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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頓免下車檢測站休斯頓免下車檢測站 開放開放6565歲長者歲長者使用使用

【美南新聞記者蕭永群報導】休斯敦地區第
一個新冠肺炎「免下車」測試站於21日擴
大服務範圍﹐如今65歲以上﹑出現症狀的
長者﹐也可以前往檢測﹒
測試站首日只對一線醫護人員開放﹐目前

65 歲以上長者若有出現咳嗽﹑呼吸困難﹑
發燒﹐就可以在每日早上九點至下午叁點﹐
撥打休斯頓健康部門新冠肺炎專線﹕
832-393-4220 預約篩檢﹒若是符合檢測
資格﹐會收到一組「驗證碼」﹑和如何做測試

的說明書﹒
需要注意的是﹐只有收到「驗證碼」者才能
接受篩檢﹐如果沒有事前預約並取得驗證
碼﹐即便到了現場也無法做檢測﹒
休斯敦市和哈裏斯郡健康部門﹐以及當地
醫療社區將會在這陣子﹐陸續另闢叁處免
下車檢測站﹐啟用後會線上公告﹒
當地健康官員David Persse博士表示「日後
當地醫療人員會將免下車檢測站的規模擴
大﹒」並說﹕「我們建議出現症狀的民眾在來
做篩檢之前﹐先找自己的家庭醫師檢查﹒」
休斯頓首個免下車檢測站於 20 日正式啟
用﹐這個測試站目前一天可容納的人數約
為150人﹐當天共有159名出現症狀的健康
照護者﹑一線醫療人員前來接受檢測﹒該
族群因為長期暴露在風險之下﹐是感染的
高風險族群﹒
各種公營﹑私營的合作機構其實也有許多
都在提供篩檢﹐例如德州醫學中心﹐休斯敦
衛理公會醫院（Houston Methodist Hospital
）﹑Memorial Hermann醫院等﹒健康部門目

前沒有對外公布「免下車」檢測站的地點﹐
以免眾多沒預約的人潮湧入﹐讓工作人員
不得不驅離﹒
「如果你很健康﹐沒有很嚴重生病﹐只是有
一點輕微的症狀﹐請自行在家隔離﹒」Da-
vid Persse博士表示﹐並說「目前大多數患者
已經自行痊癒﹒因此我們會優先將測試資
源用在最需要的人身上﹒」
目前這項測試是免付費的﹐只會在現場索
取測試者的保險資訊﹐新冠肺炎相關的測
試﹑治療等服務將不會影響移民申請﹒

市長特納市長特納﹕﹕造謠造謠休斯頓封城休斯頓封城者絕對起訴者絕對起訴 【美南新聞記者蕭永群報導】針對疫情期
間謠言滿天飛﹐在 20 日的記者會中﹐休
斯頓市市長特納（Sylvester Turner）嚴正
闢謠網路流傳的休斯敦將「封城」一說﹐
他聲明將持續調查﹐並起訴在這段時間
造謠之人﹒
前陣子在社交媒體上﹐傳出了一則偽造
的錄音檔﹐謠傳整個休斯敦市將被緊急
關閉﹐語音內容是市長和其他城市的地
方官員開會﹐並提到會將休斯頓封城24
小時﹒音檔中還呼籲每個人快去超市囤
積糧食﹑清潔用品﹐並趕快快去銀行領取
現金﹒
特納在記者會上指出﹐一切都是造謠﹐休
斯頓不會「封城」﹒「我過去已經說過﹐這
些消息都是假的﹒我們從未開過會討論
要封城﹐這周不會﹑下周一也不會﹒」他說
道﹐並重申「這些都是假的﹐我以前說過﹑

今天稍早也講﹐我有義務繼續講下去﹒」
並呼籲民眾下次看到這種消息﹐不要信
以為真﹒
市長也表示已與休城警局局長Art Ace-
vedo聯繫﹐並請求協助調查散布謠言者﹐
「我相信這已經構成犯罪﹐我們必須展開
調查﹐找到這些犯人﹑戲精﹐並起訴他們
﹒」
Art Acevedo 也表示﹕「我們一定會找到
造謠者﹐並指認他﹒」
根據特納指出﹐目前有能力決定是否封
城的只有叁人﹕市長﹑州長﹑郡長﹒「我們
不希望製造一個充滿過多恐懼﹑焦慮的
環境﹒眼下的狀況還在我們可以控制的
範圍﹐目前我們的城市﹑州都已經準備妥
當﹐」特納表示﹐並說「各項準備都做好了
﹐我們的社區將同心協力面對這個問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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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家默克尔说：“金钱教育是人

生的必修课，是儿童教育的重心，就如

同金钱是家庭的重心一样。”

而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金钱观，零

花钱是最好的手段。

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聊聊几点有关孩

子零花钱的问题。

一、该不该给孩子零花钱？

有这样一个故事：

有个孩子从同学课桌里偷偷拿走了

几块钱，被同学发现，报告老师。

班主任很疑惑，这个孩子家境不差

，平时也很乖，怎么会跑去偷钱呢？

了解后才知道，孩子没有零花钱，

刚好学校门口小卖部贴纸最近特别火，

眼看着其他孩子都买了，他想要爸爸妈

妈又不给买，只能出此下策。

原来，孩子妈妈从不会给零花钱，

妈妈的原话是：“家里有吃有喝，他没

有需要用钱的地方。”

这种在零花钱上严防死守，最坏的

结果是孩子禁不住诱惑，自己跑去想办

法弄钱。

小学阶段的孩子，用零花钱无非是

想买一些门口小摊上“没用”的东西，

如小贴画、小卡片、小零食等等，在大

人眼中，这是不该买的东西，是浪费钱

，但对孩子来说，意义不止如此。

比如，买自己喜欢的东西，这是对

支配自己学习和生活的渴望，他可以自

己说了算，是独立自主的意识在作祟。

再比如，和同龄孩子相处时会有需

要用钱的地方。

《少年派》中有句台词：“小孩也

需要钱压兜，身板才能直起来。”

放学成群结伴买零食，如果就自家

孩子没有钱，可能就不敢和朋友玩，甚

至陷入自卑，这是社交需求，到了青春

期，这一需求更加明显。

西方有个说法，如果总是剥夺孩子

支配钱的机会，反而养成他们一花钱就

伸手，一有钱就赶快花光的习惯。

所以，孩子到了年龄，固定给他们

一些零花钱是很有必要的。零花钱，不

仅能满足孩子的物质需求，也是帮助孩

子树立正确金钱观的重要途经。

二、零花钱该怎么给？

零花钱

给多少，是

根据孩子的

年龄和家庭

实际情况来

定，一开始

可以每天给

，等孩子大

一点，不妨

尝试每周或

每月给一次

。

其中有

三点需要注

意。

1. 事先

和孩子商量

好的金额，

不应过多；

2. 定期

给，让孩子

知道自己每

周或每月大概有多少钱，他才会有计划

地消费；

3.坚持原则，有的孩子零花钱不够

花，就跑去和父母耍赖，这时候，你就

要告诉他，必须等待下次才能发零花钱

。如果遇到特殊情况，可以”预支“下

个月的零花钱，但必须让孩子下次还上

。

三、如何教孩子合理分配零花钱？

让孩子自己支配零花钱，是对他的

信任。

在这个过程中，父母起到的是引导

作用，尽量尊重孩子对金钱的自主权，

在无害的原则内，怎么花由孩子来决定

。

认识一位妈妈，从上小学就开始给

儿子零花钱，每天2块钱，每周给一次

，自负赢亏。

刚开始的几个星期，儿子一拿到钱

就全部用在了买小零食上，遇到想要的

玩具，还会问她要钱，她拒绝了，并告

诉孩子:“你把零花钱省一点，攒够了

再去买吧。”

孩子无奈照做了。时间久了，存钱

罐居然真的余下不少零钱。

前几天，爸爸过生日，孩子用省下

的零花钱跑去店里给爸爸买了一双手套

，爸爸开心得不得了，拍照发朋友圈炫

耀。

合理的零花钱制度，是会花钱的同

时，也有储蓄的习惯。

孩子学会了支配金钱，也培养了延

迟满足能力，更重要的是学会如何用金

钱带给身边的人幸福和快乐。

四、孩子做家务该不该给零花钱？

这个问题备受争议。

事实上，做家务能获得报酬，最大

的副作用在于破坏孩子对家庭的责任心

。

扫一次地，1块钱；洗一次碗，1

块钱；收拾好房间，10块钱.....一开始

效果会很好，孩子也很积极，但时间久

了之后，问题就出来了。

《家有儿女》中有一集，爸爸夏东

海就搞了一次有偿家务的活动，结果乱

成了一锅粥。

为了得到家务卡，三个孩子碗洗两

次，一天拖地3次，吃7顿饭，衣柜的

衣服全部被搬去反复洗......几百张家务

卡，一会就抢完了。

夏东海感觉事情不对，告诉孩子们

活动结束了，结果刘星和小雪立马宣布

不干了。

大部分的家务活是一家人的事情，

随随便便做个家务就有零花钱，反而扼

杀孩子主动做家务的积极性。

孩子给钱才干活，不愿意多做一点

，收拾自己的东西反而变成了大人欠的

债，这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

关于做家务要不要给钱，我的建议

是，先判断这件事情，是不是孩子的责

任。

比如收拾房间、打扫卫生、洗碗，

扫地等，这是每个家庭成员的责任，那

么尽量不要付钱让孩子去做他本该自己

完成的事，同样，学习、作业也是这个

道理。

而那些不完全属于孩子的事，比如

帮爸爸洗车、帮爷爷奶奶修剪草坪、帮

妈妈跑腿等等，给一点零花钱不为过。

五、有必要和孩子界定金钱上的界

限吗？

演员袁咏仪曾经在综艺中提到：她

不喜欢孩子翻父母的钱包。

我非常理解这句话，因为父母与孩

子之间，建立金钱上的界限感是有必要

的。

无论爸爸妈妈有没有钱，那都是父

母的劳动所得，大人有义务抚养孩子长

大，但这不意味着家里的钱都是他们的

，可以随便动。

想起这样这样一个故事：

有个小孩问他的爸爸：“我们家有

钱吗？”

