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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宗商品驚濤駭浪
海外投資客折戟高杠桿

近期，大宗商品市場極端行情不斷

，不少投資者損失慘重。值得註意的是

，國內有壹批通過各種途徑參與海外市

場的投資客，由於杠桿高且缺乏有效監

督途徑，這些投資者在市場波動中往往

更容易遭受損失。市場人士分析，全球

商品市場的大幅波動仍將持續，投資者

需要進壹步提高風險意識，與此同時，

國內期貨行業也加緊了風控管理，推動

投資者與行業共渡難關。

“舔血”百倍杠桿
近日來，在全球目光被各國股市熔

斷等消息所吸引的同時，商品市場也悄

然掀起了壹場血雨腥風，不少投資者損

失慘重。

王明曾經留學美國學習金融，上學

期間接觸了黃金交易，回國後壹直保持

著交易的習慣。中國證券報通過采訪了

解到，2019年開始，王明壹直持有黃金

多頭倉位，倫敦金價壹路從1100美元/盎

司左右上升到最高1700美元/盎司，王明

的收益也壹直水漲船高。

但是美好的時光並沒有持續多久，3

月9日，歐美股市大跌，黃金也巨震，

當天最大振幅接近50美元/盎司。次日，

黃金繼續下跌，倫敦金當日跌幅達到

1.83%，此後4天，黃金市場每天都是壹

條“大陰線”。王明在此過程中，不斷

加倉、爆倉、追加保證金、繼續爆倉，

截至3月13日，王明已經虧掉了2019年

所有的收益，並且在追加保證金的過程

中折進去30萬美元，不得不認輸離場。

超過百倍杠桿的金錢遊戲，壹旦失

敗就難以全身而退。“海外的現貨黃金

市場，杠桿最少也要100倍，甚至1000

倍杠桿也不罕見，”武漢新世界珠寶公

司有才研究院首席量化分析師熊彥博對

中國證券報記者表示，王明很有可能參

與的是此類市場，該類交易往往被行業

從業者視為刀尖舔血，如果極端行情中

不能控制心態，很容易發生重大損失。

壹位接近監管的市場人士也對中國

證券報記者表示，外盤投資向來是風險

高發領域，壹方面，海外投資渠道復雜

多樣，不少投資品種風險系數大大高於

國內，投資者難以確切了解。同時，由

於國內監管鞭長莫及，投資者壹旦發生

損失也無法通過合法有效途徑維護自身

權益。他介紹，目前全球監管機構對於

跨境投資者都有較高要求，比如海外投

資者要投資中國市場，正常情況下也只

能通過海外監管機構認可的有限渠道參

與。

“所以希望投資者還是通過合法正

規渠道投資，即便是在海外壹些正規渠

道有了投資賬戶，也要多加學習了解規

則，嚴控風險。”上述市場人士表示。

大宗商品跌宕繼續
受新冠疫情和國際原油市場大跌等

影響，國內原油、能化、貴金屬、金屬

等產品期貨價格集中或輪番大幅下跌，

且部分期貨合約出現連續壹字無量跌停

，出現多年未有的風險狀況，部分期貨

合約跌幅遠大於保證金水平，有的客戶

倉位較滿，或保證金追加不及時的，平

倉單與期貨公司強平單委托後壹字跌停

不能成交，無法減倉釋放風險，導致穿

倉等情況發生，投資風險大幅提高。建

信期貨認為，後續國際期貨品種還有巨

幅波動的可能，國內期貨投資可能會產

生新的風險。

以最具有避險效應的貴金屬市場為

例，近期倫敦金價格已經跌破1500美/盎

司，避險功能幾乎喪失殆盡。黃金和美

股等風險資產出現同跌，主要原因還

是在於金融市場流動性在風險類資產

暴跌中急劇收縮，市場被迫拋售頭寸

變現。

在這種極端情形下，多數市場人士

認為，宏觀經濟的風險在持續增加，大

宗商品市場的劇烈波動還將繼續。

“當前仍難言避險模式結束，商品

整體承壓，”華泰期貨研究院的蔡劭立

在研報中表示，新冠疫情在全球擴散的

風險仍在加大，同時，隨著原油價格持

續走低，以及疫情造成實體經濟承壓有

可能帶來信用違約並引發金融風險，需

密切關註美國高收益企業債利率，以及

CLO等衍生品的價格波動。

新湖期貨有限公司副總經理金玉衛

在接受中國證券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在

當前市場環境下，建議投資者要理性操

作，不要盲目追漲殺跌。

“市場價格最終會依存基本面，投

機、恐慌都是暫時的；投資者除了研究

市場趨勢外，還要關註市場的波動率，

防止在高波動率下做出錯誤的判斷導致

資金過快的損失，”金玉衛表示，對於

企業的套保持倉，要關註資金的流動

性，避免市場的大波動帶來不必要的

損失；對於貿易型企業，核心是把敞口

控制在合理的範圍內；對於投資客戶，

“風險控制、保護本金”是交易核心中

的核心。

期貨行業加強風控管理
極端行情頻發，對於整個行業都是

挑戰，期貨行業正在不斷加強風控，攜

手投資者共渡難關。近日以來，上期所

等國內商品交易所已經多次通過提高交

易保證金比例、調整漲跌停範圍來維護

市場穩定。而在期貨公司，風控也成為

當前工作的要點。

金玉衛表示，根據客戶不同的交易背

景給相應的建議，比如套期保值的頭寸

，因為其頭寸和現貨是對沖的，建議客

戶提供充足的保證金，避免被強制平倉

；對於投機客戶，建議客戶控制好風險

，理性運作。

此外，在行情波動大時，有壹些客

戶可能觸及了風險線需要強制平倉時，

新湖期貨不是簡單地根據市價單或漲跌

停的跌停板價去掛單成交，公司根據不

同品種的特點，專業地進行價格分析，

提出控制的比例和價格。

建信期貨對中國證券報介紹，為了

應對近期市場波動，公司加大了風控措

施。比如，密切關註外盤行情，公司風

控部門提前做風險品種保證金水平風險

預估和測算，針對每個客戶做好保證金

追加和強平風險預案。同時，公司與交

易所同步提高品種合約保證金率，近期

提高幅度較日常有1-5個百分點的提高，

