷、水
餃和周村燒餅，還收到了濟南外國語學校學生做的
中藥香囊。感受到四面八方的溫暖，她有些受寵若
驚。在她看來“只是幹了自己該幹的事情，盡了一
名醫生的職責，只不過換了一個地方而已。”

“這些天我看到了人性美好的一面，感覺生
活還是很美好的。”門雪琳說，現在病人越來越
少，確診患者的病情越來越平穩，相信疫情應該很
快結束，真的要春暖花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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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援鄂醫生門雪琳魯援鄂醫生門雪琳：：彷彿這就是我一直工作的地方彷彿這就是我一直工作的地方

■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江宏 山東報道

“前幾天天氣特別冷，當地群眾就

像當年支援紅軍一樣，給我們送來親

手縫製的繡花鞋墊和棉鞋，穿在腳上

暖在心裡。”山東首批援鄂醫療隊隊員、濟南市第四人民醫院呼吸科醫

生門雪琳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在黃岡近兩個月，她看到了人性最美好

的一面，許多暖心的片段時刻感動着她。

��(���

■■通過醫護的努力通過醫護的努力，，確診確診
患者病情日漸穩定患者病情日漸穩定。。

香港文匯報山東傳真香港文匯報山東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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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岐山

■阿諾提醒大家要注意防疫。

美國演員Rachel Matthews在社交網頁上表示自
己確診新冠肺炎，已從上周開始自我隔離。

她透露現在身體狀況好了一些，只是暫時不太確定
之後該怎麼做，顯得有點迷惘。Rachel發文分享自
己的症狀，進入第7天，身體狀況出現呼吸急促、
食慾不振、容易疲勞，以及失去味覺和嗅覺等，但
她就補充說：“整體來說還算可以。”
Rachel還表示目前要得到病毒檢測很艱難，她

批評道：“美國在這方面很落後，還沒有形成體
系。我今次得以檢測，只是因為我被確定曾接觸過
一例確診患者，並且已出現了一些病徵。但是檢測
陽性之後，也沒什麼改變，並不是說結果呈陽性，
你便可得到特定的治療。”

Rachel建議如果有人發現自己有病徵，但無法
得到檢測時，就要像“ 確診者”一樣來看待自
己，就是要好好休息、多喝水，並且要自我隔離，
但她亦補充說：“很明顯，這並不是適用於每一個
人，有些人風險更高，需要不同的防護措施。”

艾巴呼籲要團結抗疫
曾參演《復仇者聯盟3： 無限之戰》的47歲

英國黑人男星艾德里斯艾巴（Idris Elba）日前在個
人社交賬號上透露自己進行了新型冠狀病毒的檢
測，結果是陽性，不過，他的身體暫時無任何症
狀，只是因為他知道此前自己接觸了被確診的人，
所以他才去做檢測。艾巴表示目前他與妻子就是在
家裡進行自我隔離，不過他的妻子目前還沒有做任
何檢測，未知有沒有染病。
艾巴特別提醒大家：“現在是考慮社區隔離、

洗手的時候了，這很嚴重，需要保持警惕，一些沒
有出現症狀的人，很容易傳播，如果感到不適或者
覺得應該接受檢查，就必須要採取措施了。”他亦
不忘強調此次的病毒是需要大家共同合作，阻止擴

散，現在正是該團結的時候。
另外，在《權力遊戲》中飾演Tormund的挪

威男星Kristofer Hivju亦在社交網頁發文，透露自
己確診感染了新冠肺炎病毒，正在挪威的家中進行
隔離。他表示自己目前狀況良好，只有輕微的感冒
症狀，但他亦作出鄭重忠告：“對有些人來說，這
種病毒可能是毀滅性的。”他敦促大家格外小心，
勤洗手，與別人保持安全距離、沒必要的話留在家
中不要外出等。

Kristofer最新加盟了Netflix劇集《獵魔士》第
二季演出，並已在倫敦開拍，目前劇集已被迫停
拍，並因為他的感染而將關閉片場進行消毒工作，
同時劇組人員需要自我隔離。