爸爸回答他：“我有钱，你没有。

我的钱是我自己努力奋斗得来的，将来

你也可以通过你的劳动获得金钱。”

另外一个孩子也问了爸爸同样的问

题，结果爸爸回答他：“我们家有很多

钱，将来这些钱都是你的。”

罗恩· 利伯在《反溺爱》提到：

“谈钱就是谈价值观。”

两 位 爸 爸 传 递 给 孩 子 的 价 值

观截然相反，前者是你想要过好

的生活，只能通过自己的努力；

后者则是，你无需努力，就能拥

有一切。

金钱教育的第一步，是让孩子明白

，钱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得来的，来之不

易，而父母不是你的提款机。

对这样给孩子零花钱
孩子受益一生

（（休士頓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 ））據美國約翰斯據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的統霍普金斯大學的統
計計，，美國有美國有2222,,000000++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其中其中278278例病亡例病亡。。最最
糟糕的情況是糟糕的情況是，，已確診病例的一半在紐約州已確診病例的一半在紐約州，，紐約州是將人們限紐約州是將人們限
制在家中的第四州制在家中的第四州。。 由於嚴重的冠狀病毒傳播和爆發由於嚴重的冠狀病毒傳播和爆發，，美國包美國包
括紐約州在內的括紐約州在內的44個州先後發布了個州先後發布了““居家隔離令居家隔離令”，”，影響美國近影響美國近
四分之一人口四分之一人口。。面對美國惡化的新冠疫情面對美國惡化的新冠疫情，，紐約州州長安德魯紐約州州長安德魯..
科莫科莫（（Andrew CuomoAndrew Cuomo））曾呼籲學習中國曾呼籲學習中國，，動用國家力量救災動用國家力量救災。。
美國陸軍工程兵團總指揮官托德美國陸軍工程兵團總指揮官托德..西蒙尼西蒙尼（（Todd SemoniteTodd Semonite））中將中將
2020日在五角大樓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日在五角大樓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為減緩地方醫院因新為減緩地方醫院因新
冠病毒患者增多而面臨的壓力冠病毒患者增多而面臨的壓力，，美國陸軍工程兵團將把賓館和校美國陸軍工程兵團將把賓館和校
舍等建築改造成臨時醫院舍等建築改造成臨時醫院。。美軍計劃幫包括紐約州在內的多個州美軍計劃幫包括紐約州在內的多個州
將一些建築改造成臨時醫院將一些建築改造成臨時醫院，，預計花費預計花費33、、44個星期的時間完成個星期的時間完成
，，並可能為紐約州送去並可能為紐約州送去1000010000張醫用床位張醫用床位。。

““我們認為我們認為，，這項工作我們花這項工作我們花33、、44個星期能做完個星期能做完，，我們會我們會
盡可能快速完成盡可能快速完成。”。”西蒙尼對記者表示西蒙尼對記者表示。。

西蒙尼稱西蒙尼稱，，陸軍工程兵團已經為這類設施改建計劃開發好了陸軍工程兵團已經為這類設施改建計劃開發好了
合同和標准設計合同和標准設計，，以加快進程以加快進程。“。“這是一項無比複雜的任務這是一項無比複雜的任務，，但但
我們不能弄得太複雜我們不能弄得太複雜，，要越簡單越好要越簡單越好。”。”西蒙尼稱西蒙尼稱，，他們的工作他們的工作
是把空的旅館是把空的旅館、、大學校舍等建築改造得能夠滿足重症醫護需求大學校舍等建築改造得能夠滿足重症醫護需求，，
而將由各州自己負責確定改造哪些建築並僱傭相應的醫護人員而將由各州自己負責確定改造哪些建築並僱傭相應的醫護人員。。
此前此前，，紐約州州長科莫在星期一的新聞發布會上紐約州州長科莫在星期一的新聞發布會上，，提出了要陸軍提出了要陸軍
工程兵團幫忙改建臨時醫院工程兵團幫忙改建臨時醫院、、並增加醫用床位並增加醫用床位。。 ““如果不這麼如果不這麼
做做，，大家都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大家都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醫院很快就將超過負荷醫院很快就將超過負荷。”。”科科
莫表示莫表示。。截至截至2020日上午日上午，，紐約州確診人數超過紐約州確診人數超過70007000人人，，死亡死亡3535
人人。。對此對此，，西蒙尼西蒙尼2020日回應稱日回應稱，“，“我們正在討論增加我們正在討論增加1000010000張床張床
位的事位的事，，為了紐約州考慮為了紐約州考慮，，我們確實應該送去這些床位我們確實應該送去這些床位，，但這不但這不
是我能決定的是我能決定的，，而需要而需要FEMAFEMA（（聯邦應急管理局聯邦應急管理局））來決定床位配來決定床位配
額額，，我們會按照我們會按照FEMAFEMA的要求去做的要求去做。”。”

對於改建醫院對於改建醫院，，西蒙尼確認說西蒙尼確認說，，他們目前已經在查看了紐約他們目前已經在查看了紐約
的幾處建築的幾處建築，，包括位於紐約市曼哈頓地區的大型會展中心包括位於紐約市曼哈頓地區的大型會展中心““賈維賈維
茨展覽中心茨展覽中心”。”。此外此外，，西蒙尼還表示西蒙尼還表示，，多個州都在提出類似的支多個州都在提出類似的支
援請求援請求。“。“我們沒法所有地方都支援到我們沒法所有地方都支援到，，因此我們需要聯邦政府因此我們需要聯邦政府
幫我們排出優先級幫我們排出優先級，，這樣聯邦應急管理局才能把我們派去正確的這樣聯邦應急管理局才能把我們派去正確的
地方地方。。這必須在幾週內完成這必須在幾週內完成，，不能拖上幾個月不能拖上幾個月。。 ”“”“我們看到我們看到
加州加州、、華盛頓州的情況很糟糕華盛頓州的情況很糟糕，，我們已經去過了新澤西……我們我們已經去過了新澤西……我們
在關注哪些地方最需要我們在關注哪些地方最需要我們，，這些地方我們會優先前往這些地方我們會優先前往。”《。”《洛洛
杉磯時報杉磯時報》》稱稱，，除紐約州以外除紐約州以外，，目前目前““醫院改造醫院改造””計劃將要協助計劃將要協助

的州還包括新澤西的州還包括新澤西、、加利福尼亞加利福尼亞、、華盛頓等華盛頓等1515個州個州。“。“我我
們在盡快行動們在盡快行動，，很多州長表示疫情高峰將在很多州長表示疫情高峰將在44月中旬來臨月中旬來臨
。”。”西蒙尼稱西蒙尼稱。。星期五一早星期五一早，，美國國防部長馬克美國國防部長馬克..埃斯珀埃斯珀
（（Mark EsperMark Esper））表示表示，，3131個州的州長已啟用了共超過個州的州長已啟用了共超過 40004000
人的國民警衛隊人的國民警衛隊，，協助對抗疫情協助對抗疫情。。美國國民警衛隊官員稱美國國民警衛隊官員稱
，，接下來的幾個星期接下來的幾個星期，，出動的國民警衛隊人數將激增出動的國民警衛隊人數將激增。。

隨著美國的新冠肺炎疫情擴散隨著美國的新冠肺炎疫情擴散，，多地醫院出現了醫療多地醫院出現了醫療
物資短缺的情況物資短缺的情況。。據美國據美國PoliticoPolitico新聞網和新聞網和《《紐約時報紐約時報》》33
月月1919日報導日報導，，美國多地的醫護人員表示美國多地的醫護人員表示，，儘管白宮保證會儘管白宮保證會
通過修正政策以及其他方面的捐獻來解決供應缺口通過修正政策以及其他方面的捐獻來解決供應缺口，，但口但口
罩等醫用防護物資仍然短缺罩等醫用防護物資仍然短缺，，有醫護人員不得不重複使用有醫護人員不得不重複使用
一次性口罩一次性口罩，，還有醫護人員在社交媒體上尋求物資援助還有醫護人員在社交媒體上尋求物資援助。。
““每天上班是最可怕的事情每天上班是最可怕的事情””