以降低普通投資者的交易結算風險。

國際油價大幅反彈 未來反彈高度有待觀察
綜合報導 創歷史新低後，近期國際油價出現

大幅反彈。展望後市，業內稱未來反彈高度還有待

觀察。

從油價表現來看，隔夜美國輕質原油期價

從 2018 年低位反彈，日內壹度上漲 24%，創有

史以來最大單日漲幅，倫敦布倫特原油也壹度

上漲 10%。截至北京時間 3月 20 日 16 時 10 分，

美國輕質原油期價漲幅擴大至 12%，每桶報價

超28美元。布倫特原油漲幅達8%，站上每桶30

美元關口。

油價反彈可能與重點產油國之間的分歧進

展有關。3月 19 日，美國總統特朗普暗示或將

幹預沙特阿拉伯和俄羅斯之間的石油“價格戰

”。此前，歐佩克和俄羅斯等非歐佩克產油國

沒能就原油限產政策達成壹致，沙特阿拉伯宣

布增產並大幅調低官方原油售價，國際油價因

此暴跌。

隆眾資訊資深原油分析師李彥對記者表示，油

價報復性反彈，壹方面是對之前下跌過深的修復，

另壹方面是因為市場預計美國或將介入沙特和俄羅

斯的“價格戰”。但受疫情影響，油價未來反彈高

度或受限。

多數大宗商品行業人士對油價後市持謹慎觀望

態度，稱反彈高度仍有待觀察。

“短期內預計原油價格將徘徊在每桶20至30

美元的區間。”金聯創執行副總裁、能源市場專家

劉心田對上證報記者表示，原油產能長期嚴重過剩

，過去兩年的減產協議掩蓋了這壹事實。即使疫情

逐步得到控制、兩大產油國分歧有所緩和，油價短

期內也不可能恢復至年初每桶65美元的高位，能

反彈至每桶45美元已屬不易，原油價格或將長期

維持低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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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E4D電腦制牙最新科技一次完成
三維X光機  全新激光治療機

敦煌植牙 牙周病專科
Dunhuang Periodontics $ Dental Implants PA

Board Certified Periodontist
二十多年牙科臨床實踐經驗

接受老人各類牙科保險

德州大學休士頓牙醫學院牙周病專科
上海第二醫科大學口腔學院牙醫博士
美國牙周病學會會員
國際植牙學會會員

激光牙周病治療
無刀片牙齦萎縮治療
牙齦牙床植骨手術、美容
複雜植牙手術，併發症處理

陳志堅
牙周病植牙專科醫生
Jennifer Chen
D.D.S.M.S

www.drchenimplant.com

中國城診所
9889 Bellaire Blvd., #322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
      (713)995-0086      

糖城診所 Delight Dental
3524 Hwy 6 South
Sugar Land, TX 77478(大華超市旁)
       (281)565-0255

drchenimplant@gmail.com           delightdental@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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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冠狀病毒危機 特朗普汙名化言語遭亞裔厭惡 但仍受美國人民歡迎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冠狀病毒正
在美國迅速蔓延。根據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的統計，美國已有約61167例確診新冠病例
，僅紐約州達到30811 確診病例，近 900 人
因感染新冠病毒而美國總統特朗普之前把冠
狀病毒說成是“中國病毒”（Chinese virus
），把亞裔置于更為危險的境地。美國各地
歧視、毆打、謾罵亞裔人群，遭到美國華人
社團的強烈反對和要求特朗普公開道歉。

特朗普上周否認“中國病毒”帶有種族
歧視，他說：“完全沒有種族歧視，病毒來
自中國，我想要准確一點。” 後來又說 ：
“他們（亞裔美國人）是極好的人，病毒的
傳播絲毫不是他們的錯。” “他們（亞裔
美國人）正與我們緊密合作，來清除它（病
毒）。”

世界衛生組織（WHO）認為 “中國病
毒” 名稱不准確，而且是一種汙名化，特
朗普才決定今後不再使用 “中國病毒”。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 政治評論
員、記者克裏斯·克裏紮（Chris Cillizza）提
出一個不爭的事實：唐納德·特朗普總統今
天和他上任的第一天一樣受美國人民歡迎。

在新的蓋洛普（Gallup） 民意調查中，
49％的人贊成特朗普擔任總統職位，而45％
的人不贊成，這與蓋洛普調查中的最高支持
率相符。周一公布的蒙茅斯大學民意調查
（Monmouth University poll ）顯示，特朗普

獲得46％的支持，這是他叁年多來所做的最
好成績。

是什麽導致了特朗普的崛起？很簡單：
他對冠狀病毒危機的反應。

在蓋洛普民意測驗中，60％的美國人贊
成特朗普在處理危機中所做的工作，而38％
的美國人不贊成他的工作方式。十分之六的
獨立人士贊成特朗普在冠狀病毒方面的表現
，四分之一（27％）的民主黨人對此表示贊
同。在蒙茅斯民意調查中，有50％的人說特
朗普在冠狀病毒方面做得很好，而45％的人
說他做得不好。

