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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谷金佛寺進行大掃除曼谷金佛寺進行大掃除 誌願者用消毒水清理地面誌願者用消毒水清理地面

壹把竹扇乘奧運之風展非遺魅力壹把竹扇乘奧運之風展非遺魅力

壹名工人在擺放制作好的竹扇骨架壹名工人在擺放制作好的竹扇骨架。。近日近日，，東京奧運會代購商來到東京奧運會代購商來到
浙江安吉鄣吳鎮考察浙江安吉鄣吳鎮考察，，並定制六合工藝品有限公司制作的中國扇子並定制六合工藝品有限公司制作的中國扇子，，作作
為奧運會的周邊紀念禮品為奧運會的周邊紀念禮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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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0年東京奧運會聖火交接儀式在雅典帕納辛奈科體育場進行年東京奧運會聖火交接儀式在雅典帕納辛奈科體育場進行。。
按計劃按計劃，，東京奧運會聖火將搭乘名為東京奧運會聖火將搭乘名為““TOKYOTOKYO 20202020號號””專機專機，，於於33月月
2020日抵達日本宮城縣的航空自衛隊松島基地日抵達日本宮城縣的航空自衛隊松島基地，，33月月2626日起開始在日本展日起開始在日本展
開為期開為期121121天的傳遞天的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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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