據報導據報導，，1919日日，，美國總統川普和副總統彭斯在白宮講美國總統川普和副總統彭斯在白宮講
話時認為現在已有大量口罩供應話時認為現在已有大量口罩供應。。不過不過，，美國疾病預防控美國疾病預防控
制中心制中心1616日發布的指南中承認了物資短缺日發布的指南中承認了物資短缺。。在華盛頓和其在華盛頓和其
他新冠肺炎疫情嚴重地區他新冠肺炎疫情嚴重地區，，已經有醫護人員感染甚至死亡已經有醫護人員感染甚至死亡
。。紐約州護士協會成員說紐約州護士協會成員說：“：“每天上班是最可怕的事情每天上班是最可怕的事情。。
””醫療用品短缺迫使他所在的醫院只能給症狀嚴重醫療用品短缺迫使他所在的醫院只能給症狀嚴重、、有資有資
格接受新冠病毒檢查的患者提供口罩格接受新冠病毒檢查的患者提供口罩。。

由於口罩短缺由於口罩短缺，，伊利諾伊州一名重症監護室護士被告伊利諾伊州一名重症監護室護士被告
知要連續知要連續55天使用一個一次性口罩天使用一個一次性口罩。。加州一名急診室醫生加州一名急診室醫生
說說，，她的同事開始把使用過的口罩儲存在塑料容器裡她的同事開始把使用過的口罩儲存在塑料容器裡，，見見
不同病人時再次使用不同病人時再次使用。。

面臨風險的不止是醫護人員面臨風險的不止是醫護人員。。即使有新數據顯示新冠即使有新數據顯示新冠
病毒可以在物體表面上存活數小時病毒可以在物體表面上存活數小時，，但無防護措施的保潔但無防護措施的保潔
人員仍然需要盡快清掃房間人員仍然需要盡快清掃房間，，以便讓新的患者盡快入住以便讓新的患者盡快入住。。
””華盛頓州是美國疫情最嚴重地區之一華盛頓州是美國疫情最嚴重地區之一，，該州州長傑伊該州州長傑伊..英英
斯利斯利（（Jay InsleeJay Inslee））辦公室辦公室1919日表示日表示，，儘管收到了兩批來自儘管收到了兩批來自
美國國家戰略儲備的物資美國國家戰略儲備的物資，，但防護設備仍但防護設備仍““嚴重短缺嚴重短缺”” 。。
俄亥俄州官員也表示俄亥俄州官員也表示，，國家戰略儲備撥發的物資遠遠無法國家戰略儲備撥發的物資遠遠無法
滿足醫院的需求滿足醫院的需求。。該州衛生官員塔瑪拉該州衛生官員塔瑪拉..麥克布賴德麥克布賴德（（TaTa--
mara McBridemara McBride））此前說此前說：“：“如果我們現在不採取措施保護醫護人如果我們現在不採取措施保護醫護人
員員，，就沒有人來照顧重病患者了就沒有人來照顧重病患者了。”。”有人建議有人建議，，如果市民有醫療如果市民有醫療
物資要捐贈物資要捐贈，，請與附近醫院聯繫請與附近醫院聯繫。。截至當地時間截至當地時間33月月1919日下午日下午，，
上萬名醫療工作者簽署了一份在線請願書上萬名醫療工作者簽署了一份在線請願書，，要求美國政府採取更要求美國政府採取更
多行動多行動，，確保口罩等防護設備充足供應確保口罩等防護設備充足供應。。美國許多州表示美國許多州表示，“，“最最

壞的情況壞的情況””已然來臨已然來臨
。。 1919 日日，，馬薩諸塞州馬薩諸塞州
議員致信川普政府議員致信川普政府，，稱稱
他們幾週前要求他們幾週前要求 7575 萬萬
個口罩以及其他設備個口罩以及其他設備，，
現在只收到這些物資的現在只收到這些物資的
1010%%。。這些議員警告稱這些議員警告稱
，，該州的醫院將面臨物該州的醫院將面臨物
資短缺的局面資短缺的局面。。

同其他州一樣同其他州一樣，，俄俄
亥俄州官員呼籲獸醫和亥俄州官員呼籲獸醫和
牙醫給醫院捐贈口罩及牙醫給醫院捐贈口罩及
其他用品其他用品，，還呼籲餐飲還呼籲餐飲

服務人員捐贈乳膠手套服務人員捐贈乳膠手套。。與此同時與此同時，，醫學界的各個領域在盡力節醫學界的各個領域在盡力節
約口罩約口罩。。例如例如，，有的醫學院的學生臨床輪轉已經暫停有的醫學院的學生臨床輪轉已經暫停，，醫院也暫醫院也暫
停了非急需的醫療停了非急需的醫療。。政府保證的物資或難及時送到政府保證的物資或難及時送到，，川普政府川普政府33
月月1919日宣稱美國國內醫用物資產量增加日宣稱美國國內醫用物資產量增加，，目前不清楚物資何時目前不清楚物資何時
會到醫護人員手中會到醫護人員手中。。例如例如，，美國聯邦政府本週訂購的美國聯邦政府本週訂購的55億個口罩億個口罩
可能要再過可能要再過1818個月才能交付個月才能交付。。

33月月1818日日，，川普政府宣布啟用川普政府宣布啟用《《國防生產法案國防生產法案》，》，提高急需提高急需
的醫療設備的產量的醫療設備的產量。。白宮已經討論了數週白宮已經討論了數週，，尚未評估哪些物資供尚未評估哪些物資供
應是最急需的應是最急需的，，這意味著這些物資可能在數月後才能真正到達一這意味著這些物資可能在數月後才能真正到達一
線線。。川普也暗示並不急於調用該法案川普也暗示並不急於調用該法案。。他本週在推特上稱他本週在推特上稱，，之所之所
以簽署以簽署《《國防生產法案國防生產法案》，》，是以防是以防““在未來最壞的情況下調用該在未來最壞的情況下調用該
法案法案”” 。。美國副總統彭斯美國副總統彭斯1919日對美國建築業響應聯邦政府捐贈日對美國建築業響應聯邦政府捐贈
口罩的呼籲給予了高度讚揚口罩的呼籲給予了高度讚揚，，不過他沒有公佈具體捐贈了多少口不過他沒有公佈具體捐贈了多少口
罩罩。。

美国陸軍工程兵团总指揮官托德美国陸軍工程兵团总指揮官托德..西蒙尼西蒙尼（（Todd SemoniteTodd Semonite））
中將中將2020日在五角大樓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日在五角大樓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為減緩地方醫為減緩地方醫
院因新冠病毒患者增多而面臨的壓力院因新冠病毒患者增多而面臨的壓力，，美國陸軍工程兵團將把賓美國陸軍工程兵團將把賓
館和校舍等建築改造成臨時醫院館和校舍等建築改造成臨時醫院。。 工程兵團已經開始在紐約工工程兵團已經開始在紐約工
作作。。

美軍工程兵團將幫多州改建臨時醫院 預計4星期完成
口罩等防護物資短缺 美國醫護人員在社交媒體上求助

（本報訊）（本報訊）為因應嚴重特殊傳染
性肺炎（COVID-19）疫情迅速蔓延，為配合政
府防疫政策，維護護法善信健康安全。

一，中台禪寺海外各分院，精舍全面暫停對
外開放。

二，若有公務需求者，進寺院前請事先電話
連絡。

三，待疫情明朗，再補充通知恢復活動時間
。

請大家在防疫期間，多注意身體健康，外出
記得帶口罩，勤洗手！

讓我們在當前本具的清淨心當中，精進用功
迴向：祈願三寶加持，諸佛菩薩護念眾生離苦得
樂，疫情早日結束。

中台禪寺關閉海外各分院中台禪寺關閉海外各分院，，精舍精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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寰宇塑鋼門窗公司寰宇塑鋼門窗公司
專門製造各式塑鋼門窗專門製造各式塑鋼門窗

圖為圖為 「「寰宇塑鋼門窗公司寰宇塑鋼門窗公司」」 負責人高緒春負責人高緒春。。 圖為圖為 「「寰宇塑鋼門窗公司寰宇塑鋼門窗公司」」 自動化製造廠房自動化製造廠房。。圖為圖為 「「寰宇塑鋼門窗公司寰宇塑鋼門窗公司」」 自動化製造廠房自動化製造廠房。。圖為圖為 「「寰宇塑鋼門窗公司寰宇塑鋼門窗公司」」 自動化製造廠房自動化製造廠房。。

「「寰宇塑鋼門窗公司寰宇塑鋼門窗公司」」 生產製造的門窗生產製造的門窗，，外觀高雅外觀高雅，，性能穩走性能穩走，，具多樣性具多樣性、、安全性安全性、、性比性性比性，，滿足不同消費者的需求滿足不同消費者的需求。。