記者接觸湯妻後確診
德國名模Heidi Klum早前亦通過社交網賬號

宣佈，她與丈夫已經生病將近1個星期，目前已接
受新冠肺炎檢測，在結果出來前他們都將各自進行

隔離，並呼籲大眾也要提高警惕，保持社交距離和
勤洗手。她說：“像所有病患者一樣，我病了一個
星期發冷、發燒、咳嗽。”

她又表示：“我們接受隔離，因為我們不想傳
播病毒，不想讓其他人得病。這是個特殊的時期，
請你記住什麼才是真正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愛
的人，保護他們的安全。”
此外，湯漢斯和妻子麗達韋遜已擊退了新冠肺

炎病毒，17日已經從澳洲昆士蘭的一家醫院出院。
不過，他們的身體仍在康復中，現在需要在澳洲的
住所進行自我隔離。湯漢斯也通過推特，向醫護人
員表達了感謝，並提醒大家要照顧好自己。

不過，據外媒報道，有記者因與湯漢斯太太
麗達接觸而確診。該記者是澳洲一名資深娛樂記
者，當時麗達正在悉尼歌劇院演出，兩人在演出
結束後碰面。悉尼歌劇院表示那場演出有超200名
觀眾，湯漢斯也在觀眾席中，歌劇院正在尋找相
關的觀眾。

湯 漢 斯 夫 婦 出 院 後 自 我 隔 離
26歲
演員

確診
批美國檢測落後批美國檢測落後
Rachel

■Justin Bieber 兩夫婦遠
離人煙。

■■在在《《權力遊戲權力遊戲》》中飾演中飾演TormundTormund的挪威男星的挪威男星
Kristofer HivjuKristofer Hivju宣告宣告““中招中招”。”。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

芬）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並

且入侵外國娛樂圈，外國明星、名

模、名人等先後中招，繼湯漢斯夫

婦及邦女郎奧嘉古莉寧高“中招”

後，17日又多三名明星確診，分

別是艾德里斯艾巴（Idris El-

ba）、Kristofer Hivju，以及 Ra-

chel Matthews；而德國名模Heidi

Klum亦懷疑“中招”，其中26歲

的Rachel 還特別批評美國應對疫

情未成體系，檢測手法落後。至於

好消息就是湯漢斯夫婦康復出院，

但有一名曾接觸湯漢斯夫婦的記者

卻染病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凡文）《阿凡達》續
集在新西蘭的拍攝工作因新冠疫情暫停，尚未確
定何時能復工。製片人Jon Landau表示：“雖
然拍攝無法進行，但影片的管理層會暫時留在洛
杉磯繼續工作，後期特效也仍然在做。”Lan-
dau續稱如今面臨的是全球性的危機，不只是電
影業的事，每個人都需要盡自己所能為緩解疫情
出力。《阿凡達2》此前定檔明年12月17日北
美上映，《阿凡達3》則於2023年12月22日。
另外，“死侍”賴恩尼諾斯（Ryan Reynolds）
與太太Blake Lively宣佈，捐贈100萬美金給老年
人以及低收入家庭。
同時，賴恩尼諾斯提醒粉絲，照顧自己的身

心健康，才能享受快樂的生活，並請大家關心一
下可能需要聯繫的被隔離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凡文）美國新冠肺炎
疫情之下，阿諾舒華辛力加分享自己宅在家裡的
視頻。視頻中，阿諾聯同兩隻寵物小型馬“威士
忌”、小驢子“露露”一齊出鏡，阿諾邊餵食邊
說話。阿諾稱自己已經72歲的人了就安心留在
家裡，也呼籲大家都別出門，餐廳、聚會什麼的
先不去了，阿諾霸氣地說道：“聚集、餐館什麼
的都別想了，在家待着！”而“威士忌”和“露
露”就一心搶食，場面既溫馨又搞笑，之後阿諾
對着兩隻小萌寵充滿慈愛地攬到實，表示跟牠倆
在一起已經超快樂。
另外，加拿大小天王Justin Bieber與太太