特朗普如何處理這場危機，尤其是在獨
立人士甚至民主黨人中日益得到批准，這是
推高他的總體批准人數的原因，而這一數字
多年來一直停滯不前。今天（3月25日），
白宮與參議院達成了曆史性的2萬億美元刺
激計劃，對特朗普的連任有促進作用。

一方面，這不足為奇。當全國面臨重大
危機時，民意測驗始終顯示出總統周圍的集
會效果。例如，在 2001 年 9 月 11 日恐怖襲
擊之後，布什總統的支持率降至 80 年代和
90年代的低點。當我們想起我們共同的人性
以及我們的領導人有必要帶領我們走出危機
之時，甚至總統的另一方的黨派人士也有一
種軟化他們對他的看法的傾向。

然而，另一方面，特朗普對他如何處理
冠狀病毒以及他如何更廣泛地處理工作的高

認可率，可能會震驚一直密切關注他和他的
政府在大流行中表現的人們。

畢竟，很明顯，政府根本沒有足夠快地
重視冠狀病毒的威脅。而且在美國，冠狀病
毒的測試能力肯定很慢。特朗普的公開聲明
帶有不正確的說法（測試是“完美”的，疫
苗正在快速發展，等等）。

但是蓋洛普和蒙茅斯的數字似乎暗示著
，要麽a) 人們不聽從特朗普在此問題上的每
一個陳述，要麽b）他們認為特朗普對新冠
病毒大流行不負有個人責任。

一般人似乎普遍認為，在非常困難的情
況下，特朗普正在盡力而為。而且，他每天
所說的話要比他以前說出來的話更重要（原
來說過美國沒有死亡病例），並向美國保證
這一切很快就會結束。近日他又提到複活節
前取消待家命令 。（Nota bene：很少有醫
學證據表明特朗普的樂觀情緒紮根于既定事
實。）

在分析這一大規模的社會隔離運動在醫
學界與病毒作鬥爭時所為生的政治影響時，
務必牢記這一觀點：許多美國人不是從 50
英尺甚至500英尺的高度看特朗普的行為，
而是從50,000英尺的高度看（從大局的角色
看）。

至少到目前為止，他們喜歡他們所看到
的特朗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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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新老客戶朋友們尊敬的新老客戶朋友們，，大家好大家好！！
鑒於疫情的發展鑒於疫情的發展，，遵照遵照Harris CountyHarris County今日發今日發

出的在家令出的在家令,,安穩保險從明日安穩保險從明日，，即即33//2525//20202020起實起實
行在家辦公行在家辦公，，在此期間業務正常在此期間業務正常，，營業時間與平營業時間與平
時相同時相同。。周一至周五周一至周五88::3030AM-AM-55::3030PM,PM, 周六周六：：99::
0000AM-AM-33::0000PM,PM,周日周日 休息休息。。需要者請優先通過需要者請優先通過
emailemail 聯系聯系，，我們的電話我們的電話713713--952952--50315031已設置轉已設置轉
往手機往手機，，但有可能轉不成功而失去聯系但有可能轉不成功而失去聯系。。也可以也可以
通過微信聯系通過微信聯系，，若都聯系不及時若都聯系不及時，，請打經理楊德請打經理楊德

清的手機清的手機713713--818818--35073507。。為此在家工作給大家帶為此在家工作給大家帶
來的不便深表歉意來的不便深表歉意！！

具體回辦公室辦工時間會根據政府指令而定具體回辦公室辦工時間會根據政府指令而定
，，一旦情況允許一旦情況允許，，我們會盡早恢復正常我們會盡早恢復正常。。

一一．．emailemail 聯系方式如下聯系方式如下：：
11. Hunter: buy@allwininsurance.com. Hunter: buy@allwininsurance.com
22. Lucy: sale. Lucy: sale44@allwininsurance.com@allwininsurance.com
33. Grace: sale. Grace: sale33@allwininsurance.com@allwininsurance.com
44. Ronald: sale. Ronald: sale22@allwininsurance.com@allwininsurance.com

55. Cherry: info@allwininsurance.com. Cherry: info@allwininsurance.com
66. James: sale. James: sale55@allwininsurance.com@allwininsurance.com
77. Lisa: sell@allwininsurance.com. Lisa: sell@allwininsurance.com
88. Miranda: sale. Miranda: sale11@allwininsurance.com@allwininsurance.com
99. Annie: support@allwininsurance.com. Annie: support@allwininsurance.com

二二．．微信及短信聯系方式如下微信及短信聯系方式如下：：
微信微信 ID: AllwinID: Allwin74767476或或832832--876876--46564656，，短信短信

可以直接發到可以直接發到832832--876876--46564656，，我們會立刻收到進我們會立刻收到進
行處理行處理。。

公司經理公司經理 楊德清會時刻監督疫情期間的工作楊德清會時刻監督疫情期間的工作
，，如果有客戶在我們服務中遇到問題如果有客戶在我們服務中遇到問題，，可以直接可以直接
聯系他聯系他。。郵件郵件yangdeqing@yahoo.comyangdeqing@yahoo.com或打電話或打電話
713713--818818--35073507。。

最後最後，，謝謝大家多年來的支持謝謝大家多年來的支持，，在這特殊時在這特殊時
期期，，希望得到您的理解希望得到您的理解，，我們希望與客戶共度難我們希望與客戶共度難
關關。。爭取一如即往地服務好客戶爭取一如即往地服務好客戶，，請大家放心請大家放心！！
再次為此給大家帶來的不便表示歉意再次為此給大家帶來的不便表示歉意！！