现实性看，主体性存在的演化是没

有止境的，而且这种演化完全是按照由

低级到高级的正向演化规律进行，按照

这一发展规律，作为生命性主体存在的

人类的未来发展前途应该是无限性的，

即主体性存在会无限性地越来越高级，

以至于最终掌控整个宇宙，成为“宇宙

之主”。

不过，上述结论似乎是一厢情愿的

设想，因为这一结论与热力学第二定律

相抵触。宇宙本是个囊括一切的概念，

所以即便我们能够证明多元宇宙的存在

，那么这些多元宇宙也不过是宇宙这一

大概念的分支系统，总体上仍然统一于

一个大宇宙中。因此，宇宙只能是一个

孤立系统。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以及后

来的耗散结构理论，孤立的宇宙是不可

能出现耗散结构的，可是为何地球出现

了生命、人类社会这一生机勃勃的远离

平衡态的耗散结构系统哪？这一事实的

问题本身就说明热力学第二定律及热寂

论是存在问题的，以至于后来针对热寂

说形成了几个较为有影响的反驳理论。

一个是由玻尔兹曼提出的“涨落说”，

另一个是恩格斯利用运动不灭定律在

《自然辩证法》中进行的驳斥，还有一

个理论指出宇宙是不稳定的热力学系统

，并不像静态宇宙模型所设想的那样具

有平衡态，因而其熵亦无最大值，即热

寂并不存在。但是，所有这些驳斥并没

有触及根本问题，因为他们都忽视了另

外一个问题——生命界所具有的不断增

强的负熵增加机能。

生命界具有不同于纯粹自然界（非

生命物质界）的主体性，这种主体性显

然是可以不服从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否

则生命界就不可能产生，或者即便产生

了也不会呈现不断由低级到高级的演化

总趋势。问题在于，宇宙何以会在违背

热力学第二定律的情况下催生出生命界

哪？实际上，不仅生命界不服从热力学

第二定律，即便在宇宙演化的总方向上

也不服从热力学第二定律，因为宇宙演

化同样有一个不断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趋

势。根据宇宙膨胀理论，宇宙最初就是

个最简单的能量体，后来才慢慢演化出

极限粒子、基本微观粒子、原子、分子

、大分子、有机物、有机大分子等不断

越来越高级的存在，热力学第二定律显

然对此不符合，而正是基于这一宇宙演

化大趋势，生命才得以产生。

由此可见，热力学第二定律在相对

较为宽广的生命及非生命系统内都不适

合，只能在很狭隘的封闭系统中发挥作

用。比如，密封的盒子将会使任何生命

体最终全部死亡，由此而实现了所谓的

热寂，但如果把这种孤立系统放大到整

个太阳系却就不适合热力学第二定律了

。事实上，除了所谓的“引力”（本人

不承认该力的存在）外，太阳系与银河

系或更大的本星系群几乎完全切断了任

何物质和能量交换，是一个近乎完全的

孤立封闭系统，可就在这样一个系统中

，却产生了生命界这一具有无限生命活

力的自组织系统。

热力学第二定律只要求系统内的熵

产生非负，即diS>=0，然而外界给系统

注入的熵deS可为正、零或负，这要根

据系统与其外界的相互作用而定，在

deS<0的情况下，只要这个负熵流足够

强，它就除了抵消掉系统内部的熵产生

diS外，还能使系统的总熵增量dS为负

，总熵S减小，从而使系统进入相对有

序的状态。所以对于开放系统来说，系

统可以通过自发的对称破缺从无序进入

有序的耗散结构状态。那么，什么情况

下可以实现系统外注入的熵deS为负哪

？显然，在纯自然的状态下是不可能实

现负熵的，只有在非自然状态下才有可

能成功，而宇宙演化到目前为止所形成

的最强大非自然系统存在当属人类意识

了。

由于人类具有越来越强大的主体能

动性，其意识和认知水平也是越来越高

，如下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超越整个

生命界，进而超越生命体人类，而质变

为超生命界（一种高于生命界的非生命

主体界）。届时，已经成为不同于人类

的新物种（此时的我们已不属于人类）

的我们将能够完全冲出太阳系，奔赴宇

宙各个角落，最终能够成为操控整个宇

宙的“主人”。不过，我们在这个过程

中可能会遭遇到外星文明，问题又来了

：未来的我们会不会与外星文明争夺宇

宙的操控权？

理论上有这个可能。我在《生命的

产生以星系为基本单元，地球是银河系唯

一的生命家园》中通过分析认为，生命的

产生以星系为基本单元，每个类似于银河

系的星系最多可能只有一个自然演化成功

的生命界。这个结论可能使许多人感到有

点悲观，但还是承认外星人的可能存在。

如果真的存在，我们岂能独揽宇宙朝纲？

这个说法似乎忘记了：截止目前为止，我

们没有拿出任何令人信服证据证明外星人

的存在，外星人目前最多只能是理论上的

存在，我们不能以这种形而上的虚无理论

作为出发点，对于外星人我们只能存而不

论。但地球人却是活生生的存在，所以，

我们只能以地球人做为整个宇宙的唯一主

体性存在为理论前提，而这样一来，我们

的论题就成立了。至于宗教宣扬的问题就

更属于不值得考虑的虚无论了，我们新文

明人根本不相信所谓的“超自然”现象。

人类最终会演化为“宇宙之主”？

人类的产生似乎是宇宙的一个天然的先

定“目的”。由于纯自然的宇宙具有一

定程度上盲目性，很难自我控制而不失

序，宇宙因此而需要一个主观能动性很

强的物种来操控宇宙的未来，使其逐渐

完善而不是自我毁灭，人类的未来物种

就承担了这样一个历史使命。不过，这

可能需要数个物种质跃阶段才能达到理

想的状态，而届时的我们早已是不属于

人类这一相对低级的物种了。新文明就

是人类第一个物种质变的前期阶段，但

人类现在连新文明这个阶段都还没有展

开，而是忙于无休止的利益争斗，这一

定程度上给我们带来了挥之不去的阴影

，而地球以至于宇宙的不可预测的对人

类所带来的毁灭性灾变始终如影随形地

伴随着我们，留给人类的时间依然不多

了。我们现在最需要做的就是如何才能

够解决新文明的基本问题，让人类为未

来而尽快纳入道合理有序的轨道上来。

人类最终会演化为
“宇宙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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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休斯頓報導) 新型冠狀病毒在
全美擴散，休斯頓的餐館、酒吧都關門
，許多重要集會都取消，各界呼籲民眾
盡量待在家中，最好不要到人多的地方
，降低被感染的可能性。但是，萬一生
病了需要拿藥、或是老人家有固定要吃
的藥，那可怎麼辦？別擔心，美福保健
藥局(MedXPharmacy)一舉推出好幾個方
案，從不同層面服務民眾、方便民眾，

希望幫助大休斯
頓地區的民眾安
然度過這波病毒
危機。
免費送藥到府
美福藥局服務大
休斯頓地區的居
民，提供民眾更
多的保健服務，
對居住在中國城
、梨城附近的民
眾提供免費 「送
藥到府」服務，
對許多不方便出
門、或是不想出
門的民眾而言，
真是個好消息，
尤其目前應避免
新型冠狀病毒的

接觸可能性，能夠不出門、不用去藥局
排隊，就可以拿到藥，真是方便太多了
。

若是住在比較遠的地方，像 Katy、
Woodlands、 Conroe、 Spring、 Galveston
等，也有送藥到府的服務，不過需要符
合條件才免費，如果有三種藥以上的藥
、或者是一種藥是三個月的份量，均免

費送藥；如不在這個範圍之內，則依距
離酌收運費。

一位住在 Woodlands 的陳奶奶表示
，她很喜歡 「送藥到府」的服務，不用
再出門排隊拿藥，也省油錢，重要的是
省時又安全，對不想出門的她來說，是
非常實用的服務，即使要付一點運費也
理所當然。

預防病毒套裝組合
針對新型冠狀病毒與美國的流感，

美福保健藥局特別推出 「預防病毒套裝
組合」，從不同方面來做預防，內容包
括: 手套、口罩、酒精、乾洗手液、維他
命 C、維他命 D、綜合維他命等，其主
要有幾個作用，首先是針對外在環境接
觸做預防，像是酒精、乾洗手液、手套
、口罩等，可以避免接觸病毒。第二是
針對個人提升免疫力，像維他命 C、維
他命D、以及綜合維他命等。 第三，希
望民眾能吃得好、睡的好、心情平穩放
鬆，這樣整個身體的抵抗力才會強。套
裝組合方便民眾做好預防，有需要的民
眾可以到美福藥局購買，中國城的服務
處也有。

服務步驟
民眾若希望經由美福藥局來領藥，

要告訴你的醫生，請醫生開處方箋到美

福藥局的犁城總店(發傳真281-506-2454
或是 e-scribe)，美福藥局會電話聯繫，
確定方便的取藥處、或者是選擇送藥到
府。

目前在休斯頓大部分的醫師已經有
美福藥局的建檔，如果您的醫師還沒有
美福藥局的資料，可以藉由專線電話詢
問。

隨著疫情的發展，目前在中國城內
已經有不少診所暫時休診，如果民眾有
需要非處方藥，止痛藥、消炎藥、感冒
藥、以及維他命等，可洽美福藥局。

美 福 藥 局 梨 城 總 店 華 語 專 線:
866-466-4499。 傳 真: 281-506-2454。
地 址: 6302 Broadway Street, Suite 100,
Pearland, TX 77581。網址: www.medx-
pharm.com
中國城服務處可免費領取健康手冊及建
立健康檔案，時間是週一至週五，上午9
點 半 到 下 午 5 點 半 。 華 語 電 話:
832-605-5849， 地 址: 9901 United Dr.,
Houston77036 (Relux 瑞 樂 和 苑 內 ， 在
Hmart後面，合源坊正前方路段)。

不用到藥局排隊啦不用到藥局排隊啦!! 美福藥局推出美福藥局推出 「「送藥到府送藥到府」」
共同抗疫共同抗疫!! 「「預防病毒套裝組合預防病毒套裝組合」」 避免感染避免感染

美福藥局服務大休斯頓地區的居民美福藥局服務大休斯頓地區的居民，，
對居住在中國城對居住在中國城、、梨城附近的民眾提梨城附近的民眾提
供免費供免費 「「送藥到府送藥到府」」 服務服務