Hailey正在隔離中，Hailey在社交網站上載與
Justin Bieber的背影照，透露二人正在隔離，並
發文寫道：“在這場美麗的旅行中回憶。提醒我
不要把這些經歷視為理所當然，我很感激這些美
好的回憶。給大家送去愛和美好的能量！”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外
國媒體報道，珍妮花羅倫
絲（Jennifer Lawrence）
位於美國洛杉磯的香閨，
近日被一名23歲的陌生
女子闖入，據稱她直接走
進了珍妮花家的前門，希
望見珍妮花一面，即只是
一名狂迷，相信並無惡
意。至於珍妮花和她結婚
不久的丈夫 Cooke Ma-
roney當時都在家，兩人
在保安趕到之前一起制止
了該女子。隨後警察去到
現場，以非法入侵私人地
方的罪名拘捕並帶走了擅
闖者。

珍妮花珍妮花被狂迷闖香閨被狂迷闖香閨 《阿凡達》續集
暫停拍攝

阿諾分享宅家視頻

■■珍妮花遇到狂迷滋擾珍妮花遇到狂迷滋擾。。 網絡圖片網絡圖片

■Heidi Klum（左二）疑似感染新冠肺炎，目前已接
受隔離。

■■RachelRachel 於於《《 魔雪魔雪
奇緣奇緣22》》中做配音中做配音。。

■■Heidi KlumHeidi Klum在網上鋪出患病的漫畫在網上鋪出患病的漫畫，，接受祝福接受祝福。。

■■湯漢斯夫婦住院不足一湯漢斯夫婦住院不足一
星期已出院星期已出院。。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邦女郎奧嘉古莉寧高亦告染病邦女郎奧嘉古莉寧高亦告染病。。

■■ Rachel MatRachel Mat--
thewsthews 不滿不滿““中中
招招””後仍沒得到後仍沒得到
適切的治療適切的治療。。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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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開隔離門剎那推開隔離門剎那
害怕已拋腦後害怕已拋腦後””

1月25日，農曆正月初一，45歲的門雪
琳辭別親人，隨山東首批援鄂醫療

隊踏上赴湖北黃岡的飛機。作為一名呼吸科
醫生，門雪琳報名時沒有任何猶豫。“我的
年齡和專業最合適，到這邊能做一點事情覺
得非常自豪，也是理所應當的。”她在電話
中對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

見證醫療中心從無到有
報名後回家收拾東西，父母聞訊後過來

看她，門雪琳表現得很輕鬆。“他們感覺我
不大像去前線，倒像是去旅遊的。”門雪琳
說，“可能也有一點害怕，但大疫當前還是
想多做一些事情。我覺得我會回來的，這次
一定會勝利。”
初到黃岡，整個醫療中心的環境還很簡

陋。醫療隊成員首先當起了工程師、搬運
工、保潔員，迅速投入到改造基礎設施、開
闢隔離病房的戰鬥中，為後面幾批醫療隊員
的工作積累了寶貴經驗。厚厚的防護服，口
罩下的纍纍傷痕，帽子上的汗水，見證了他
們與新冠病毒的“貼身肉搏”。
門雪琳介紹，“當時電腦都是現搬來

的，且兩省醫療網上系統完全不同，就連下
個簡單的醫囑也需要多次溝通。但幾天後這
些問題很快解決，可以說我們見證了整個醫
療中心從無到有、從混亂嘈雜到有條不紊的
全過程。”

1月30日，是門雪琳換上防護服到隔離區
工作的第一天。推開最後一道防護門之前，她
忽然間有些害怕，腳步也放慢了許多。她在心
裡嘲笑自己膽小，在病房的走廊裡呆立了一會
兒，穩了穩緊張的情緒。這時，護士走過來告
訴她22、23、24床的患者都很焦慮，對治療
不滿要投訴。剎那間，她本能地回到醫生的角
色裡，迅速推開門走了進去。