疫情期間安穩保險在家辦公通知疫情期間安穩保險在家辦公通知

大華超市抗疫通知大華超市抗疫通知

防疫期間若不想出門防疫期間若不想出門，，買幾本買幾本
好書在家閱讀也不錯好書在家閱讀也不錯

持僑胞卡也可至特約書局購書持僑胞卡也可至特約書局購書
享優惠享優惠

三民書局三民書局--持僑胞卡可享以下優持僑胞卡可享以下優
惠惠：：
11..購買文具購買文具88折折((特價品除外特價品除外))。。
22..購買三民出版品享購買三民出版品享88折優惠折優惠((教科教科

書書、、輔助教材輔助教材、、六法除外六法除外))。。
33..購買非三民出版品購買非三民出版品，，可享門市折扣可享門市折扣
再優惠再優惠55%(%(特價書特價書、、書展折扣除外書展折扣除外))
44..結帳時請先出示證件結帳時請先出示證件，，相關優惠辦相關優惠辦
法依門市規定法依門市規定。。

敦煌書局敦煌書局--持僑胞卡可享以下優持僑胞卡可享以下優
惠惠：：

11..中文書籍中文書籍、、文具文具、、原文小說原文小說、、

讀本及考試用書享讀本及考試用書享99折優惠折優惠。。((語言語言
教材教材、、特價特價//橘標商品及藝文購票恕橘標商品及藝文購票恕
不適用不適用))

22..提供國外圖書商品客訂服務提供國外圖書商品客訂服務，，
並享有上述相同折扣並享有上述相同折扣((運費除外運費除外))。。
※以上優惠僅限於全省實體門市使※以上優惠僅限於全省實體門市使
用用。。敦煌書局網站不適用此優惠敦煌書局網站不適用此優惠。。

僑胞卡特約書局門市查詢僑胞卡特約書局門市查詢：：

https://reurl.cc/dhttps://reurl.cc/d00rkyrky66
歡迎按讚留言及分享歡迎按讚留言及分享：：https://https://

www.facebook.com/www.facebook.com/
831304670221434831304670221434/posts//posts/
30258271441024983025827144102498//

更多僑胞卡特約商店資訊請參更多僑胞卡特約商店資訊請參
閱閱 ：：http://www.ocacocc.nethttp://www.ocacocc.net

僑胞卡特約商店僑胞卡特約商店--書局篇書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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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 美聯儲宣布從15
日起降息至零，並推出 7000
億美元的大規模量化寬鬆計劃
，以保護美國經濟免受病毒影
響。消息一經傳出，很多貸款
人都想到要refinance，讓群智
貸款的電話響不停。

群智貸款負責人畢鑑明表
示，自上週以來，抵押貸款利
率一直持續上升，整個星期已
經惡化了好幾次！她接到許多
民眾要refinance的電話，民眾
不了解，為何美聯儲降低利率
，但抵押貸款利率並沒有依照
相同的軌跡進行。

其實，美聯儲將利率降至
零，並不意味著抵押貸款利率
降至零，這是兩回事。聯邦基
金利率是銀行向美聯儲隔夜借
貸所支付的利率。就其本身而
言，美聯儲降息不會導致抵押
貸款利率下降，因為抵押貸款
是長期貸款，它們的利率傾向
於跟踪長期債券收益率，而不

是像聯邦基金利率這樣的短期
利率。 10 年期國債收益率為
1.136％，而 30 年期國債的收
益率為 1.746％，這兩者跟著
股市反應一同下跌了。這是由
於投資者逃離了這些被視為安
全的政府債券。

目 前 為 止 ， COVID-19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已使全球超
過358,000人患病，並導致15,
468人死亡，這個數字還在不
斷攀升之中。房地美(Freddie

Mac)表示，在三月初時。平均
抵押貸款利率創下歷史新低。
不過，在隨後的一周中，房屋
貸款的利率小幅反彈，因為貸
方提高了利率以應對大量的
refinance申請，並在新型冠狀
病毒情況改善的情況下，對沖
債券收益率上升的可能性。

實際上，這並不是美聯儲
第一次將基準利率降至零，
2008 年經融危機期間也有同
樣 的 事 情 發 生 。 美 聯 儲 在
2008年12月至2015年12月期
間為了拯救美國的金融海嘯，
以幫助美國經濟度過大蕭條也
曾降息為零。儘管如此，在那
期間，抵押貸款的中位數率卻
為 4.2％。即使美國國債收益
率下降到與聯邦基金利率相同
的水平，抵押貸款利率也可能
不會跟隨其一起降低。由於抵
押債券比政府債券具有更高的
風險，因此它們一般略高於
10年期國債收益率。

的確，利率曾在三月初時
達到最低點，但此時利率已回
升了不少。群智貸款負責人畢
鑑明表示，群智會將最近的資
訊人列入refinance的名單中，
並在利率下降到值得去做時再
行通知。

群智貸款服務華裔社區十
多年了，是名列全美最佳的貸
款公司之一。從 2011 年開始
，群智貸款曾連續多年獲選德
州貸款的五星級專家(Five Star
Professional)，並曾入選德州月
刊(Texas Magazine)所評選的全
德州前十名最佳貸款公司之一
，也是第一家獲此殊榮的華人
貸款公司。