中國城服務處位於中國城服務處位於Relux Senior LivingRelux Senior Living瑞樂和苑內瑞樂和苑內

美福保健藥局特別推出美福保健藥局特別推出 「「預防病預防病
毒套裝組合毒套裝組合」」 ，，從各個層面來預從各個層面來預
防新型冠狀病毒與美國流感防新型冠狀病毒與美國流感

福安保險口碑好福安保險口碑好 專業誠信專業誠信
認真服務僑社近二十年認真服務僑社近二十年

(本報休斯頓報導) 保險能讓人安心
放心，覺得有保障，在美國，保險的種
類花樣繁多，有各式各樣的選擇，房子
、汽車、健康、人壽等都有保險，好的
保險產品能在突然遭逢意外或疾病時有

所依靠，不會讓人手忙腳亂。甚至，在
理想的狀況，還能夠加強資產的調配。

醫療保險對於長者與中低收入者，
尤其重要。眾所周知，美國就醫費用非
常昂貴，萬一需要大筆醫療費時，有好
的保險可就幫了大忙。最近到三月底前
，長輩們如果對自己的老人保險的計畫
不滿意，想要更換計畫，還來得及。如
果沒有在三月底前更改，就到等到秋季
十月的時候了。

選擇一個好的保險經紀公司，能事
半功倍，省時又省心。位於休斯頓中國
城的福安保險，由William薛所主持，他
為人非常親切友善，做事專業而細心，

已經服務僑社近二十年，他對各類保險
非常熟悉，由於其熱心助人的態度，讓
他獲得許多客人的信賴，並且連續贏得
最佳服務獎及專業傑出業務獎。

筆者的一位朋友曾經請William薛處
理奧巴馬醫保，當時正屬申請旺季，各
保險公司都非常忙碌，Willian薛在晚上
連夜幫他申請奧巴馬醫保，不僅有效率
，更節省我朋友每月數百元的醫療保險
費，讓我朋友感激在心，過年時還特別
送William一個禮物，以表達感謝。
除了美國老人保險與奧巴馬醫保，福安
保險也專精於房屋、汽車、商業（餐館
與各種商業保險）、人壽、醫療及住家

保險，在休斯頓地區都得到良好的口碑
。

在年輕時，身體狀況比較好的時候
，就應該做好醫療保險的規劃，讓未來
萬一生病時，不必擔心龐大的醫療費用
；而退休規劃，即是讓自己退休後的生
活有所保障，不用擔心老年生活。其實
，每個人若是規劃得宜，能夠讓自己與
子女都輕鬆很多，不會讓自己變成家人
的負擔，在還有能力時就應做好各種規
劃。

福安保險擁有一群專業團隊，精通
中文、台語、英語、粵語、福州話，讓
民眾可以清楚地了解所選擇的各種保險

內容和法規，沒有語言的溝通障礙。福
安保險所代理的Farmers保險公司成立於
1928年，總部位於加州洛杉磯，也是美
國第三大保險公司，為超過1500萬的顧
客提供服務。服務產品包括乘客汽車與
業主保險，同時也提供許多其它保險和
金融服務產品，該公司的服務網絡遍及
全美50個州1000萬個家庭，擁有超過2
億份保單，理賠服務效率高。

詳情請洽福安保險，地址在 6901
Corporate Dr., Ste.122, Houston, TX
77036。 電 話 ： 713-771-8511， 請 找
William薛。



BB66醫生專頁

Westing 醫療診所
毛誌江醫生 MD PHD. 40 多年臨床經驗

主治 

家庭全科/專治打呼嚕/睡眠健康/心血管健康/精力不濟
亞健康/移民體檢/常規體檢/遠程診斷/遠程視頻會診

Tel:346-777-6688 
地址： 6918 Corporate Dr, A-13,Houston, TX 77036

星期日       2020年3月22日       Sunday, March 22, 2020

JY家庭全科及急症

高 血 壓

糖 尿 病

高 血 脂

常見皮膚病

皮膚活檢

婦 科 病

兒 科 病

老年癡呆

骨質疏鬆

憂 鬱 症

感 冒

咽喉痛

鼻竇炎

腹 瀉

尿 路 炎

關節注射

動物抓咬傷

清創縫合

角膜異物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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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832)433-7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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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顧瑛 醫學博士
美國家庭醫學會資格認可醫師
美國老年醫學會資歷任可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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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 民 體 檢

D03FA_JY顧瑛567B_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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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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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3-FA_YiZhouMD周藝_16C_2467

7850 Parkwood Circle Dr, B6 Houston.TX 77036

（牛皮癬，慢性濕疹， 

老年性皮膚瘙癢和白癜風）。

 JIAXIN LU, M.D

Board Certified by AB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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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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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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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上周對於中國官員質疑美
軍將病毒帶入武漢，美國
總統特朗普即時批評中國

發布的訊息錯誤。至於他稱自己用 「中國病毒」一詞則是非常準
確，因病毒確實來自中國。中方才是 「污名化」美軍。

此時此刻新冠肺炎在全球大流行之際, 意想不到竟然演變為
中美角力，中美就新冠肺炎病毒從哪裡來的 「口水戰」突然再升
級。特朗普稍早前在推特（Twitter）上首度使用 「中國病毒」
（Chinese Virus）稱呼新型冠狀病毒疾病。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
爽回應指出，近來美國一些政客把新冠病毒同中國相聯繫、搞污
名化，中方強烈憤慨、堅決反對。

不過，對於中國稱病毒是由美軍去年10 月帶入武漢 特朗
普也馬上回應，稱 「我不喜歡」。

他表示，使用 「中國病毒」是因為這是病毒的來源地，病毒
確實來自中國武漢， 「所以我想這是個非常準確的用詞」。

特朗普也表示，不喜歡中國指稱病毒是美軍帶入的說法，美
軍沒有將病毒傳給任何人。對於外界批評特朗普使用 「中國病毒
」有污名化的意味，特朗普強調，中國質疑美軍帶入病毒才是對
美軍的污名化。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12日以中英雙語連發多條推文，
質疑美軍將病毒帶到武漢，並說 「美國欠我們一個解釋」，引發
美國政府強烈不滿。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當地時間周一與中共中
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通電話時，對中方散播美軍

帶入病毒一事表達強烈反對，呼籲中方不要散布不
實訊息和荒誕謠言。
中美兩國為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新冠
肺炎）的稱呼而引起的爭議，也引發中美兩國民間

及網路上傾天蓋地的爭議。香港無線電視台女星陳法拉，在IG
上怒氣滿腔地轟罵美國總統特朗普， 「你以 「中國病毒（Chi-
nese Virus）」來形容新冠病毒，是對中國的種族歧視。」

香港著名作家王迪詩，也即時加入戰團，她在其fb專頁以
「給陳法拉女士」為題發文，稱陳法拉為 「中國肺炎歧視中國」

而抱不平， 「那麼你擁有的美國護照，豈不是沾污了你的愛國心
？」王迪詩表示，陳法拉應該放棄美國籍，以實際行動來證明熱
愛中國。

王迪詩繼續表示： 「幸運的陳法拉女士， 你出生於中國四
川成都，14歲時來香港定居。少女時代一個機緣巧合，進入香
港無線電視台工作，成為一位出色的藝員。再有幸運之神眷顧你
，飛上枝頭變鳳凰，得以嫁入豪門。可惜大宅婚姻不長，很快便
分手。但是你仍然幸福，可以來美國浸淫藝術電影。你能夠在美
國享受自由民主空氣，希望你自己上岸之後，不會忘記跟你出身
一樣的大陸人。」

王迪詩稱，用病毒發源處的地名來命名病毒，是國際慣例，
factual description，並非陳法拉所講的 「intentional racist」，她反
問陳法拉，為何不為日本腦炎、德國麻疹、伊波拉病毒、西班牙
感冒、香港腳而發聲呢？上述哪些國家，也沒有為此而大叫大嚷
，這麼多年以來，都一樣是默默接受，因為那是一個事實，用不
着強辯為對自己的種族歧視。

「網傳病毒源自美國之說，毫無實證，自欺欺人，勿再亂傳
，以免貽笑大方」。王迪詩指出，就算沒有這些專家發聲，維基

百科顯示出生於四川成都、在成都上學直至初中才於14歲移民
美國的陳法拉，理應非常了解內地人的衛生習慣，還有內地社會
的誠信度及公德心，了解 「武漢肺炎到底源自武漢，還是像中國
外交部趙立堅在毫無證據下宣稱病毒來自美軍」

美國總統特朗普近日將內地新型冠狀肺炎病毒稱為 「中國病
毒」，既惹來中方強烈反彈，也叫世衛緊急事件規劃執行主任瑞
安不得不出來打圓塲。周三他在記者會上表示，病毒不分國界，
亦不在乎種族、膚色以及銀行有多少存款，認為特朗普的有關稱
呼，可能無意間導致種族歧視，要求他小心用詞，稱 「中國病毒
」或會導致種族歧視。

美國總統特朗普是一個我行我素的政治強人，大家應該記得
： 他每每在稱呼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時，都說是他的朋友，並
常常讚賞有加。如就在上月，兩人還就新冠肺炎疫情通過一次電
話。通話後，特朗普盛讚中國和習近平說︰ 「他們真的很努力，
我認為他們做得很專業。」

原本病毒全球流行，外界期待的應是各國拋棄分歧，攜手抗
疫。但中美兩個全球最大的經濟體不但未能彌合歧見，反添新恨
。尤其是彼此原本就缺乏的相互信任，會隨着習特 「友誼」關係
生變而更加崩塌。並可能導致雙方在今後的國際問題上的合作基
礎動搖。