將患者請求一一記錄
“你是醫生嗎？為什麼不給我打針”、

“求求你救救我們吧”、“我有高血壓，不會
死吧？”、“你們從山東來幫助我們，謝謝你
們，可你們不能不管我們，我想打電話給電視
台……”面對病人的責難或哀求，門雪琳完全
忘記最初的那種“害怕”，很自然地走到她們
床邊說道：“別着急，有我在不會不管你們。
你們都長得這麼漂亮，先平平氣等我一個一個
解決。我保證今晚一定把你們的問題都解
決。”頓時，房間裡安靜下來，門雪琳一一記
錄下她們的請求，並告知新病房啟用需要一個
過程，但一切都會好起來。
門雪琳在日記中寫道，“當我離開時，

她們輕聲地對我說：謝謝！突然，我感到了
一種久違的溫暖！當我再一次站在走廊剛才
的位置環顧四周時，卻有了一種完全不同的
感覺，彷彿這就是我一直工作的地方，如此
熟悉而親切，完全沒有了陌生和緊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江宏 山東
報道）焦慮的除了確診患者，還有在外
面等待消息的家屬。有位重症患者的家
屬每隔半小時就會給醫生打電話，每次
都會重複說一句話：“我就想讓她活
着。”門雪琳聽了心理酸酸的。醫生的
工作實在是非常忙碌，每時每刻都在死
亡線上和新冠病毒戰鬥。但為了安撫家
屬的情緒，他們只好輪流接聽電話……
剛到時黃岡的天氣很冷，每次從病

房出來，洗手是門雪琳最不想做卻必須
做的事情。刺骨的冷水洗完，還要用酒
精消毒，護膚的問題早已不在考慮。很
長一段時間，門雪琳的一個手指不能打
彎，也無法提重物，直到天氣轉暖後才
見好。

在黃岡的第一個月，整個醫療隊沒
有休過一天。門雪琳最欣慰的是，病人
的情緒逐漸穩定，整個病房變得平和起
來。有個經常跳廣場舞的大姨在病房裡
跳起了交誼舞，親屬打電話來經常受到
老人的批評：別老耽誤醫生治療！門雪
琳還聽到她們在悄悄地議論：山東來的
醫生護士脾氣真好，將來要娶個山東的
兒媳婦……每當這時，門雪琳就覺得所
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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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江宏 山東報道）3月
7日，山東首批援助湖北醫療隊結束在羅田縣的休
整，重返戰疫前線。此前，已連續奮戰一個月的醫
護人員按照當地疫情指揮部門的安排，進入修整
期。臨行前，他們收到了當地百姓親手做的繡花鞋
墊和棉鞋。
“那幾天特別冷，棉鞋穿起來特別暖和、舒

服，真是雪中送炭。”門雪琳說，這些天她收穫了太
多的感動，有時是一句暖心的話語，有時是一碗熱騰
騰的米粥，有時是一件小事，一個個片段印在腦海
裡，成為人生中最難忘的記憶。在病房裡，她和患者
從病情聊到家常，漸漸地成了朋友。給醫療隊開車的
司機師傅說，黃岡有許多小吃，可惜現在都關門了，
下次來專門給她做導遊。她的朋友圈多了許多“生死
之交”，他們相約疫情結束後到濟南來看望她……
與此同時，在前線的醫療隊受到後方的大力

支持。山東的特產、防疫物品源源不斷地送到黃
岡。門雪琳在那裡看到了山東的大饅頭、花卷、水
餃和周村燒餅，還收到了濟南外國語學校學生做的
中藥香囊。感受到四面八方的溫暖，她有些受寵若
驚。在她看來“只是幹了自己該幹的事情，盡了一
名醫生的職責，只不過換了一個地方而已。”

“這些天我看到了人性美好的一面，感覺生
活還是很美好的。”門雪琳說，現在病人越來越
少，確診患者的病情越來越平穩，相信疫情應該很
快結束，真的要春暖花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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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援鄂醫生門雪琳魯援鄂醫生門雪琳：：彷彿這就是我一直工作的地方彷彿這就是我一直工作的地方