群智貸款的業務齊全、收
費合理、守誠信、重承諾，協
助客戶降低貸款的門檻，並且
加速貸款的流程。

群智貸款公司的貸款專家
精通國語、粵語、越語、英語
和韓語，可為各族裔客戶提供

專業服務。辦公室位於中國城
的 華 埠 大 廈 ， 地 址 是 7001
Corporate Drive, Suite 100A,
Houston, TX 77036。 聯 繫 電
話為 713-364-7788。

美聯儲降息至零美聯儲降息至零 不表示抵押貸款利率也是零不表示抵押貸款利率也是零
群智貸款為民眾解惑群智貸款為民眾解惑 RefinanceRefinance要等待未來時機要等待未來時機

安裝防護罩安裝防護罩 減低員工與顧客接觸減低員工與顧客接觸
H MartH Mart守護健康守護健康，，重視顧客和員工的安全重視顧客和員工的安全

(本報訊) 新型冠狀病毒在全美
擴散，美國最佳亞洲超市集團 H
Mart全力預防新型冠狀病毒(COV-
ID-19)，為顧客提供安全衛生的購
物環境。

H Mart視顧客及員工的健康安
全為最重要的一環，為了執行美國
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 CDC 提倡的
“保持社交距離 (Social Distancing)

”的建議，採取多項進一步措施，
保護員工和消費者健康，H Mart在
店內收銀台處及客戶服務中心安裝
樹脂玻璃防護罩 (Sneeze Guard)，以
減少員工與顧客接觸，

H Mart總部衛生監督管理TFT
團隊表示，“目前，店鋪主入口處
均已擺放免洗消毒洗手液或消毒濕
紙巾；店鋪員工定時針對人流密集

區 域 進 行 清
潔 消 毒 ， 包
括 購 物 車 手
柄 、 收 銀 台
周 圍 及 廁 所
等 ； 此 外 店
鋪 每 天 檢 查
員 工 與 防 疫

相關健康狀況，若員工出現身體不
適等情況須留在家中，嚴格落實自
主健康管理。”

H Mart超市於近日起將開門的
第一個小時專為60歲以上長者、殘
障人士等弱勢群體和孕婦服務。

H Mart集團表示，“我們將盡
力為每位顧客提供安心的購物環境
。”