試想如果中美兩國在關係到全人類健康福祉的抗擊病毒疫情
都無法攜手，又如何在其他領域合作呢？而中方一直強調的中美
關係始終是 「合作大於分歧」說法，恐怕也該到了畫句號的時候
了。而彼此的互信崩塌也可能進一步帶來中美各個領域關係的不
確定性，特別是安全領域，比如南海雙方的軍事行動，擦槍走火
發生衝突的可能性會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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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展開 「中國病毒」 口水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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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為何“舍命”救意大利？

意大利面臨醫療物資和設備短缺
的困難，希望得到中國幫助，解決燃
眉之急！這次向中國緊急求助前，意
大利也曾向歐盟求助過，卻遭到了拒
絕。與之鮮明對比，中國沒有袖手旁
觀。

王毅部長表示：我們將克服困難
，向意方提供口罩等醫療物資援助，
加大力度向意出口急需的物資和設備
，如意方需要，中方也願意派出醫療
小組赴意協助抗疫。

中國，說到做到馳援意大利，雷
霆速度落地3月12日，派出全新A350
客機，搭載31噸醫療物資，9名醫療
專家，上海直飛羅馬。這趟愛心飛越
9600公里。

投之以桃，報之以李。中國為什
麼捨命救援意大利？

在過去70年的時間裡，在每一個
關鍵時刻的意大利人，總是悄然走到
中國身邊。在中國和西方國家的政治
生活中，意大利人無疑是低調而務實

的。
1 ｜率先建交

1969年，中蘇交惡的敏感時期，
意大利和中國就建立正常外交關係，
開始進行談判。1970年11月，中國和
意大利發表建交交易所。這是第二個
和一直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的西方大
國此時，中美關係尚未解凍，而新中
國尚未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沒有
。
2 ｜困難時期糖尿病援手

1988年，意大利無償援助中國建
立了好幾個醫療急救中心。當時中國
在歐洲，求一圈，只有意大利願意出
手援助。

1988年春，意大利總理專程趕來
中國，參加重慶急救中心落成儀式。
援助價值約300萬美元的設備，19輛
救護車，全套ICU病房裝備等。30多
年來，這個急救中心發揮了很好的作
用，為四川的醫療服務提供了很大的
支撐。
3 ｜非典見真情

2003年，中國爆發非典型肺炎疫
情，西方社會普遍質疑中國疫情防控
的能力。當年4月，意大利邀請20多
名中國專家，在羅馬古董了醫療衛生
領域的高級別研討會。在非典疫情肆
虐最嚴重的時候，中國和意大利之間
的高層次交流，卻日益嚴重，一年之
內，中意軍事高等級會談交流達到四

次，經濟和科技領域
的合作熱度不減，意
大利總理貝盧斯科尼
還頂著西方國家的壓
力，來訪問北京。

4 ｜汶川地震
2008年5月，中國發生7.8級汶川

大地震，意大利是第一支到達地震現
場，展開救援的西方大國專家團隊，
並派遣多架專機運送來大批救災物資
，並且迅速在災區建起了一所所5月
15日，時任外交部官員秦剛向世界求
助：帳篷告急，希望國際社會提供救
援物資時，優先考慮提供帳篷。三天
后，意大利兩架專機，便滿載野戰帳
篷而來。為了防止帳篷不會安裝，意
大利還送來了五名專業技術人員。後
來成為當地的臨時學校，深受孩子們
歡迎。

5月17日，四川省綿竹傳來消息
：這個距汶川十公里的地方，下屬鄉
鎮90％山區房屋倒塌，而醫療隊只有
幾個人，藥品急缺。5月20日下午，
意大利派出醫療專家，組成17人救援
隊，飛抵成都。

這些醫生們，都是主動申請參加
救援隊的，零報酬。

這些協助醫生，有約 900 名傷員
，在意大利專家的指導下，轉危為安
。

6月5日，意大利救援隊離開綿竹
孝德鎮。大巴車外滿是送別的中國人
。援助期滿後，他們走前，把整座醫
院和全套設備，送給了中方。
5 ｜滴水之恩，湧泉相報

中國人從不忘記別人的恩情。有

恩必報，有難同當因此，當今次中國
的恩人有難，中國首班抗疫援外專家
組包機，立即飛去馳援意大利。

有人注意到，今次援意的 9 名專
家中，有5人來自四川是什麼原因引
導他們前往意大利給予協助的呢四川
人從來沒有忘卻意大利的恩情，一直
擁有感恩的心，這次五名援意專家都
是主動報名，主動請纓，覺得在意大
利危難的時候，我們中國人要有一份
回饋和回報。
6 ｜同一棵樹上的樹葉，受到中國救
援的意大利，意大利共和國報，近日
己把它的Facebook主頁的封面，換成
中國醫護人員的暖心一幕的照片。然
後，共和國報又發了一條帖子，是關
於中國派遣醫療專家組赴意援助抗疫
的新聞。這條新聞下面的評論，滿滿
都是意大利人的感恩。

有人說：“中國是唯一來幫助我
們的人”，也有人說：“謝謝中國，
不像歐盟那樣“拋棄”了我們，意大
利人不會忘記的”。最共同的評論聲
音是-Sono gli unici ad aiutarci！他們
是唯一幫助我們的！只有他們是認真
的！許多意大利網友來到中國使館的
官方臉書主頁，紛紛說“ Grazie”
（意為“謝謝”），比紅心向中國人
表達謝意。

且看甫一開始，新冠病毒狂襲意
大利，即時便確診了二萬四千七百四
十七例，死亡一千八百○九例，百分
之七點三的死亡率，遠高於中國內部
的其他國家。駭人的數字，折射出意
大利新冠肺炎疫情的慘烈。

危難時刻，意大利向世界各國發

出求助，遺憾的，美國像拒絕中國一
樣，向意大利說“不”；歐盟也可以
對準，拒絕乾預手。甚至如此，歐盟
一些國家，更落井下石。近日，在法
國一個節目廣告中，一個烤製食品的
師傅正在工作，這時他突然咳嗽起來
，並向正在烤製的食品，吐了一口痰
，食品最後烤出來，給了一個代替，
上面竟配上“要知道，這是意大利國
旗的顏色，更加諷刺的是旁白表示，
這是將在全世界流通的“意大利披薩
” 。該廣告肆無忌憚地表達了對意大
利的嘲笑。

在意大利四處碰壁之際，中國第
一時間向意大利提供援助。三月十二
日晚，中國抗疫醫療專家組一行九人
，帶上中方植入的卅一噸醫療物資到
達羅馬。由浙江籌措的二十六點四噸
防疫物資，運抵意大利北方城市都靈
。

要知道，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之初
，各國將病毒來源，強加在中國身上
，很多意大利人紛紛跟風。意大利某
節目指，病毒在中國爆發，是因中國
的醫療落後；華人走在路上，會遭受
辱罵，戴口罩的中國老人，遭到毆打
。只有他們（中國人）去死！”並在
結尾加上了五個感嘆號。

“大寒當前，中國在全力抗擊疫
情的同時，仍力所能及地向其他國家
預防援手，提供抗疫經驗及口罩，檢
測試劑盒，防護服，呼吸機等”醫療
物資。相較一些只叫口號不見行動的
國家，或落井下石的國家，誰是真正
的朋友，那就不言而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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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推出機器人宣傳員印度推出機器人宣傳員 手托口罩消毒液手托口罩消毒液

20202020年全球首對圈養大熊貓年全球首對圈養大熊貓
雙胞胎誕生雙胞胎誕生

從成都大熊貓繁育研究基地從成都大熊貓繁育研究基地（（簡稱簡稱““熊貓基地熊貓基地”）”）獲悉獲悉，，熊貓基地熊貓基地
大熊貓大熊貓““福娃福娃””1717日在專家和工作人員的陪伴下日在專家和工作人員的陪伴下，，平安產下壹對雄性大平安產下壹對雄性大
熊貓雙胞胎熊貓雙胞胎，，這也是這也是20202020年全球首對出生的圈養大熊貓雙胞胎年全球首對出生的圈養大熊貓雙胞胎。。圖為圖為
20202020年全球首對圈養大熊貓雙胞胎年全球首對圈養大熊貓雙胞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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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政府正式開始實施馬來西亞政府正式開始實施““行動限制令行動限制令”，”，關閉大部分政府機構關閉大部分政府機構
、、私營企業和商場及宗教場所私營企業和商場及宗教場所。。要求民眾盡量留在家中要求民眾盡量留在家中。。外賣頓時成為外賣頓時成為
不少馬來西亞民眾選擇不少馬來西亞民眾選擇，，圖為首都吉隆坡街頭車輛稀疏圖為首都吉隆坡街頭車輛稀疏。。