■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江宏 山東報道

“前幾天天氣特別冷，當地群眾就

像當年支援紅軍一樣，給我們送來親

手縫製的繡花鞋墊和棉鞋，穿在腳上

暖在心裡。”山東首批援鄂醫療隊隊員、濟南市第四人民醫院呼吸科醫

生門雪琳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在黃岡近兩個月，她看到了人性最美好

的一面，許多暖心的片段時刻感動着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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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醫護的努力通過醫護的努力，，確診確診
患者病情日漸穩定患者病情日漸穩定。。

香港文匯報山東傳真香港文匯報山東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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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理 北京報

道）中國媒體報道有個別歸國人士或留學

生，返國後不配合入境防疫措施，有的不

喝酒店提供的熱水，索要礦泉水，甚至以

隔離妨礙人權為要挾，和警察起爭執，有的則本身有咳嗽等疑似症狀，在醫院做

完檢測後等待不了檢測結果，聲稱“超長待機15個小時”……這些不遵守入境防

疫措施的行為在網上引發網民聲討。有留在歐洲的中國留學生接受香港文匯報記

者訪問時說，自己退掉了回國的機票，“目前國內嚴防境外疫情輸入，不想增加

親友以及祖國相關工作人員的負擔”。相信多數留學生是有素質的，也希望國人

不要因為個別極端現象對在外學子產生誤解。

留德學生：不想給祖國添負擔
海外冷靜防疫 個別回國人士不配合入境防疫不代表在外學子

3月16 日，德國和奧利地邊境城市帕紹
（Passau）突然多了很多警察，這是德

國入境政策收緊後的第一天。不少留學生每天都
在社交群裡討論該何去何從，正在這座城市留學
的中國學生Linda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說，她過
去半個月收到很多國內家人和朋友關心的訊息。
她坦言自己過去兩周也焦慮到失眠，每日在回國
和不回國之間舉棋不定。每次從超市購回來食
物，心情平靜一會兒，但焦慮很快又捲土重來。

減少流動是最好的保護
Linda稱，儘管新聞裡說德國的感染人數成

倍增長，但自家樓下餐廳的手風琴旋律依然伴着
人們的歡快舞步從未停歇。此前巴伐利亞州長宣
佈，4月20日前要關閉所有學校、幼稚園，並限
制探訪老年人。

在超市裡，消毒液等消毒品早已被搶空，口
罩也早已斷貨，意粉等主食也所剩無幾。最令人
感到不安的是，最近幾天廁紙也已經缺貨。

不少朋友都勸Linda趕緊回國，但她最後還
是決定留在德國。她在仔細思考過後稱，現在貿
然前往機場和飛行途中的感染風險很高。此外目
前國內嚴防境外輸入，自己不想增加親友以及祖
國相關工作人員的負擔。

“剔除恐慌 重拾平靜”
Linda稱獨自在海外抗疫，冷靜思考和做好

規劃最重要。眼下已經採購了很多主食，每周在
人最少的時候去超市，買新鮮的水果和蔬菜。此
外還要每日開窗通風，打掃衛生，每日堅持健
身。

在德國的中國留學生都很重視疫情，Linda
表示自己在接下來的幾周，會盡量減少與人接
觸，不外出就餐，也不乘坐公共交通。她說，
“過濾掉眼花繚亂真真假假的消息，剔除不必要
的恐慌，做力所能及的事，在充裕時間裡重新審
視自己，最終會重拾平靜。”

每個人都應盡防疫義務
在德國帕紹大學念文化經濟的曹同學告訴香

港文匯報記者，她和來自捷克和德國的兩位同學
合住，但對方對新冠病毒不以為然，於是自己當
起了義務“宣傳員”，給她們講案例。“當時中
國爆發，他們還一度說這個病毒只傳染亞洲
人。”

曹同學表示，她認為自己要切實擔當起防疫
的職責，特別是她自己本身免疫力較差。現在同
學們喊她出去喝咖啡一律不去，在房間裡更是減
少和室友接觸的機會。

對於有的留學生回到國內隔離時提出各種無
理要求，曹同學稱這樣的行為十分荒謬可笑，更
不能代表廣大海外留學生的形象。在大家共同防
疫期間，每個人都應該善盡防疫義務，相互理
解，不給病毒擴散留任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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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任芳頡、張聰 北
京報道）近日，一段國外返京女子不按規定隔
離外出跑步，面對社區防疫人員的勸說還大喊
“救命、騷擾”的視頻在網絡上引起熱議。據
了解，該女子係拜耳中國公司員工，目前，拜
耳已作辭退處理。