中央預算內投資加碼
多路資金加速湧入“解渴”重大項目

當前，從中央到地方都在密集部署

推進重大投資項目開工復工。伴隨重大

項目的漸次啟動，如何滿足資金需求的

問題也提上日程。連日來，地方政府專

項債券發行提速、中央預算內投資接連

加碼。與此同時，為解資金之“渴”，

多地紛紛設立專項融資資金，支持重點

項目建設。

業內指出，在推動多路資金“輸

血”重大項目的同時，要強化“資金跟

著項目走”，選準有效投資項目，把資

金切實投向補短板、新基建等領域。

專項債和中央預算內投資加速輸血
3月17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對

重大項目開復工作出部署，要求抓緊幫

助解決各類所有制重大項目建設中的用

工、原材料供應、資金、防疫物資保障

等問題，推動各地1.1萬個在建重點項目

加快施工進度。加快發行和使用按規定

提前下達的地方政府專項債，抓緊下達

中央預算內投資，督促加緊做好今年計

劃新開工的4000多個重點項目前期工作

，加強後續項目儲備。

作為積極財政政策重要發力點的地

方政府債券，進入3月以來發行明顯提

速。地方債尤其是專項債的發行和使用

提速，將為不斷擴容的投資規模提供有

力的資金支撐。中誠信國際報告顯示，

截至3月13日，2020年新增專項債累計

發行9647.92億元，新增壹般債累計發行

3381.04 億元，分別占提前下達額度的

74.79%、60.59%。此前，財政部分兩批

共提前下達2020年新增地方政府債務限

額18480億元。中國國際期貨股份有限

公司研究員湯林閩對《經濟參考報》記

者表示，預計3月地方債發行規模達到

7000億至8000億元，迎來年內又壹個高

峰。

中央預算內資金也接連加碼。記者

從國家發改委網站獲悉，僅3月以來，

國家發改委就接連下達三批中央預算內

投資，分別是3月17日安排2020年資源

型地區轉型發展中央預算內投資專項資

金29.4億元，預計將帶動總投資超過140

億元；3月16日下達“十三五”公共體

育普及工程2020年第壹批中央預算內投

資，共安排中央資金24億元；3月13日

安排中央預算內投資專項資金，支持22

個省（區、市）開展老工業城市更新改

造，支持項目190余個。

國家發改委投資司副司長劉世虎17

日表示，將進壹步優化投資結構，抓緊

下達中央預算內投資，加大對疫情重災

區應急醫療救治設施、隔離設施等傳染

病防治急需項目建設的支持力度，同時

，擴大地方政府專項債券規模，抓緊準

備專項債券項目，支持有壹定收益的基

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項目建設。

專項應急融資加速落地
記者3月18日獲悉，為深入開展疏

解治理投資“堵點”專項行動，提高項

目前期工作效率，加快項目落地、穩定

投資運行，近日國家發展改革委向1000

個已進入前期工作階段、尚未開工的項

目，發出前期工作問題調查函。調查函

覆蓋各地不同類型項目，重點征詢了解

相關地方增設審批事項、環節，審批手

續耗時較長、審批程序不合理等影響項

目推進的堵點、難點問題。

地方層面，為加快項目進度、解資

金之“渴”，多地正紛紛設立專項融資

資金支持重點項目建設，充分發揮投資

增長對經濟平穩運行的關鍵支撐作用。

3月17日，陜西省發改委消息顯示，

該省1200億元“防疫情，促復工”應急

專項融資對接工作加快推進，截至3月

10日，國家開發銀行陜西省分行、中國

進出口銀行陜西省分行、中國農業發展

銀行陜西省分行已與979個項目展開融

資對接，涉及融資需求2035.73億元。

鄭州市發改委也先後聯合河南省農

發行、國開行設立“補短板穩投資應急

專項”，加大對重點領域企業、補短板

重大項目的融資支持力度，目前已初步

確定155個符合貸款融資條件的項目，

總投資3076億元，融資需求1161億元。

湖南省發改委與國開行湖南分行等金

融機構建立的500億元左右穩投資補短

板強動能專項，對疫情防控阻擊戰中暴

露出的公共衛生防疫、應急管理和基礎

設施領域補短板項目，以及提升核心動

能的重大產業、科技創新等項目重點支

持，在政策允許範圍內給予利率優惠。

在進壹步強化金融服務和配套支持

的同時，從中央到地方更加註重調動民

間投資的積極性。例如，3月16日發布

的《深圳市2020年政府投資項目計劃》

提出，推進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

）模式，打破行政壟斷和市場壁壘，鼓

勵和引導社會資本積極參與城市補短板

基礎設施建設。貴州省發改委3月13日

印發通知稱，組織篩選了2020年貴州省

1000個重點民間投資項目，計劃年度完

成投資2010億元，將進壹步放寬民用機

場、油氣勘探開發、醫療、教育等多個

領域市場準入。

須強化“資金跟著項目走
“基建項目融資問題壹直是制約基

建投資增速的重要環節，應進壹步拓寬

渠道。”中國銀行國際金融研究所研究

員範若瀅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表示，

建議進壹步擴大地方政府專項債規模，

並強化對基建項目的支持力度；更大程

度上發揮政策性金融作用，通過專項建

設基金等措施對重大基建項目進行支持

；靈活安排融資模式，提高民間資本和

外資長期資本參與基建項目的熱情，建

立分層次的項目投融資對接機制，在下

調資本金比例基礎上，逐步將資本金比

例的決定權更多地交給市場；鼓勵商業

金融機構通過債權、股權、資產支持計

劃等多種方式，解決投資項目資金壓力

較大問題。

業內指出，在央地多措並舉推動多

路資金“輸血”重大項目的同時，要強

化“資金跟著項目走”，選準有效投資

，而不是大水漫灌。

在範若瀅看來，要堅持經濟結構優

化、動能轉換、產業升級的發展方向，

加快5G網絡、數據中心等新基建進度，

為新技術、新產業發展提供保障。圍繞

補短板、強弱項，重點布局公共服務和

應急保障謀劃項目、鄉村振興和脫貧攻

堅項目、綠色環保和生態治理項目等。

各地方政府要充分結合自身資源稟賦與

產業結構特征，發展壹批具有區域特色

與優勢的項目。

多位受訪專家認為，和傳統基建相

比，新基建呈現更為明顯的市場化特征

，為此要發揮好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

定性作用，尊重市場主體的投資自主選

擇，政府順勢而為。“在新基建的資金

來源上，除了發揮政府投資的作用，也

要靈活地調動民間投資、長期外資等多

方資金參與。”範若瀅表示。

海南優化口岸營商環境 進出口整體通關時間持續壓縮
綜合報導 記者從海口海關了解到，為統籌做

好疫情防控和穩增長工作，海口海關持續優化口岸

營商環境，進壹步降低通關成本，積極推動企業復

工復產，促進外貿穩增長。

海口海關持續鞏固壓縮整體通關時間成效，降

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全面提升跨境貿易便利化水平

。2020年2月，海南省口岸進、出口整體通關時間

分別降為57.4小時和1.81小時，較2017年壓縮達

54.78%和98.33%，優於國務院提出的目標要求。特

別是海關監管環節進、出口通關時間分別降至7.79

小時和0.16小時，占全省進、出口整體通關時間的

比重進壹步降至13.57%和8.84%。

據介紹，海口海關研究制定幫扶企業“防疫情

、穩外貿”十六條措施確保疫情防控和服務外貿兩

不誤：企業因疫情影響造成無法及時報關的，可依

規減免滯報金，對於在規定期限內繳納稅款確有困

難的企業，可申請延期繳稅並依規減免滯納金，延

長加工貿易辦理期限，大力推廣網上辦理、無陪同

查驗和在線稽核查，為海南省外貿企業提供豐富的

政策工具，助力外貿企業積極應對疫情影響。2月

份的後半個月(2月15-29日)海南外貿進出口31.8億

元，同比增長24.7%。

為提升貿易便利化水平，海口海關推進“查檢

合壹”，全面推廣“兩步申報”改革，進壹步推廣

應用關稅保證保險、匯總征稅等便利措施，國際貿

易“單壹窗口”海關主要申報業務應用率達100%

。深入推進“放管服”改革，進壹步簡化進出口環

節監管證件和隨附單證，積極參與企業註銷“壹網

”服務，實行全省原產地簽證壹體化辦理，實現海

關行政審批事項100%“壹個窗口”和網上全流程

辦理。

目前，海口海關已推出境外遊艇入境關稅保證

保險制度、優質農產品出口免於出具檢驗檢疫證書

和備案考核、保稅油品同船混裝運輸3項制度創新

，進壹步優化海關監管流程，提升海南跨境貿易便

利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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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鴻培

走進香港紡衣業輝煌歲月走進香港紡衣業輝煌歲月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香港紡衣製造業曾帶動香港經濟起香港紡衣製造業曾帶動香港經濟起

飛飛，，整個紡衣製造業佔製造業約四成以上整個紡衣製造業佔製造業約四成以上，，造就了不少就業造就了不少就業

機會機會，，行業更養活了不少家庭行業更養活了不少家庭。。上世紀九十年代上世紀九十年代，，隨着鄰近隨着鄰近

地區和國家紛紛投入紡衣製造行業地區和國家紛紛投入紡衣製造行業，，在激烈的競爭下香港逐在激烈的競爭下香港逐

漸失去了優勢漸失去了優勢，，就業人數大幅萎縮就業人數大幅萎縮，，行業亦急速滑落式微行業亦急速滑落式微。。

即使如此即使如此，，香港人亦不忘這些過去的歲月香港人亦不忘這些過去的歲月，，不忘過去曾憑着不忘過去曾憑着

一雙手一雙手、、靠着勞動力養活子女的一點一滴靠着勞動力養活子女的一點一滴。。五組香港本地藝五組香港本地藝

術家及藝術單位製作了術家及藝術單位製作了““藝術行藝術行《《我們之間我們之間》”》”各自演繹在各自演繹在

不同年代紡織行業的故事不同年代紡織行業的故事，，帶觀眾回到從前盛行紡織行業的帶觀眾回到從前盛行紡織行業的

香港香港。。 文文、、攝攝：：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美婷張美婷

《《我們之間我們之間》》
訴說製衣人生活訴說製衣人生活

香港藝術發展局、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
金支持的活動“藝術行《我們之間》”

早前於南豐紗廠舉行，聯同五組本地藝術家
及藝術單位，以本地作家陳慧的短篇小說作
品《香草織》出發，各自演繹有關紡織業、
社區民生，以至整個城市在不同年代發展故
事，帶觀眾回到從前盛行紡織行業的香港。