婚姻可以给一个人一辈子

的幸福，也可以给人一辈子的

痛苦。

到头来，你会发现，那些

能够携手到老、和睦一生的姻

缘，真的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这得是前世积了多少善缘，才

会有今世如此的回报；这得是

两个多么珍惜彼此、感恩相遇

的人，才能够完成这样的不离

不弃。

然而，当一个人如此解读

婚姻的时候，这个人大概早就

经历了婚姻的不幸；而婚姻中

过得幸福的人，往往是浑然不

觉的。

婚姻是这一生最大的功课

，也是这辈子最艰难的修行

——就算婚姻幸福，婚姻也要

面临太多的烦恼，尤其是婚姻

还衍生了家庭。

相敬如宾，或是完美平衡

的婚姻，现实中是寥寥无几的

，很多婚姻其实强弱分明，严

重失衡，婚姻中的两个人，这

辈子更像是一场控制与反控制

的博弈。

这样的婚姻，渐渐演化为

一场类似狼和羊的关系。

这当然是一种不良的关系

，这种关系中，作为羊的一方

，一定不可能幸福，也一种总

是委屈。

事实上，狼和羊的关系，

也不是一开始就形成了，而是

一个长期磨合的结果——所以

，你看，婚姻中的所谓“磨合

”，并非都是好事情，一方磨

平了另一方，貌似婚姻稳定了

，但是被磨平的这一方，其实

在婚姻中已经丧失了自我。

这就是典型的婚姻中“羊

”的角色——而如果你愿意承

认，之所以会由自己来扮演这

个角色，基本上都是自己一开

始就选择了这个角色，换而言

之，自己原本就希望自己是婚

姻中的一只温顺的羊——当然

，你最初原本以为对方也会是

一只羊。

羊，有两个特点，

一是善良，所以总是用善

良的思维去应对外物，他们认

为周围的人，都是善良的，所

以自我温顺，并且从来不知道

抗争，他们习惯于扮演婚姻中

那个付出乃至牺牲自己的角色

；

第二个特点，就是软弱，

一旦碰到凶猛的动物，他们基

本上只能成为待宰的对象，任

人欺凌，却根本不懂得如何保

护自己，于婚姻中，羊性的人

，就成为那个总是受苦受累，

还要受伤受气的人。

如果一只羊遇到了另一只

羊，婚姻基本会是幸福的，而

且是高质量的幸福——但是，

如果对方不是羊，而是狼，那

么婚姻中，作为羊的一方，就

注定逃不掉被欺负，被伤害的

命运。

而很多人大概到这个时候

，才明白自己的处境，但是他

们根本无力，因为他们根本就

没有锋利的爪牙，没有可以反

抗的武器——所以他们还是延

续着羊的本性，试图去改造狼

性显露的对方，希望对方能够

像自己一样，是一个通情达理

、温顺的羊，然而，婚姻中的

人，一旦显露出狼性，基本就

不可能再退化为羊。

狼和羊的模式一旦形成，

就很难改变了，至少，你不能

指望狼不咬自己——对应的，

如果在婚姻中，有人伤害了你

，那么，以后再次伤害你的可

能性是很大的。

这时候，作为羊的一方，

只有三种选择：

第一是接受自己作为羊的

命运，心甘情愿任人欺凌，这

当然是不可取的，但是，现实

中很多人选择的，就是这个。

第二是能够离开狼，明知

对方已经是狼，也确定自己羊

性难改，那么理智的选择，当

然是离开，离开至少能够避免

痛苦，不离则是明确的伤害。

然而，具体到婚姻，离开并没

有那么容易，放不下、舍不得

，成了多少人一生都无法完成

的功课。

第三当然是把自己进化为

一只老虎，当然，这只老虎不

是暴戾之虎，而是兼有一些羊

性的虎，不去主动欺负别人，

但是也绝对不容别人欺负自己

。变成老虎，不是一天到晚要

跟对方争斗撕咬，而是要让对

方不敢欺负自己，让自己有能

力保护自己。

所以，如果在一段婚姻关

系中，你总是受欺受伤的一方

，你若是想解决这样的问题，

你的选择，最终只有两个，要

么能够离开对方，所谓惹不起

躲得起；要么能够强大自己到

对方不敢欺负你，到自己能够

保护自己。

其实，婚姻中的很多人，

就是这样，一步步硬生生把自

己从羊，逼成了虎——换而言

之，从软弱，变得强悍。

至于如何把自己从羊变成

虎，这是另一个话题，但是，

虎之所以为虎，是因为它有强

壮的身体，还有锋利的爪牙，

说到底，就是一个人的实力。

婚
姻
是
这
一
生
最
大
的
功
课

也
是
这
辈
子
最
艰
难
的
修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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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籲太平洋島嶼裔居民在呼籲太平洋島嶼裔居民在20202020年人口普查中年人口普查中
寫下族裔身份寫下族裔身份

與其他亞洲族裔作區分與其他亞洲族裔作區分
Mark HedinMark Hedin報導報導
Ethnic Media ServicesEthnic Media Services
在新冠肺炎在新冠肺炎（（CORVID-CORVID-1919））疫情不斷加劇之疫情不斷加劇之

際際，，近近2020名太平洋島嶼裔維權人士和媒體代表名太平洋島嶼裔維權人士和媒體代表33
月月1414日齊聚聖馬刁日齊聚聖馬刁（（San MateoSan Mateo），），舉行了一場舉行了一場
關於關於20202020年人口普查及太平洋島嶼裔人口準確統年人口普查及太平洋島嶼裔人口準確統
計風險的網路會議計風險的網路會議。。

超過超過100100名人士透過夏威夷名人士透過夏威夷 「「椰子無線椰子無線」」 電台電台
（（Coconut WirelessCoconut Wireless））在網路上共同出席了這場會在網路上共同出席了這場會
議議，，表達不同的觀點表達不同的觀點，， 「「椰子無線椰子無線」」 電台除了觀電台除了觀
看和傾聽看和傾聽，，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見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見。。這場網路會議這場網路會議
是由少數族裔媒體服務中心是由少數族裔媒體服務中心（（Ethnic Media SerEthnic Media Ser--
vicesvices））主辦主辦、、加州加州20202020人口普查全民統計辦公室人口普查全民統計辦公室
（（California Complete Count OfficeCalifornia Complete Count Office 20202020 censuscensus
））協辦協辦。。

經 營經 營 podcastpodcast 「「Poly by DesignPoly by Design」」 的 摩 利的 摩 利
（（Nackie MoliNackie Moli））說說：： 「「我們盡到我們的義務納稅我們盡到我們的義務納稅
、、支付各種費用支付各種費用，，我們必須讓他們我們必須讓他們（（指政府指政府））看看
見見。。」」 稱自己為稱自己為 「「驕傲的薩摩亞女性驕傲的薩摩亞女性」」 的摩利表的摩利表
示示，，她很高興能在她很高興能在Island Block RadioIsland Block Radio電台宣傳人電台宣傳人
口普查口普查，，她說她說 「「我們所有人都應該被計算在內我們所有人都應該被計算在內。。
」」 Island Block RadioIsland Block Radio的收聽範圍南到墨西哥的收聽範圍南到墨西哥，，北北
到阿拉斯加到阿拉斯加。。

人口普查數據的影響滲透美國整個社會人口普查數據的影響滲透美國整個社會。。一一
位專家表示位專家表示，，人口普查數據決定聯邦每年人口普查數據決定聯邦每年1515億美億美
元 資 金 如 何 分 配元 資 金 如 何 分 配 （（https://tinyurl.com/Cenhttps://tinyurl.com/Cen--

sus-drivenSpendingsus-drivenSpending），），分配的對象包括醫療健分配的對象包括醫療健
保保、、教育教育、、開發和數百項政府計劃與專案開發和數百項政府計劃與專案。。

針對人口普查數據在教育方面扮演的角色針對人口普查數據在教育方面扮演的角色，，
聖馬刁傑佛森學區信託董事會聖馬刁傑佛森學區信託董事會（（Jefferson SchoolJefferson School
District Board of TrusteesDistrict Board of Trustees））董事阿諾阿伊董事阿諾阿伊（（ManMan--
uafou Liaiga Anoauafou Liaiga Anoa’’ii））說說：： 「「人口普查能夠賦予人口普查能夠賦予
他人權力他人權力，，在教室內提供教育在教室內提供教育？？那一定要提供資那一定要提供資
金金，，我們必須為後代子孫持續提供更多資源我們必須為後代子孫持續提供更多資源。。」」

「「我們是一個被人視而不見的族群我們是一個被人視而不見的族群，，但是我但是我
們一點也不自卑們一點也不自卑，，我們堅持做勇士我們堅持做勇士。。」」

太平洋島嶼裔目前被人口普查歸類為亞裔太平洋島嶼裔目前被人口普查歸類為亞裔，，
許多與會者強調許多與會者強調，，他們正在進行一場區分太平洋他們正在進行一場區分太平洋
島嶼裔和亞裔的戰爭島嶼裔和亞裔的戰爭。。