視頻顯示，一名女子自稱是澳大利亞籍華
人，返京後不僅拒絕隔離，且外出跑步時不戴

口罩。社區工作者對其進行勸導，但該女子
稱：“我要鍛煉身體，我病了誰管我？”最後
竟高喊“救命，有人騷擾”，然後進屋關門。

17日晚間，拜耳公司通過官方微博發佈聲
明稱，經核實，該女子係拜耳中國公司員工，公
司已對其作辭退處理。聲明強調，拜耳一貫遵守
經營地所在國的法律和法規，並堅定支持中國政
府和民眾的抗疫行動。

返京違隔離令 外籍華女被炒

■17日，廣州白雲機場、白雲出入境邊防檢查站、航空公司等單位聯合出台並實施了新版防控境外疫情輸
入工作指引，採取機上排查、旅客四類標籤張貼分流等措施，防控境外疫情輸入。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帥北京報道）北京首
都國際機場3號航站樓D區（簡稱T3-D）作為國際
及港澳台航班停靠處置專區，近日迎來巨大入境客
流，網傳視頻顯示，入境人員聚集甚至“擠爆”航
站樓。對此，首都機場副總經理趙瑩17日回應稱，
入境人員聚集的畫面反映的是3月15日下午T3-D
的入境旅客轉運現場，當日是T3-D第一天設置為
處置專區，共運送旅客7,252人次，與調整之前相
比增長了220%。目前，首都機場已新增兩條安檢
通道，並通過另行增加廂式貨車轉運旅客行李等方
式，來提高機場轉運的效率。

某航班5人攜121件行李
在入境方面，從3月10日起，北京啟用T3-D

作為集中接受疫情嚴重國家和地區進港航班的處置
專區，分區分類、精準實施旅客和行李的集中轉
運。到15日，首都機場開始要求全部國際及港澳台
地區進港航班，均得停靠首都機場T3-D，實施遠端
管控、近端篩查、科學處置、責任交接、閉環管
理。趙瑩表示，該調整讓首都機場處置專區的航班
量和旅客量都較之前提高了三倍以上，導致部分時
段出現了多架300人以上的大飛機集中抵達的情
況，造成了處置專區內短時客流增大。

“部分旅客攜帶了大量行李，如某航班有五名
旅客攜帶了121件行李，這種情況也影響了現場的

轉運效率，造成現場旅客積壓等候提取行李的情
況。為了確保旅客安全、有序轉運，現場工作人員
及時關停了扶梯，並努力維持旅客秩序。”趙瑩補
充指出。

增通道及加快行李轉運
根據趙瑩介紹，應對進港客流增長帶來的運行

壓力，首都機場目前已從四方面實時調整和優化流
程。其一，國際航班多是300、400人以上的大型
機，首都機場緊急增加寬體機機位數量，讓更多的
大飛機可以停靠廊橋，讓更多旅客可以用最短時
間、走最短距離，完成進港流程。其二，結合機位
的改造，對所有飛行區的航空器運行路線、標誌標
識和運行規則也根據最新的運行需要進行調整。

其三，在T3-D的二層，新增兩條國際轉國內
安檢通道，對於進港後才決定購買國內機票的出港
旅客，都可以通過這兩條安檢通道直接進入國際轉
國內候機區域。其四，將“旅客與行李同車轉運方
式”變更為“另行增加廂式貨車參與旅客行李轉運
方式”，提高旅客上車和發車效率。

根據統計，截至16日，首都機場處置專區已經
保障航班112架次，運送旅客20,718人次。趙瑩表
示，隨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多個國家持續蔓延，旅客
入境情況也更加複雜多變，首都機場將不斷調整和
優化處置專區運行流程。