當中包括了一組三部分的互動裝置，以
及四個風格迥然的表演節目，互動裝置和表
演節目在南豐紗廠不同的角落進行。南豐紗
廠社區項目策展人盧樂謙表示，南豐紗廠見
證着本土紡織業及香港地區的發展，滿載幾
代人生活所經歷的種種故事，“這次活動透
過跨媒體的合作，我們聚集了不同年代人們
的回憶，希望觀眾能反思世代之間在價值
觀、生活及想像之間的距離。”

地上隱藏《香草織》字句
甫踏進南豐紗廠，映入眼簾的除了有紗

廠牆上的壁畫，還有足下的風光，這些腳下
的文字正是藝術裝置《字間遊》三部分作品

中的第一部分，《字間遊》由陳韻淇負責裝
置設計、林丰負責音樂及聲音上的製作。在
第一部分的作品中，我們低頭留意時會發現
《香草織》的字句隱藏在地上，這些隱形字
句一旦遇上了水，便會慢慢浮現，文字會更
清晰可見。陳韻淇表示，這個構思是取自
《香草織》故事開端下雨的情景，“因此我
就想到運用水，地下濕水後浮現文字，這樣
亦可增加觀眾與作品的互動。”在《香草
織》字句逐一呈現下，引領着觀眾追隨故
事，亦為活動作了很好的開首。

《字間遊》第二部分的作品位於紗廠中
的玻璃天橋，在天橋上會有三部紅色的舊式
有線電話，電話並不是裝飾品，拿起話筒細
心聆聽，話筒中會有昔日紗廠的聲音點滴，
更會播放着林丰創作的音樂，林丰表示電話
裝置是從《香草織》中啟發得來的靈感，他
難忘小說中女主角形容荃灣的變遷，以及其
生活和工作的經歷，於是他便與陳韻淇合
作，在電話話筒中播放昔日紗廠的聲音，加
上電話上掛在半空的《香草織》故事字句，

使人更投入於小說情景中。
《字間遊》第三部分則是位於紗廠的天

台公園，在公園的四處擺放了很多小喇叭，
不時會播放着昔日工廠的機器聲，以聲音導
航帶領着觀眾走進從前的工廠環境，在機器
聲之外，還會播放《香草織》的文本朗讀和
音樂，繪聲繪影地探索紗廠的歷史。

巨型紡織機下的表演
除了互動裝置外，表演節目更是令記者難忘，特別是《白薑

花》。《白薑花》的表演在玻璃天橋的下方，整個表演中沒有一
句對白，表演者在地上的兩端以布絮和竹棚搭建了一個棚架，遠
看就像一部巨型紡織機，表演者在棚架間穿越並進行連串的翻
騰、高空攀爬，甚至跳躍等高難度動作，這些表演動作就像工廠
的紗線在紡織機上穿插的過程，表演者匆忙來回跑動也恍如工廠
工人日常工作忙碌的情景。《白薑花》編舞家曹德寶表示，在紡
織廠長大的他小時候最常聽到工廠中衣車運作的聲音，因此《白
薑花》結合了《香草織》的故事和他對工廠的回憶。

以話劇模式演出的《Living up to HER》，是一場告別式，
在擴音機播着主角的獨白，話劇中演出的正是《香草織》故事描
述的年代，主角為了生計在工廠工作，直到離世時主角索然無味
的一生到底是否欠缺什麼？這正是話劇中帶出的反思。話劇在紗
廠坊位置以廣東話演出，劇長45分鐘，演出糅合了文字獨白、
舞蹈形體及無伴奏歌唱來訴說主角回不去的一切。

南豐紗廠中保留了不少從前紗廠的原貌，例如廠房樓梯、五
廠鐵閘、金杯牌大閘等，是次活動正好帶領觀眾感受從前香港人
從事紡衣製造業的生活，配合紗廠中各處的舊有面貌，確實令觀
眾更容易感受當時的人民生活和了解這段香港曾經的輝煌歲月。

■■南豐紗廠社區項目南豐紗廠社區項目
策展人盧樂謙策展人盧樂謙

■■在在《《白薑花白薑花》》中中，，表演者需在棚架中穿越表演者需在棚架中穿越。。

《《■■Living up to HERLiving up to HER》》以告別的形式作演出以告別的形式作演出。。

■■《《香草織香草織》》的字的字
句遇上水句遇上水，，文字便文字便
會慢慢浮現會慢慢浮現。。

■■活動演繹了香港從前紡活動演繹了香港從前紡
織業織業、、社區民生的故事社區民生的故事。。

■■舊式電話的話筒中播放舊式電話的話筒中播放
林丰創作的音樂林丰創作的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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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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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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二       2020年3月24日       Tuesday, March 24, 2020



BB55美南電視介紹

跟蹤海峽熱點，反映兩岸民意

▲ 節目截圖

節目介紹：
“海峽兩岸”是中央電視台惟一的涉台時事新聞評論欄目，節目宗
旨是“跟踪海峽熱點，反映兩岸民意”節目分為兩個版塊：第一個
是“熱點掃描”，主要報導當日和近期台灣島內的熱點新聞;第二個
是“熱點透視”，當日或近期涉台熱點深度報導及兩岸專家對此事
的評論，並對兩岸各個層面的交流交往進行跟踪報導。
《海峽兩岸》江啟臣成為國民黨主席 

播出時間：
首播時間：週一至週五晚上9點30分，重播時間：次日早晨8:00。 ▲ 節目截圖

《海峽兩岸》精彩
節目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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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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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輿論場  (重播)

中國輿論場

中國地名大會

國家回憶

中國地名大會  (重播)

中國文藝

海峽兩岸

今日關注

中華醫藥  (重播)

美南廣播電視台     看電視聽廣播

美南國際電視STV15.3為方便觀眾收看，
「電視廣播合為一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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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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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如需開車時收聽廣播，請鏈接到車載音響設備 (數據線/藍牙設備），效果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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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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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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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V15.3 Hou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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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南廣播電視台     看電視聽廣播

美南國際電視STV15.3為方便觀眾收看，
「電視廣播合為一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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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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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如需開車時收聽廣播，請鏈接到車載音響設備 (數據線/藍牙設備），效果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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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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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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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V15.3 Hou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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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華時間》