國內成品油價迎7年來 最大降幅 零售價重回“5元時代”
綜合報導 國家發改委官網數據顯示，自2020

年3月17日24時起，國內汽、柴油價格每噸分別降

低1015元和975元，是2013年新版定價機制出臺以

來的最大跌幅。

需求前景疲弱疊加世界主要產油國計劃提升原

油產量，近期國際油價持續暴跌，與國際油價緊密

相關的國內成品油價格在最新壹輪調價窗口中創下

近7年來最大降幅。業內認為，就當前國際油價預

期來看，未來壹段時間我國成品油價格將處於“5

元時代”。

國家發改委官網數據顯示，自2020年3月17日

24時起，國內汽、柴油價格每噸分別降低1015元

和975元，是2013年新版定價機制出臺以來的最大

跌幅。

經過換算，92號汽油每升下調0.80元，0號柴

油每升下調0.83元。據中宇資訊統計，調價前，國

內 92號汽油零售價多在每升 6.2 元至 6.3 元之間

，0號柴油零售價多在每升 5.8 元至 6元之間；

此次調價執行之後，國內 92號汽油價格將重回

5元時代，個別地區的 0號柴油價格或將跌到 4

元時代。

此次國內油價大幅下調的背景在於國際油價暴

跌至每桶30美元附近。盛寶銀行大宗商品策略主

管Ole S. Hansen告訴上證報，未來幹預措施也許

能夠支撐油價位於每桶30美元以上，但在今年年

底之前，預計布倫特油價不太可能恢復到每桶50

美元以上。

國家發改委價格司副司長、壹級巡視員彭

紹宗 17日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我國成品油價

格機制設定了調控上下限。上限為每桶 130 美

元，下限為每桶 40美元，即當國內成品油價格

掛靠的國際市場原油價格高於每桶 130 美元時

，汽油、柴油最高零售價格不提或少提；低於

每桶 40美元，即俗稱的“地板價”時，最高零

售價格不再下調。

此外，當國際油價低於調控下限時，國內成品

油價格未調金額不是直接留給企業成為收入，而是

全部納入風險準備金，並根據《油價調控風險準備

金征收管理辦法》規定，全額上繳中央國庫，納入

壹般公共預算管理，統籌用於節能減排、提升油品

質量、保障石油供應安全，以及應對國際油價大幅

波動，實施保障措施的資金來源。

此次調價政策落地後，消費者出行成本將大幅

下降。

卓創資訊成品油研究團隊預計，以油箱容量50

升的家用轎車為例，加滿壹箱92號汽油將較之前

將少花40元；以月跑2000公裏、百公裏油耗8升的

小型私家車為例，未來半個月時間內，消費者用油

成本將減少64元左右。

物流行業支出成本也將大幅降低。以月跑

10000公裏、百公裏油耗38升的斯太爾重型卡車為

例，未來半個月內，單輛車的燃油成本將降低1577

元左右。

本次油價調整是今年以來的第五次。調價過後

，2020年成品油調價呈現“零漲三跌兩擱淺”的格

局。今年以來，汽油累計跌幅為每噸1850元，柴

油跌幅為每噸1780元。

“從目前原油的態勢看，價格戰之下原油

供應端大幅增加已成定局，而原油需求則因受

到新冠肺炎疫情等的沖擊，油價或將長期承壓

。”中宇資訊分析師劉標表示，預計 3月 31 日

24 時，國內成品油零售限價遇“地板價”而不

作調整的可能性較大，國內多數地區汽油價格

將繼續處於5元時代。

上班戴口罩
眼妝力壓口紅變大熱

受疫情影響，消費者在化妝品品類

選擇上發生了不少變化。戴上口罩意味

著要卸掉口紅，但人們追求美的心絕對

不會停息。如今，眼妝已成為最受矚目

的彩妝產品，而壹向在彩妝品類中挑大

梁的口紅產品則大受影響。透過疫情折

射的種種現象，我們可窺見“口罩經濟

”的威力以及功能性護膚或將重新受到

廣泛關註。

口紅產品受到嚴峻挑戰
戴口罩是防止病毒飛沫傳播的重要

途徑，但對彩妝來說是壹次重擊，影響

最直接的就是口紅。

“口紅壹哥”李佳琦日前在直播中

推薦了19款產品，其中日化產品有15款

，彩妝品類僅有3款：壹款眼妝產品與

兩款底妝產品，並沒有口紅產品；在隨

後的直播中，李佳琦推薦了21款產品，

其中，護膚產品6款，眼妝產品1款，而

口紅只有兩款。

歐瑞咨詢數據顯示，2018年中國唇

部彩妝市場規模為127億元，增速超過

22%。唇部彩妝中超過八成的產品是口

紅。基於2018年的預測，未來三年該產

品類別的增速均在20%以上。然而，作

為消費者線上購買彩妝第壹選擇的口紅

，今年在彩妝品類中的地位或將受到嚴

峻挑戰。

有化妝品連鎖機構行業人士表示，

隨著疫情的發展，消費者戴口罩的習慣

將在壹段時間內制約彩妝的銷售，2019

年彩妝占比最大的唇部產品，在2020年

或將迎來不小的挑戰。

口罩妝帶熱眼妝產品
當口罩遮蓋了半張臉，口罩妝也隨

之應運而生。記者觀察到，多位美妝深

度用戶近期都在朋友圈發出了類似“除

了口罩，妳壹定要買眼部產品，畢竟，

現在也只能露雙眼”的文案，凸顯疫情

期間眼妝產品在彩妝品類中的重要性。

3月15日，蘇寧發布“3· 15”大數

據。數據顯示，3月1日至15日，眉筆、眼

影、口紅銷量分別環比增長129.76%、

121.71%和116.91%。

此前，拼多多也發布了 “十大宅家

熱銷商品”，其中，口紅榜上有名。但

最近壹段時間的數據顯示，眼影盤、眉

筆等商品搜索次數同比上漲290%。在某

品牌16色眼影盤商品頁中，有多名用戶

評論：以前只買6個顏色，現在發現根

本不夠用。

拼多多新消費研究院相關負責人在

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這些數據體現

出時下‘口罩經濟’的明顯特征。”該

負責人稱，“口罩經濟”是指特殊時期

壹些特殊需求商品會爆發，但隨著疫情

過去，這些新的消費經驗會成為主流消

費的壹部分：“上世紀，‘口紅經濟’

客觀上讓口紅成為很多女性的日用品，

‘口罩經濟’過去以後，我們認為，洗

手液、酒精棉這些商品也會慢慢成為主

流消費品。”

修護肌膚
成新的功效需求
彩妝受疫情影響，這使護膚品類也

“挑大梁”，它們又將發生什麼變化？

疫情期間，由於要長時間戴口罩，

不少消費者的肌膚都出現了幹燥、紅

腫等問題。當“口罩臉”成了新的肌

膚問題，修護功能產品也成為消費者

的新需求，於是就成為許多品牌新的

宣傳思路。

記者近期觀察到，不少護膚品大牌

在這個春季推銷自己的產品時，都不約

而同主打了“修護”這個功能。

倩碧近期在官方微博為其新品做宣

傳時的關鍵詞就有“口罩肌”“肌膚維

穩CP”“抗敏必備”等字眼；而雅詩蘭

黛為其經典小棕瓶宣傳時，也使用了

“皮膚維護”這個關鍵詞；碧歐泉在宣

傳新品時同樣主打“肌底保濕修護”這

壹功能；科顏氏在近期則推出了“K星

夜間修護”系列，主攻臉部和眼周肌膚

的修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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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0-2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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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藝  (重播)

幸福來敲門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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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輿論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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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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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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藝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美南大咖談  (重播) 幸福來敲門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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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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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輿論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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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藝

海峽兩岸

今日關注

中華醫藥  (重播)

重磅推出的一檔全球華人家庭文化傳承節目。 

▲ 節目截圖

節目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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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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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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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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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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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節目截圖

《謝謝了，我的家》精彩
節目介紹

美南廣播電視台     看電視聽廣播

美南國際電視STV15.3為方便觀眾收看，
「電視廣播合為一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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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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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如需開車時收聽廣播，請鏈接到車載音響設備 (數據線/藍牙設備），效果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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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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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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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V15.3 Houston

1. 掃二維碼(QR code)：
        觀眾只要掃描報上的二維碼，
        就可連結到美南國際電視，
        直接在手機上觀看STV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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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載Apps，除了
         可用手機讀報
         更方便，也可以在Apps裡
         收看STV15.3 電視直播。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如需開車時收聽廣播，請鏈接到車載音響設備 (數據線/藍牙設備），效果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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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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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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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V15.3 Hou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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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華時間》

《新聞面對面》

意見領袖、時尚先鋒、行業精英、
業界大咖。。。。。。

熱點時事、熱門話題、勵誌故事、
傳奇人生。。。。。。

美南國際電視最新訪談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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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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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youtu.be/TmqpViWMapA

《美南大咖談》報紙預告：

星期日       2020年3月22日       Sunday, March 22,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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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21日（星期六）5 都市躍
動

■責任編輯：李岐山

■■在建的上海大歌劇院概念圖在建的上海大歌劇院概念圖，，形狀像一把中國扇形狀像一把中國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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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大都會歌劇院第一紐約大都會歌劇院第一