國際入境客暴增 首都機場多措減壓

香港文匯報訊據中國外交部網站消息，近年
來，美國政府對中國媒體駐美機構和人員的正常新
聞報道活動無端設限，無理刁難，不斷升級對中國
媒體的歧視和政治打壓，特別是2018年12月美方
要求有關中國媒體駐美機構註冊為“外國代理
人”，2020年2月將5家中國媒體駐美機構列為
“外國使團”，隨即又對上述5家媒體駐美機構採
取人數限制措施，變相大量“驅逐”中方媒體記
者。中方第一時間就美方錯誤做法向美方提出嚴正
交涉，表達堅決反對和強烈譴責，並強調保留做出
反應和採取措施的權利。

中方宣佈，自即日起：
第一，針對美方將5家中國媒體駐美機構列為

“外國使團”，中方對等要求“美國之音”、《紐
約時報》、《華爾街日報》、《華盛頓郵報》、
《時代周刊》這5家美國媒體駐華分社向中方申報
在中國境內所有工作人員、財務、經營、所擁有不
動產信息等書面材料。

第二，針對美方大幅削減、實際驅逐中國媒體
駐美機構員工，中方要求《紐約時報》、《華爾街日
報》、《華盛頓郵報》年底前記者證到期的美籍記者
從即日起4天內向外交部新聞司申報名單，並於10天

內交還記者證，今後不得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包括香
港、澳門特別行政區繼續從事記者工作。

第三，針對美方對中國記者在簽證、行政審
查、採訪等方面採取歧視性限制措施，中方將對美
國記者採取對等措施。

中方上述措施完全是對美方無理打壓中國媒
體駐美機構被迫進行的必要對等反制，完全是正當
合理防衛。美方有關做法專門針對中國媒體，是基
於冷戰思維和意識形態偏見，嚴重損害中國媒體的
聲譽和形象，嚴重影響中國媒體在美正常運作，嚴
重干擾中美正常人文交流，暴露其自我標榜的所謂

“新聞自由”的虛偽性。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改弦更
張、糾正錯誤，停止對中國媒體的政治打壓和無理
限制。如果美方一意孤行，錯上加錯，中方也必將
採取進一步的反制措施。

中國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沒有改變，也
不會改變，我們始終歡迎各國媒體和記者依法依規
在中國從事採訪報道工作，並將繼續提供便利和協
助。我們反對的是針對中國的意識形態偏見，反對
的是借所謂新聞自由炮製假新聞，反對的是違反新
聞職業道德的行為。希望外國媒體和記者為促進中
國與世界的相互了解發揮積極作用。

美打壓中國駐美媒體 中方三招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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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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的疫情令人心惶惶對各行各業影響很
大，但是隨著各項防疫措施出臺，相信危機很
快會過去。 所謂有危就有機，在危機時總是
會有那麼一小撮精明冷靜的投資人能夠把握住
難得的買入機會，趁低吸納，轉危為機，實現
財富增值。 想投資但又不願意承受大的風險
，那買房子和存銀行是相對穩健的方式，那到
底哪一種比較好呢？ 存銀行似乎錢不會損失
，但其實按照現在的低利率以及通貨膨脹，雖
然錢看著沒有少，無形中卻已經貶值了。 趁
著現在的低利率，以及利用為數不多的可以讓
個人使用大杠杆投資的管道之一，再加上在美
國貸款買房，房產稅以及貸款中的利息部分可
以抵稅，買房子投資不失為更理想的投資方式
。

以下是聯禾地產的其中一個專案，它結合
了市區的便利, 郊區的閒逸, 就在火紅開發的
Katy 大學中心(University Center)! 地處每日交通
流量達30萬車次的州際公路 I-10和環城高速
Grand Parkway 99 之東北角! 在集合了食,衣,
住, 行, 育, 樂的上億美元打造的商圈中, 唯一的

住宅項目~ 蒂凱佳苑(Grand West Condos), 僅
有50 個單位, 目前已預售35%!

郊城(Surban): 結合市區與郊區的大型綜
合 (Mixed-Use)生活圈, 開啟簡單樂活的新選項
!