《新聞面對面》

意見領袖、時尚先鋒、行業精英、
業界大咖。。。。。。

熱點時事、熱門話題、勵誌故事、
傳奇人生。。。。。。

美南國際電視最新訪談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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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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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youtu.be/TmqpViWMapA

《美南大咖談》報紙預告：

星期二       2020年3月24日       Tuesday, March 24,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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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星期二       2020年3月24日       Tuesday, March 24, 2020

亞裔商會捐5萬物資 助休斯敦地區醫院防疫
【美南新聞記者蕭永群報導】休斯頓市政府

於 23 日中午召開記者會﹐感謝亞裔商會

（ACC）成員捐贈口罩﹑消毒液等一共約 5

萬元的物資給休斯頓地區一線醫護人員﹐

休斯頓市市

長 特 納

（Sylvester

Turner） 在

記者會中致

詞發表感謝

亞裔商會一

直以來的支

持﹐協助社

區一同防疫

﹒

記者會現場

政商雲集﹐

除了市長之外﹐包括亞億商會主席喻斌﹑副

主席李雄等商會成員﹑聯邦眾議員Sheila

Jackson Lee﹑州議員吳元之﹑福遍郡財務

總長候選人張晶晶等人都到場參與﹒

「感謝亞裔商會的夥伴們﹐在休斯頓市正缺

乏物資時﹐捐贈了約五萬的醫療用具和個

人防護用品﹐我在此感謝他們的捐助﹒亞

商會一直以來都是休斯頓市值得驕傲的夥

伴﹐我們一同在文化﹑經濟﹑商業發展上合

作﹐此次捐助口罩又是一段佳話﹒」市長特

納在致詞時

表示﹐並針

對疫情說到

﹕「許多亞裔

商家﹑顧客

在這段期間

﹐因為謠言

蒙受嚴重損

失﹐儘管如

此﹐他們仍

然站出來幫

忙休斯頓﹐

在此至上我

的謝意﹒面

對疫情他們

沒有消沉﹐而

是站出來為休

士頓付出﹒」

此次亞裔商會

捐助品項包括

一萬個口罩﹑4

加侖乾

洗 手 ﹑

825 件

隔離衣

﹑ 270

護目鏡

﹑500 個臉部防護罩﹑250 個鞋套﹑

3600雙手套﹒亞商會主席喻斌表

示﹐「在今年一二月時﹐中國城因為

疫情謠言而流失高達 7成業績﹐損

失慘重﹐當時市長和郡長為此前來

中國城闢謠﹐活絡商機﹐幫助當地商

家﹒如今休斯頓正受到疫情衝擊﹐

我們更要站出來﹐支持我們的城市

﹒只要我們齊心﹐一定能渡過難關

﹒」並表示未來仍然會和地方政府站在一線

﹐繼續讓休斯頓更好﹒

副主席李雄也致詞感謝亞商會成員的慷慨

解囊﹐並指出「我們希望透過亞商會的棉薄

之力﹐引發更多關心和捐助﹒」他也表示﹐此

次亞商會捐助的物資原本是要捐給武漢物

資中的其中一批﹐如今大陸疫情得到改善﹐

因此將該批物資流下來﹐協助當前更需要

幫助的休斯頓地區﹒

【美南新聞記者蕭永群報導】為因應疫情這

陣子醫療人力短缺問題﹐德州州長艾伯特

（Greg Abbott）於 21﹑22日接連召開記者

會﹐發布各項行政命

令﹐包括將放寬護士

從業的限制﹐以讓德

州能更彈性地面對疫

情﹒

行政命令中放寬了護

士人員從業標準﹐包

括﹕

一﹑允許尚未接受護

士考試的畢業護士使

用臨時許可證﹒

二﹑允許護校最後一

年的學生可以將臨床經驗比例提高超過

50%﹒

三﹑允許退休﹑或執照過期護士更新執照﹒

「接下來的幾周﹐甚至幾個月﹐為了面對這

個特殊﹑關鍵的時刻實﹐德州醫護人員的需

求只會持續上升﹒」州長艾伯特說道﹐並指

出﹕「透過頒布這些措施﹐德州在平衡需求

上邁出了一大步﹒護士人力非常重要﹐他

們幫我們做病毒篩檢﹑照顧染病者﹐並提供

必須的醫療照護服務﹒透過將這些法規暫

時免除﹐我們能讓更多護士加入工作行列﹐

協助我們﹑並提升我們應對疫情的能力﹒」

除此之外﹐在22日上記者會中艾伯特表示

﹐醫療人員應取消所有不必要的醫療程序﹐

並且將「必要性不高的醫學手術」推遲﹐以

為新冠肺炎患者空出病床﹒

此項命令還取消了對醫院的限制﹐允許醫

院在一間病房中收容不只一位的病人﹐增

加醫院收容患者的能力﹐這項命令將持續

至4月21日午夜﹒

艾伯特也表示將成立「供應鏈打擊小組」

（Supply Chain Strike Force）﹐協調公﹑私

部門﹐和聯邦與企業都相互合作﹐為醫療人

員籌措醫療設備﹑個人防護設備﹑醫務人員

與一線人員的日常所需資源﹐如食物等等﹒

護士荒護士荒﹗﹗德州州長宣布放寬護士從業規定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導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導】】33月月2222日日，，
休斯頓國際區李蔚華區長代表國際管理區董休斯頓國際區李蔚華區長代表國際管理區董
事會與其他市事會與其他市、、郡政府機構一起郡政府機構一起，，要求居民要求居民
和企業採取一切適當的預防措施和企業採取一切適當的預防措施，，以幫助遏以幫助遏
制和緩解制和緩解 COVID -COVID -1919 在休斯頓地區的擴散在休斯頓地區的擴散
。。

休斯頓市長西爾維斯特·特納（Sylvester
Turner）在3月12日簽署的聲明中宣布，由於
公共衛生緊急事件而導致當地處於災難狀態，
是出於謹慎的考慮而實施的。儘管它已經產生
了重大的經濟影響，但為了確保我們的安全，
這是採取的正確措施。自一月份以來，政府機
構和衛生保健提供者一直在準備應對積極的方
案，該公告使這些組織有更大的權力來應對新
冠病毒的威脅。