太平洋島嶼裔社區其實非常多元太平洋島嶼裔社區其實非常多元，，但長久以但長久以
來來，，幾乎沒有辦法在人口普查中精確指出自己真幾乎沒有辦法在人口普查中精確指出自己真
正的族裔正的族裔：：有人選擇有人選擇 「「亞太裔亞太裔」」 ，，這個選項下還這個選項下還
分為華裔分為華裔、、菲律賓裔菲律賓裔、、韓裔韓裔、、越南裔越南裔、、日裔日裔、、印印
裔裔、、夏威夷裔夏威夷裔、、薩摩亞裔薩摩亞裔（（SamoanSamoan）、）、瓜馬尼亞瓜馬尼亞
裔裔（（GuamanianGuamanian））或或 「「其他亞太裔其他亞太裔」」 ，， 「「其他亞其他亞
太裔太裔」」 之後有空格可填寫確實族裔之後有空格可填寫確實族裔，，例如東加裔例如東加裔
（（TonganTongan）、）、斐濟裔斐濟裔（（FijianFijian））或其他或其他。。

20002000年時年時，，瓜馬尼亞裔選項加入了瓜馬尼亞裔選項加入了 「「查莫羅查莫羅
裔裔」」 （（ChamorroChamorro），）， 「「其他亞裔其他亞裔」」 也首次由也首次由 「「其其
他亞太裔他亞太裔」」 所取代所取代，，後面還提供填寫族裔的空格後面還提供填寫族裔的空格
。。

根據根據20102010年人口普查統計年人口普查統計，，美國夏威夷原住美國夏威夷原住
民和太平洋島嶼裔人口總和為民和太平洋島嶼裔人口總和為120120萬萬，，超過一半以超過一半以
上的人住在夏威夷或加州上的人住在夏威夷或加州。。OCPICAOCPICA（（One EastOne East
Palo AltoPalo Alto））的圖盧亞的圖盧亞（（Alisi TuluaAlisi Tulua））提供的統計數提供的統計數

據指出據指出，，到到20182018年年，，他們的人口增加至他們的人口增加至140140萬萬，，
大部分人都還是住在夏威夷和加州大部分人都還是住在夏威夷和加州。。

美國近年湧入了部分首批受到氣候變遷和海美國近年湧入了部分首批受到氣候變遷和海
平面上升影響的難民平面上升影響的難民，，他們來自密克羅尼西亞他們來自密克羅尼西亞
（（MicronesiaMicronesia）、）、卡羅琳群島卡羅琳群島（（Caroline IslandsCaroline Islands））
和其他赤道地區和其他赤道地區。。

「「Samoan SolutionsSamoan Solutions」」 的奧瑪瓦的奧瑪瓦（（Epi AuEpi Au--
mavaemavae））說說：： 「「這類遷徙是無法避免的這類遷徙是無法避免的，，當人們當人們
無處可住時無處可住時，，勢必得搬遷勢必得搬遷，，這是現實問題這是現實問題。。」」

奧瑪瓦表示奧瑪瓦表示，，這些都是今年人口普查必須確這些都是今年人口普查必須確
保將這些人口統計在內的理由保將這些人口統計在內的理由，，因為這些社區需因為這些社區需
要資源才能繼續茁壯要資源才能繼續茁壯，，今年的統計數字將成為未今年的統計數字將成為未
來十年政府分配資源的依據來十年政府分配資源的依據。。

奧瑪瓦說奧瑪瓦說：： 「「氣候難民會被吸引到其族群已氣候難民會被吸引到其族群已
經存在的地方經存在的地方，，這些地方的人口會不斷增加這些地方的人口會不斷增加，，因因
為人們沒有其他地方可去為人們沒有其他地方可去。。」」

聖馬刁學院聖馬刁學院（（College of San MateoCollege of San Mateo））教師托教師托
維歐維歐（（Finau TovioFinau Tovio））補充補充：： 「「東加是我們的教會東加是我們的教會
、、社區領袖和祖先社區領袖和祖先。。」」

圖盧亞指出圖盧亞指出，，在在20002000年和年和20102010年兩次人口普年兩次人口普
查之間查之間，，瓜馬尼亞裔或查莫羅裔的人口增長了瓜馬尼亞裔或查莫羅裔的人口增長了
6060%%，，薩摩亞裔人口增長薩摩亞裔人口增長3838%%，，夏威夷原住民人夏威夷原住民人
口增長口增長3131%%，，選擇選擇 「「其他亞太裔其他亞太裔」」 並填入並填入 「「東加東加
裔裔」」 的人口增長的人口增長5555%%，，填入填入 「「大溪地裔大溪地裔」」 的人口的人口
增長增長5353%%。。

其他太平洋島嶼裔人口的成長幅度更驚人其他太平洋島嶼裔人口的成長幅度更驚人：：
楚克裔楚克裔（（ChuukeseChuukese））為為 544544%%、、所羅門群島裔所羅門群島裔
（（Solomon IslandersSolomon Islanders））388388%%、、科斯雷裔科斯雷裔（（KosKos--
raeenraeen））301301%%、、馬紹爾群島裔馬紹爾群島裔（（MarshalleseMarshallese））