任總監利奧波德任總監利奧波德··達姆羅施達姆羅施

曾說曾說：“：“要想知道一座城市要想知道一座城市

的文明程度的文明程度，，看看它的劇院看看它的劇院

就可以了就可以了。”。”劇場空間劇場空間，，是是

彰顯一個城市文化特點彰顯一個城市文化特點、、藝藝

術品位以及精神特質的最佳術品位以及精神特質的最佳

場所場所，，也是承載經典藝術與也是承載經典藝術與

孕育現代文明的重要平台孕育現代文明的重要平台。。

近年來近年來，，中國的劇院行業蓬中國的劇院行業蓬

勃發展勃發展，，劇院數量快速增劇院數量快速增

加加，，在中小城市在中小城市，，劇院也變劇院也變

得隨處可見得隨處可見。。在對高層次精在對高層次精

神文化的追隨中神文化的追隨中，，更多市民更多市民

進入劇院觀看演出進入劇院觀看演出，，而外來而外來

遊客亦可以透過這個空間遊客亦可以透過這個空間，，

看到一個城市的靈魂看到一個城市的靈魂。。

文文：：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黃依江黃依江

不少中外朋友去過的北京國家大劇院，是目
前中國最大的劇院，因半橢圓主體建築四

周環繞着一方人工湖，民眾昵稱其為“水煮
蛋”。作為北京市著名的旅遊地標，它氣勢雄
偉，水中倒影和水上建築虛實相應，內部包含歌
劇院、音樂廳、戲劇場等多個場館，從年初至年
末，這裡的演出宛如流動的宴席，令人目不暇
接。作為一個接軌國際的平台，它與世界一流表
演者和團隊的不斷合作，亦使得此處四季常青。

除國家大劇院外，中國許多其他城市也存在
頗具特色的經典劇院建築，不妨一起看看上海、
敦煌、哈爾濱、廣州等地。選址黃浦江畔的上海
大歌劇院，早前宣佈動工建設，它將由華東建築
設計總院、挪威斯諾赫塔建築事務所等聯合打
造，建築外觀恰似一柄展開的“中國扇”，充滿
東方之美。據悉，它將成為我國第一座集演出、
創作、製作、展示和研究等於一體，按全產業鏈
要素設計建造的劇院，總建築面積達14萬平方
米，包括大、中、小三個千座歌劇廳，以適應各
類歌劇演出需求。在不久的將來，它會張開懷抱
迎接各方來客，無疑將成為上海一座文化新地
標。

劇院建築優化城市形象
而南方的珠江沿岸，廣州大劇院也凝聚着對

文化藝術的追求與之遙遙呼應。這座由第一位獲
得“普利茲克建築獎”的女性建築師札哈．哈蒂
設計的劇院，形狀彷彿兩塊被珠江水沖刷過的巨
石，獨特造型的內部環境結構則是由世界頂級聲
學大師打造，聲學效果近乎完美，因而被國際輿
論評選為“世界十大歌劇院”之一。這裡亦創立
了全國首個以劇院為依託，針對舞台表演藝術的
孵化器“D藝空間”，並發起“青年戲劇培養計
劃”，以培育更多藝術新人才，此舉格外符合廣
州青春、開放的氣質。如同悉尼歌劇院、維也納
金色大廳，一座偉大的劇場建築可以代表城市的
氣質，昇華城市的內涵，成為一道奪人眼球的風
景線，也成為這個城市獨特且不可磨滅的文化符

號。
2016年，敦煌市郊築起了一座水滴狀的建

築，其湛藍的顏色與頗具當代感的外觀，與一望
無垠的戈壁荒漠形成強烈反差。這座名為“又見
敦煌劇場”的建築，是為《又見敦煌》這齣戲劇
度身定製的劇場，建築師更多地考慮了戲劇的內
涵與外延，使得整個場館環境與戲劇表達的主題
相統一，而該劇場也正如荒漠中的水滴般，與敦
煌當地自然和文化產生了奇妙的鏈接與對話。多
數人對於甘肅敦煌的印象，止步於莫高窟古老神
秘的繪畫藝術，而今，這座劇院與歷史遺跡共
振，隨着《又見敦煌》演出，一次次在戈壁荒漠
裡發出令人動容的迴響，讓生機重新流淌在這片
灰黃土地上。
再將視線移至國土的東北部——黑龍江省的哈

爾濱大劇院，從設計到建成橫跨六年時間，自建成
後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榮登國際各大建築設計雜
誌封面。如在冬季從空中鳥瞰，這座劇院就彷彿一
條白色巨龍，以曲線狀身姿盤踞於冰天雪地之中，
與環境融為一體。其內部裝潢亦秉持“曲線美”特
色，所有劇場幾乎看不見直角，採用流線造型，呈
現出柔和的現代美。在這裡，各類演出如芭蕾舞
劇、交響音樂會、話劇等等，滋養着這居於嚴寒地

帶卻對於高雅藝術滿懷熱忱的人們，遠道而來的遊
人，也在此看到北國非凡的美麗與獨特的藝文風
情。

劇院文化豐富城市內涵
位於東莞的玉蘭大劇院，造型亦是新穎別

致，與周圍環境巧妙地融合在一起。這座由世界
著名劇院設計師卡洛斯．奧特建築師事務所提出
總體方案，由同濟大學建築設計研究院擔任設計
師、北京市建築設計研究院承擔聲學設計的劇
院，外觀的美感和內部完美的音效不必贅述。近
十幾年來，它已然成為文化新城的標誌，高雅藝
術的殿堂，市民教育的園地，亦是文化產業的龍
頭。迄今為止，這裡已經上演過1,600餘場高檔
演出，受惠於政府財政補貼，公眾可以以較為低
廉的價格享受豐盛的高雅藝術。隨着粵港澳大灣
區的發展，高端、優質、接軌國際的演出也開始
集中亮相於玉蘭大劇院，如百老匯原版經典音樂
劇《人鬼情未了》巡演、世界頂級交響樂團俄羅
斯國家交響樂團音樂會等等。優質的文化藝術為
東莞的城市發展創造出交流平台與對話空間，加
速城市文化事業的建設，使得城市內涵更為豐富
多彩。

以文化地標以文化地標
打造城市品牌打造城市品牌

■■被國際輿論評選為被國際輿論評選為““世界十大歌劇院世界十大歌劇院””
之一的廣州大劇院之一的廣州大劇院。。 廣州大劇院官網圖廣州大劇院官網圖

■■敦煌劇場敦煌劇場，，彷彿荒漠上的一顆水滴彷彿荒漠上的一顆水滴。。

■■與冰天雪地環境融為一體的哈爾濱大劇院與冰天雪地環境融為一體的哈爾濱大劇院。。
哈爾濱大劇院官網圖哈爾濱大劇院官網圖

■■敦煌劇場近景敦煌劇場近景，，其設其設
計格外現代風計格外現代風。。

■■被日昵稱為被日昵稱為““水水

煮蛋煮蛋””的北京國家的北京國家

大劇院大劇院。。

國家大劇院官網圖
國家大劇院官網圖

■■廣州大劇院內部
廣州大劇院內部

環境結構由世界頂
環境結構由世界頂

級聲學大師打造
級聲學大師打造，，

音效甚佳音效甚佳。。

廣州大劇院官網圖
廣州大劇院官網圖

近年來，不少城市憑藉大小劇院的發展，打造
出屬於自己的城市品牌和文化IP，形成良好經濟效
益的同時，更推動了城市乃至國家文化軟實力的提
高。
2019年是金陵城戲劇市場熱鬧的一年。從南京

戲劇節到南京文化藝術節，從南京市民到慕名而來
的外地觀眾，不間斷的精彩演出不僅上演在保利大
劇院、江蘇大劇院兩個大型劇院，還蔓延至國民小
劇場等散落的小型空間。業已形成的“戲劇之風”
吹遍全城，南京即將迎來的是首個文藝綜合形象平
台“金陵大劇場”的上線。它將作為南京獨有的文
化品牌，統籌演出資源，進行傳播推廣，承擔票務
營銷，以聯動效應拉動經濟效益，更助力創作和展
演主體宣傳，形成劇場藝術發展的良性循環。

城市品牌建立的意義不止限於劇場方面，劇場
與戲劇的發展亦孕育了更深厚的城市文化，使城市
變得更有魅力和影響力。南京誕生的本土原創劇
目，題材多樣，表現形式豐富，旺盛的原創力量引
燃國際團隊合作、各地巡演，一些劇目甚至走向了
海外。比如由世界戲劇大師里馬斯．圖米納斯執導
的《浮士德》，就是在南京開啟世界首演後吸引了
國際視線，漸漸走向其他城市；南京市話劇團改編
自本地經典傳說的《莫愁莫愁》也於上年11月在新
加坡上演，引發不少新加坡觀眾對與南京歷史文化
的興趣。
在中國土地上，劇場的星星之火已有燎原之

勢。作為傳播文化藝術的空間，劇場之美從內到外
展現於世人眼前，提供源源不斷的精神滋養，改變
着人與環境。在此進程中，我們指日可待的，是一
齣齣劇目和一幕幕演出最終凝結為城市與國家格
調、氣質的那天。

■■哈爾濱大劇院內部呈現哈爾濱大劇院內部呈現““曲線美曲線美””特色特色。。
哈爾濱大劇院官網圖哈爾濱大劇院官網圖



廣 告 BB1212

4號出口

星期四
9：00AM

星期日
10：30AM

44號出口
送$10元或$12餐券

請注意：
新開11:00AM班車 送$5元或$10餐券

25號出口
送$5元或$10餐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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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家賭場任選，兩小時一班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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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07_GREATLAND COACH八達旅遊567C_16

713-777-9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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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離休斯頓最近的賭場
只需要1小時

每週七天
9:00(直班）

車費$15享用$25

星期日       2020年3月22日       Sunday, March 22, 2020

美國醫師助理認證委
員會執照認可
精通國,台,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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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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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沛桓
醫生助理

西南紀念家庭全科 皮膚
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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