李區長指出：“我們生活在不確定的時代
，我們知道這可能會引起一些焦慮和擔憂，因
為我們要努力應對未來幾天和幾週的情況。作
為您的合作夥伴，我們希望確保您的安全和福
祉是我們的首要任務。”

“目前，我們已經取消了3月份的所有社
區會議和活動，將評估4月份的會議和活動，
並在做出決定時與您聯繫。”

“與往常一樣，您也可以訪問我們的網站
www.IMDHouston.org，以獲取更新和信息。
我們也正在考慮舉辦虛擬會議的可能性，並且
在我們研究選擇方案時將獲得更多信息。”

該COVID-19電子新聞的創建旨在幫助您
找到所需的資源和信息，以幫助所有人度過這
些艱難的時期。

FDAFDA批准了一項快速診斷新冠病毒的試劑盒批准了一項快速診斷新冠病毒的試劑盒

休斯頓國際區呼籲遏制休斯頓國際區呼籲遏制COVID-COVID-1919
在大休斯頓地區傳播在大休斯頓地區傳播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導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導】】華盛頓消息華盛頓消息：：
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FDAFDA））宣布已授權使宣布已授權使
用第一項快速診斷測試試劑盒用第一項快速診斷測試試劑盒，，該測試可在大該測試可在大
約約4545分鐘內檢測出新型冠狀病毒分鐘內檢測出新型冠狀病毒。。

總部位於加利福尼亞的Cepheid生產測試的公
司發表的一份聲明說，授權已於星期五進行，試
劑盒將於下週開始發貨。

Cepheid的首席醫學和技術官、醫學博士Da-

vid Persing說：“在這段對醫院服務的需求不斷增
加的時期，臨床醫生急需按需診斷測試，以實時
評估正在接受醫療保健設施評估的患者。”

Persing 補充說：“在患者附近進行準確的測
試可能具有變革性-並有助於減輕COVID-19爆發
時給需要適當分配呼吸隔離資源的醫療機構帶來
的壓力。”

隨著醫學界一直在尋求更快的診斷結果來阻

止冠狀病毒爆發的
浪潮，FDA 批准了
這一更加有效的測
試試劑盒。

上週，普羅維登
斯聖約瑟夫健康公
司 （Providence St.
Joseph Health）的首
席執行官羅德·霍奇
曼 （Rod Hochman
）博士說，美國的
測試能力嚴重不足
，該組織由 51 家醫

院和約1000家診所組成。他說，測試結果的周轉
時間從24小時到四天不等，他稱這是“不可接受
的”。

貝勒大學熱帶醫學院院長彼得·霍特茲（Peter
Hotez）博士說，如果不能迅速發現這種疾病的病
例，並且社區蔓延繼續受到控制，那麼它就像在
中國武漢一樣，可能很快就會淹沒國家的醫療體
系。

副總統邁克·彭斯（Mike Pence）在周六關于
冠狀病毒反應的新聞發布會上宣布，超過195,000
的美國人接受了這種病毒的檢測，目前只有19,343
項檢測結果呈陽性病例得到確認，其中約有一半
在紐約（現在全美新冠病毒陽性病例已經達到25,
339例，死亡297人）。

隨著官員們努力增加測試的可用性，他們還
試圖明確人們在什麼情況下應該尋求測試。

官員們敦促美國人在進行冠狀病毒檢測之前
要謹慎行事，建議他們對有症狀的人釆用，而不
是對那些沒有跡象表明他們可能感染該病的人釆
用。

彭斯週六說：“我們想提醒美國人，因為福
西博士將在稍後強調，如果您沒有症狀，就不要
做檢查。”這是美國人可以確保醫療的另一種方
式。我們正在保留我們的醫護人員管理和支持正
在治療冠狀病毒和其他疾病的人所需的資源。 ”

彭斯以前曾說過沒有必要接受檢查，他週六
說，鑑於他在白宮的職位，他和他的妻子凱倫將
在他辦公室的一名工作人員檢測為陽性後接受冠
狀病毒檢查。

休斯頓國際管理區區長李蔚華休斯頓國際管理區區長李蔚華（（Wea H. LeeWea H.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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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中外科学家们一直在讨论，