蒂凱佳苑(Grand West Condos)地處休斯頓
發展勢頭迅猛的125英畝Katy大學城商圈內,
提供難得的機會讓有興趣擁有簡單樂活選項的
人, 能夠擁有自己的住房單位! 這個商圈不僅有
著一般Surban 項目的優點, 更難能可貴的是新
興的凱蒂亞洲城 (Katy Asian Town) 就在腳程可
達!更讓你開心的是休斯頓大學Katy新校區就
是你的綠化後院, 而即將興建的休斯頓社區大
學就在商圈對街, 能滿足你多項進修學習的需
要!

門禁小區，50個單位，一房一浴和兩房
兩浴兩種戶型：

蒂凱佳苑是有門禁控管的圍柵小區, 僅有
50個單位, 一房一浴和兩房兩浴兩種戶型, 適

合年輕的上班族，白領族，空巢族，或者退休
的人入住，當然也可以先投資再為未來打算。
目前在售的優惠價格戶數有限, 為23萬到28萬
美元，輕鬆負擔！

多項優惠貸款方案, 3%, 10% 或25% 首付,
讓您輕鬆置業!

蒂凱佳苑共50個單位項目已與貸款公司
合作，為購房者提供了更多的可負擔措施。
尤其首購族可以用3%首付,即約 6,864美元，
即可擁有228,880美元的一居室單元。這對於
新入職場的年輕人, 單身上班族, 或頂客族
(Double Income No Kids)而言，都是絕佳的機
會能輕鬆置業並從地產中積累財富; 如你是非
休斯頓居民, 你可能有機會用10%首付購置你
的第二個家(2nd Home); 如是想要先投資,也有
多項配套出租方案能 獲得優質的投資回報!

全新的蒂凱佳苑地稅只有2.44％！自住投
資大利多！

根據所在的HARRIS COUNTY 2019年提供
的地稅標準，蒂凱佳苑（Grand West Condos
）這個全新住宅卻有著低得令人難以置信的地
稅率2.44％，絕對是在休斯頓地區難能可貴的
！相較一般Katy 3％的地稅，每年可以節省約
$ 1500左右，如是自住屋減免則可低至2.13％
左右，超過65歲的長者減免更可低至1.5％以
下！自然多出了一筆可支配收入！

蒂凱佳苑的獨家代理商RE/MAX United聯
禾地產及負責人Josie Lin RE/MAX United聯禾
地產，是休斯頓知名的房地產公司，是專業高
品質的專門服務亞裔社區，提供住宅買賣，商
業地產投資，物業托管，房地產發展商的房地
產一站式平臺。

聯禾地產的負責人Josie Lin（林承靜）女
士是1992年由臺灣來美的留學生，擁有賓州
州立大學管理學碩士，是註冊的國際商業地產
投資專家，並進一步成為房地產發展商。Josie

於2017年和2018年連續兩年獲得德克薩斯州
RE/MAX經紀人前十強，並榮獲RE/MAX休斯
頓Top Commercial Producer商業地產第一經紀
，是第一位在RE/MAX 休斯頓工作的亞洲頂級
商業製作人。Josie本身是美國夢實現的典範
，她通過自身的奮鬥，希望幫助更多的移民適
應和聯結美國的專業規則，使他們的“美國夢
”成真!

敬請關註我們的微網站 ，並添加聯禾地
產的微信 ，獲得詳細的資訊。

Grand West Condos蒂凱佳苑：
地址：1207 Grand West Blvd. Katy, TX 77449
電話：346-998-8000

RE/MAX United聯禾地產中國城辦公室：
電話：713-630-8000
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Ste 118, Houston TX
77036
郵箱：josielinteam@gmail.com

RE/MAX United聯禾地產凱蒂亞洲城辦公室：
電話：346-998-8000
地 址 ： 23119 Colonial Parkway A1, Katy TX
77449
郵箱：josielinteam@gmail.com

買房子和存銀行哪個更好買房子和存銀行哪個更好？？
轉危為機的休斯頓投資專案盡在聯禾地產轉危為機的休斯頓投資專案盡在聯禾地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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