在未来我们是否可以进行时间旅行。

这一切的研究基础都是基于爱因斯坦

的相对论，而在历史上却出现了很多

，自称是来自于未来的时间旅行者。

曾经来自俄罗斯的火星男孩，就称自

己是一位时间旅行者，并且还对地球

上的诸多现象进行了解读，还预言了

未来在地球上有可能会发生的灾难。

甚至还详细的讲述了关于在地球

上消失了80万年的神秘大陆利莫里亚

，有很多的大学教授对利莫里亚的了

解都不是非常的多，而这名7岁的火星

男孩却详细的讲述了自己的经历，他

称自己从火星在到达地球之后，曾经

在利莫利亚生活过一段时间，因此它

会对其如此的了解。在火星男孩之后

，又一位自称是来自2050年的时间旅

行者。他并没有像火星男孩对地球上

有可能发生的灾难作出预言，而是称

所有的人类都生活在一个虚拟的世界

里面。

这是来自于美国的一个脱口秀节

目，他在节目中声称自己是从未来被

派遣到现在，警告人类即将发生的世

界末日，这一言论出现之后，迅速占

领了头条新闻。有人相信这位男子所

说的话也有人开始嘲笑，这只不过是

因为神经出现异常的男子而已，后来

有科学家对他的预测都进行了解读，

发现都有非常大的漏洞。

这位自称来自 2050 年的男子称，

所有的人类都生活在一个被布置好的

矩阵当中，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完全是

模拟的，通过营销的方式来欺骗我们

，误导我们的意识，其实这名男子的

描述和一部电影楚门的世界当中的情

景都非常的相似。这让很多人开始质

疑她所说的话的真实性。

同时这名男子还称在未来的 2050

年还会发生一次集体性的大灾难，也

就是30年之后，所以在这30年的时间

内要走出地球才是人类身上所肩负的

使命。他在接受采访的过程中，这位

男子一直用比较奇怪的机械声音讲话

，来彰显和普通人类的不同，他还称

现在的世界人类体质发生了很大的问

题，社会体制和一系列的框架，我们

需要足够重视现在的社会环境才能将

人类的利益更大化。

男子称是时间旅行者
我们的世界是模拟的

俗话说，千里之堤毁于蚁穴，这

是在警告人们不要忽视细微的问题。

但事实上，白蚁的能力远远比你想象

的还要强大。近日，科学家们就在巴

西发现了一个繁衍上千年的巨大白蚁

巢穴，整个巢穴的面积甚至相当于整

个英国那么大。

近期，研究人员在巴西东北部发

现了一个硕大的白蚁窝，在这里生活

的白蚁已经有3800年的历史，光是这

些白蚁造出的土丘就有2亿个，巢穴

总面积达到了22万平方公里，相当于

英国那么大，甚至在卫星中都清晰可

见。这么大的白蚁窝实在让人惊讶。

在自然界中的白蚁，其实也有重

要的作用。

作为蚂蚁的一种，白蚁群已经形

成了完全的社会化，它们分布范围非

常广泛，占到了地球陆地面积的三分

之二，目前只有南极洲没有发现白蚁

。白蚁群内有明确的社会分工，比如

繁殖蚁、兵蚁、工蚁和若蚁等，繁殖

蚁是整个白蚁群的核心，它们承担着

扩大蚁群和替代蚁王蚁后的重要任务

。对于自然生态来说，白蚁是一种唯

一能够高效降解木质纤维素的昆虫，

对自然界的物质循环有不可替代的作

用。

但是对于人类而言，白蚁的危害

也是非常惊人的。

首先，白蚁会危害农作物，尤其

是林业，它们会对树木生长带来严重

阻碍。此外白蚁还会破坏砖木结构和

木质结构的建筑物，有时候表面上看

上去完好的木结构建筑，却在一瞬间

轰然倒塌，不用问，这就是白蚁的杰

作。白蚁还会危害江河堤坝，不仅在

古代有危害，到了现代依然如此。白

蚁可以在河流堤坝内迅速繁殖筑巢，

平时没有什么，一旦到了汛期的时候

，被白蚁蛀过的堤坝很可能会发生险

情，所以在平常要对白蚁非常重视。

即便如此，白蚁也是自然界非

常重要的小生命。如果没有白蚁的

话，大量的木质纤维需要很长时间

才能被降解，热带雨林中的物质循

环就会出现停滞，这将带来灾难性

的后果。实际上，世界上许多退化

的热带雨林，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

白蚁群减少了。

繁衍3800年的白蚁老巢
面积足有英国那么大

人类虽然还没有吃上“飞碟”这种

“猪肉”，但是有幸看到过飞碟的短暂

现身，遍布世界各地的目击报告，从古

至今的无数次记载，向人们大概描绘了

飞碟们的大致样子和特性，通常为碟状

，圆盘形或长条形，也有其他不规则形

状的，具有极速飞行、空中悬停、突然

转向、发出强光、摆脱地球引力、不受

惯性影响等等人类飞行器所不具有的能

力，很显然，人类目前的技术是造不出

来这种东西的，只能依靠现有的科学理

论和技术去推测他们是怎么造出来的。

在人类掌握的飞行技术中，在大气

层内飞行的设计必须符合空气动力学原

理，假设动力仍是现有的螺旋桨或喷气

推进，那么碟形外形不具有任何合理性

和优势，用在直升机上倒是可以，但那

也绝不是靠这个碟形外形飞起来的，还

得另有一副大旋翼。在将螺桨或喷气发

动机特殊化，搞成涵道螺旋桨或风扇后

，可以提供包括垂直起降在内的矢量推

力，可用于碟形飞行器，但它的飞行性

能也与这个碟形毫无关系，而且能耗很

高，有效载荷很低，碟形外

形还会增加大量操控上的难

度。

若以很多台火箭发动机

提供矢量推力，现有技术能

使任何物体具有三维空间任

意方向的飞行能力，而且不

限于大气层内，这当然也能

把外形搞成碟形，但这时碟

形也与飞行性能基本无关。

或者说此时其外形变得很不

重要，是个石头也能飞。在没有空气阻

力的大气层外更是如此。

其实，人类一直在研制飞碟，这是

真的。以前媒体上还报道过相关事例。

但是，这些飞碟的技术，都不算高大上

，其实就是利用高压风扇做升空动力而

已。说白了，这些飞碟就是气垫船，并

没有什么特别的超越性质的技术含量。

真正的飞碟，要有高强的动力能源，要

有超级的机动性。动力能源，这个很重

要。目前，核聚变发动机还在研发阶段

，以后美国宇航员执行登陆火星的任务

，就要使用这种发动机。预计在未来20

年内，核聚变发动机还不能投入实际

使用。如果可以弄清楚万有引力和其

它三大力的原理，则可以研发“反重

力发动机”。此外，飞碟的能源还可

以是反物质，甚至是“零点能”。一

点点的反物质，它蕴含的能量是核聚

变的至少几千倍，飞碟想要执行远程

飞行任务，没有反物质做能源，几乎

是不可能的。至于“零点能”，目前

还停留在理论阶段。这是从狄拉克海

里面索取能量。

以人类目前的技术
能造出来“飞碟”吗？

(本報訊) 新冠疫情的流行對美國經濟造成了巨大破壞，約
有2300萬美國人可能立即面臨失業風險。

私人研究公司Conference Board一項最新研究顯示，在零售
、航空公司、旅行社、飯店、酒店和娛樂場所工作的員工是最受
影響的。這些行業僱用了大約1200萬人。

這些行業中並非所有員工都會暫時或永久地失業。在某些情
況下，公司為滿足需求增長實際上還會增加招聘。

由於成千上萬的美國人居家避免外出，近期亞馬遜和沃爾瑪
的訂單激增。雙方都表示，他們希望增加10萬多名新員工，以
應對大量新業務。一些外賣餐廳和快餐連鎖店也可能會受益。

然而，數以百萬計的工人面臨休假、裁員或工作時間急劇減

少。據估計，在過去的一周中，可能有多達300萬人
失業。

美國銀行預測，在3月15日至3月21日這一周中
，初請失業金人數可能有300萬人。道明銀行估計為
250萬人，高盛預計為225萬人。

相比之下，在危機發生之前，初請失業金人數平
均每週約有22萬，但人們很快會找到了新工作。

Conference Board北美首席經濟學家Gad Levanon表示，如果
此次危機持續兩三個月，那麼2300萬高風險失業人群中的“四
分之一到一半”的人將會失業。

Levanon表示，如果危機在仲夏開始消退，經濟可能會相對

較快地複蘇。
他表示，“從現在開始的六個月中，許多工作可能會恢復，

儘管他指出，“在某些行業中，我們將看到復蘇較慢的情況。
”

33月月2323日疫情更新日疫情更新：：
休斯頓地區感染人數休斯頓地區感染人數173173人人

疫情危機蔓延疫情危機蔓延 約約23002300萬萬
美國人或面臨失業風險美國人或面臨失業風險

（（本報訊本報訊 ））County or CityCounty or City 感染人感染人
數數 死亡死亡 康復康復::

Brazoria CountyBrazoria County 1616
Brazos CountyBrazos County 1212
Chambers CountyChambers County 11
Fort Bend CountyFort Bend County 2929 44
Galveston CountyGalveston County 1717
Grimes CountyGrimes County 22
Harris CountyHarris County 5151 11 1111
Houston (city)Houston (city) 2323

Liberty CountyLiberty County 11
Matagorda CountyMatagorda County 44 11
Montgomery CountyMontgomery County 1515
Walker CountyWalker County 11
Wharton CountyWharton County 11

大休斯頓地區一共大休斯頓地區一共：： 173173 22 1515
截止到截止到33月月2323日星期一下午日星期一下午11點點，，

大休斯頓地區感染人數一共為大休斯頓地區感染人數一共為173173人人，，
22人死亡人死亡，，1515人治愈人治愈。。休斯頓市市長特休斯頓市市長特
納下午將召開記者會納下午將召開記者會，，發布有關冠狀發布有關冠狀

病毒最新信息病毒最新信息。。並且還將接受亞商會並且還將接受亞商會
以及個人對醫療物資的捐贈以及個人對醫療物資的捐贈。。

哈瑞斯縣縣長琳達週三上午召開記哈瑞斯縣縣長琳達週三上午召開記
者會表示者會表示，，該郡縣尚未實行居家庇護該郡縣尚未實行居家庇護
shelter-in-placeshelter-in-place ，，她表示正在和休斯頓她表示正在和休斯頓
市市長特納已經附近地區的官員市市長特納已經附近地區的官員，，來來
決定下一步採取更加嚴厲的措施決定下一步採取更加嚴厲的措施。。
官員們正在全力履行自己的職責官員們正在全力履行自己的職責。。

專家憂美國錯失疫情防控最佳時機專家憂美國錯失疫情防控最佳時機
(本報訊) 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發布的數據顯示，截

至美國東部時間22日23時，全美新冠肺炎確診病例達33276例
，較美國東部時間21日13時30分飆升近1萬例，死亡417例。
至此，美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數位居全球第三。

至今，全美50個州和華盛頓特區無一倖免於此次疫情。僅
紐約州確診病例就超過1.5萬例，死亡117例，居全美之首。美
國總統川普近日已宣布紐約州出現“重大災難”，命令聯邦政府
支援該州。除此之外，疫情較嚴重的還有確診1996例的華盛頓
州，加利福尼亞州、伊利諾伊州和密歇根州確診人數也均過千。

形勢在數週內急劇惡化，這顯然是美國政府早先並未預料到
的。就在本月11日世界衛生組織宣布新冠肺炎具有大流行特徵
的前一天，領導白宮新冠肺炎工作小組的副總統彭斯還在記者會
上表示，普通美國人感染新冠肺炎的風險依然較低。彼時美國確
診病例數已達1000例。

隨著疫情快速惡化，來自媒體、醫學專家、民眾以及各州政
府的壓力逐漸累積，白宮最終決定採取實質性行動管控疫情。本
月13日，川普宣布“國家緊急狀態”，釋放500億美元資金幫助
各州和地方政府應對疫情；在11日頒布針對歐洲國家的旅行禁

令後，美國政府近日還宣布了限制與加拿大、墨西哥邊境的“非
必要旅行”，嚴防輸入性病例增長。

目前，疫情已給美國人的生活帶來巨大變化。迪士尼樂園關
門，紐約證券交易所轉為電子交易，百老匯劇院也陷入沉寂。紐
約州、加利福尼亞州和伊利諾伊州等近10個州發布“居家令”
，要求非關鍵行業員工居家避疫，盡量減少不必要的外出。多個
州表示違者會受到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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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秦鴻鈞 ）在美南電
視訪遍西醫談 「新冠肺炎」 的防治
，本報記者特別走訪了盧林中醫針
灸師，以他學中醫、西醫的觀點，
來談如何結合中、西醫一起來預防
及治療新冠肺炎。盧醫師表示：新
冠病毒是病毒性肺炎中的新品種，
毒性很強，誰都沒有見過，對任何
醫生都是新課題。得病後最初症狀
如同感冒，但很快發展，危及生命
。此病毒主要由空氣傳佈，很快在
人群中蔓延，很快成片、成群的被
其染上，對人造成極大的威脅，所
以預防是很重要的，戴口罩，少出
門，不集會等措施是必要的。

新冠病毒性肺炎，先由中國武
漢被發現，很快向外擴散到湖北全
省和中國的許多省市。現在已有許
多國家在流行，美國也不例外，也
才宣佈全美國正處在危急狀態，也
宣佈了一些措施，這對防控有好處
。，

控制新冠的流行，難度是大的
，但只要下決心，就能做到做好。

疫情防控，中國就是好的例子，他
們能動員“ 全民皆兵 “人人防控，
沒有決心是很難做到的。他們又動
員和組織了中西醫結合，一起來防
控救治病患，才得以成功，樹立了
樣板。世界各個國家，包括美國在
內，理應學習，都這樣做，這就是
叫”對人民負責 “。對被染上新冠
肺炎有症狀的患者，尤其一些危重
病人，應組織中醫和西醫聯合治療
，才能降低死亡率。中藥、針灸治
療有它的優越性。中醫治療不會影
響西醫的治療，只能對西醫的治療
有極大的幫助，可以大大降低病死
率，也是當務之急。

我作為一個先學中醫，後學西
醫，中西醫結合的醫師，我有責任
和義務為美國人民推薦一些中藥和
中成藥及針灸穴位來預防和治療新
冠肺炎，及作參考：

一，預防方： 它有增加人體免
疫力，增強體質，抗擊致病因子，
預防新冠病毒。

西洋參10g, 黃芪30g, 川貝10g,

板蘭根15g, 炙甘草5g
上方水煎服，一天一副，連服

五天，一個月兩次即可。
二， 治療方：確診有症狀者用

。
烟石膏 30g, 知母 15g, 西洋參

10g, 生地黃20g, 當歸 6g, 麥冬 15g,
川貝12g， 黃芪

50g, 竹瀝 30g, 金銀花 20g, 柑
蘭根30g, 炙甘草10g,

上方水煎服，早晚各一付。要
視各人情況加減，希望能在中醫師
指導下應用。

用法：將上方用沙鍋盛800ml
水，急火煮開後，關至文火（小火
）再煮一個半小時至二小時，將藥
湯濾出（不少於250cc )再 1500cc水
至藥渣中煮開後，將湯濾出，與後
250cc藥湯混合，加小米100～200g
煮粥，粥的厚薄視病人情況而定。
也可以用一些中成藥治療，成方後
視病人的症候，成為該方的應用範
圍。

1，霍香正氣：此方為中國中央

防控領導組推廣。它有解表髮濕、
理氣和中藥的作用。

2，小柴胡湯：鮮表散熱，胸肋
苦滿等；

3，黃蓮上清：散風清熱、瀉火
解毒，瀉三焦實火，風熱上攻；

4，強力銀翹解毒：清熱解毒、
袪痰鎮咳、抗菌抗毒；

5， 人參敗毒：益氣解表、散
風祛濕、惡寒發熱、咳嗽喉痛有痰
；

6， 牛黃解毒：抗菌抗毒等；
7， 小青龍湯：解表化痰，止

咳平喘等；
8， 復方桔梗（止咳）丸：鎮

咳袪痰、利咽等；
9， 清氣化痰丸：清肺 化痰，

止咳止喘、胸肺痞悶、煩躁不寧等
；

10，咳喘丸：溫肺散寒、袪痰
止咳止喘；

11，半夏厚樸丸：行氣化結、
降氣化痰；

12，炙甘草湯： 氣虛血少、益

氣滋陰、強心復脈等。
以上十二方，可根據病情選擇

2、3 或4方食用，以增強作用，但
需視人體的健康狀況酌情減量。以
下提供的針灸參考穴位，主要有：1
，陽經的穴位：督脈的百會，大椎
；膀胱經的肺俞；胃經的氣戶，患
者心臟出現問題時，可針乳根和膺
窗穴；2， 任脈的氣海、膻中穴、
也可配腎經的湧泉、脾經的大色、
胸綁；肝經的期門等穴。以上均可
靈活應用，視情況而定。

中醫中醫、、中藥中藥、、針灸是防治新冠肺炎的重要力量針灸是防治新冠肺炎的重要力量
—— 訪盧林中醫師談中醫如何治療新冠肺炎訪盧林中醫師談中醫如何治療新冠肺炎

圖為盧林中醫師接受本報記者圖為盧林中醫師接受本報記者
的訪問的訪問。（。（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宅家裡學習旅遊知識宅家裡學習旅遊知識，，為下一次的出行計劃為下一次的出行計劃！！ 中美洲莎爾瓦多中美洲莎爾瓦多--神秘國度五天四晚純玩神秘國度五天四晚純玩
團團，，中文導遊中文導遊，，$$699699//人人，，全程含餐全程含餐、、泡礦物質溫泉泡礦物質溫泉、、入住當地一流全包海邊度假村入住當地一流全包海邊度假村。。

宅家裡學習旅遊知識，為下一
次的出行計劃！

中美洲莎爾瓦多-神秘國度五天
四晚純玩團，中文導遊，$699/人，

全程含餐、泡礦物質溫泉、入住
當地一流全包海邊度假村。位於
中美洲的薩爾瓦多並不為大家所
熟悉。位於中美洲北部，西北鄰
接危地馬拉，東北與洪都拉斯交
界，西面濱臨太平洋，東南鄰豐
塞卡灣。薩爾瓦多是著名的度假
目的地，薩爾瓦多擁有超過45
個溫度宜人的海灘，包括一些罕
見的黑火山砂石海灘。遊客可漫

步在長達300多公裏美麗的海岸線
，25座聞名遐邇的火山(其中2個活
火山)，14個湖泊，3大城市以及迷

人的海灘，瑪雅文化遺址，傳統靛
藍染料，

原始自然棲息地地貌等，旅遊
資源十分豐富！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西南管委會舉辦打擊犯罪表揚大會西南管委會舉辦打擊犯罪表揚大會((二二))

20202020西南管委會舉辦打擊犯罪接受表揚有功員警們西南管委會舉辦打擊犯罪接受表揚有功員警們

西區警察分局副局長西區警察分局副局長,,警官和有功員警官和有功員
警警Jon DuncanJon Duncan 合影合影

South GessnerSouth Gessner 警察分局警察分局: Davis Vo,: Davis Vo,員警員警,,警警
官官Gregory Pennick,Gregory Pennick, 指揮官指揮官Ban TienBan Tien合影合影

MidwestMidwest警察分局副局長警察分局副局長 Yasar BashirYasar Bashir 與與
授獎員警授獎員警Eric BettingerEric Bettinger合影合影

授獎員警授獎員警Eric BettingerEric Bettinger全家合影全家合影

西南管委會僱用西南管委會僱用SEALSEAL警衛公司警衛公司 警察分局提供探索生員學習員警每日活動警察分局提供探索生員學習員警每日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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