237237%%、、加羅林裔加羅林裔（（CarolinianCarolinian））201201%%、、波納佩裔波納佩裔
（（PohnpeianPohnpeian））194194%%、、馬里亞納島裔馬里亞納島裔（（MarianaMariana
IslanderIslander））177177%%、、雅浦裔雅浦裔（（YapeseYapese））177177%%、、斐斐
濟裔濟裔138138%%、、吉里巴斯裔吉里巴斯裔（（I-KiribatiI-Kiribati））129129%%、、塞塞
班島裔班島裔（（SaipaneseSaipanese））117117%%、、帛琉裔帛琉裔（（PalauanPalauan））
115115%%、、巴布亞新幾內亞裔巴布亞新幾內亞裔（（Papua New GuineanPapua New Guinean
））8686%%和托克勞裔和托克勞裔（（TokelauanTokelauan））6161%%。。

在東巴洛阿圖在東巴洛阿圖（（East Palo AltoEast Palo Alto））成長成長，，目前目前
是聖馬刁學院學生的烏拉莫耶蘭吉是聖馬刁學院學生的烏拉莫耶蘭吉（（ShaanaShaana
UhilamoelangiUhilamoelangi））說說：： 「「我們看到氣候變遷的真相我們看到氣候變遷的真相
，，東巴洛阿圖大部分地區都處於氾濫平原之上東巴洛阿圖大部分地區都處於氾濫平原之上，，
我們看到來自南太平洋的人口大量湧入我們看到來自南太平洋的人口大量湧入。。」」

加州加州20202020人口普查全民統計辦公室人口普查全民統計辦公室（（CaliforCalifor--
nia Complete Count Censusnia Complete Count Census 20202020 officeoffice））幕僚長幕僚長
拉格曼拉格曼（（Sonya LogmanSonya Logman））在這場會議的開場白中在這場會議的開場白中
說說：： 「「心聲被聽見心聲被聽見、、被公平代表被公平代表，，是很重要的事是很重要的事
。。」」 加州政府投下加州政府投下11億億87208720萬元做宣導萬元做宣導，，希望確希望確
保所有居民都能被統在內保所有居民都能被統在內，，拉格曼說拉格曼說：： 「「我們一我們一
定能做得比別人更好定能做得比別人更好。。」」

為了加強這一訊息為了加強這一訊息，，歐瑪瓦呼籲與會者和聽歐瑪瓦呼籲與會者和聽
眾眾：： 「「因為我們現在無法面對面與他人接觸溝通因為我們現在無法面對面與他人接觸溝通
，，所以請打電話給您的家人所以請打電話給您的家人，，告知您的親戚告知您的親戚，，在在
人口普查問卷上寫下您的島嶼族裔人口普查問卷上寫下您的島嶼族裔，，讓本屆政府讓本屆政府
和下屆政府知道我們的存在和下屆政府知道我們的存在。。」」

太平洋島嶼裔專案小組太平洋島嶼裔專案小組：： 在在20202020年人口普年人口普
查問卷中填入島嶼族裔對其社區很重要查問卷中填入島嶼族裔對其社區很重要

北德州武肺疫情加劇 臺商捐贈口罩助防疫北德州武肺疫情加劇 臺商捐贈口罩助防疫
武漢肺炎疫情在美國持續擴散武漢肺炎疫情在美國持續擴散

，，各地防疫物資告急各地防疫物資告急，，德州亦不例德州亦不例
外外。。北德州暨歌林郡臺灣商會會長北德州暨歌林郡臺灣商會會長
黃甫泉黃甫泉、、副會長劉志強及僑務諮詢副會長劉志強及僑務諮詢
委員陳文燦委員陳文燦 33 月月 2424 日專程運送日專程運送
40004000份口罩到理查森份口罩到理查森(Richardson)(Richardson)
市政府市政府，，由消防局副局長由消防局副局長 CurtisCurtis
PooveyPoovey代表受贈代表受贈。。

理查森巿所在地區達拉斯郡理查森巿所在地區達拉斯郡
（（Dallas CountyDallas County））已宣布就地避疫已宣布就地避疫
(Shelter in Place)(Shelter in Place)，，民眾不得任意民眾不得任意
外出進行非必要活動外出進行非必要活動，，當地疫情嚴當地疫情嚴
峻可見一斑峻可見一斑。。當日理查森市長當日理查森市長PaulPaul
VoelkerVoelker及市議員雖未出席受贈及市議員雖未出席受贈，，
但都非常感謝臺商會在最急需的時但都非常感謝臺商會在最急需的時

候慨捐物資候慨捐物資，，表示口罩將發送給最表示口罩將發送給最
需要的第一線巿府工作人員需要的第一線巿府工作人員；；巿政巿政
府也正在安排適宜場合來公開感謝府也正在安排適宜場合來公開感謝
北德臺灣商會的義舉北德臺灣商會的義舉。。

口罩捐贈係由劉志強發心安排口罩捐贈係由劉志強發心安排
，，他希望延續北德臺灣商會參與主他希望延續北德臺灣商會參與主
流社會事務流社會事務、、樂善好施的社團特色樂善好施的社團特色
及立會宗旨及立會宗旨。。黃甫泉表示黃甫泉表示，，下週另下週另
一批口罩將到貨一批口罩將到貨，，臺灣商會準備贈臺灣商會準備贈
送給位於歌林郡送給位於歌林郡（（Collin CountyCollin County））
的的PlanoPlano巿政府巿政府，，希望更多主流人希望更多主流人
士感受到臺灣人社區的溫情及愛心士感受到臺灣人社區的溫情及愛心
，，同時協助中華民國政府進行草根同時協助中華民國政府進行草根
外交外交，，彰顯臺灣近來的防疫成就彰顯臺灣近來的防疫成就。。 捐贈理查森市政府的口罩捐贈理查森市政府的口罩

劉志強劉志強((左一左一))、、黃甫泉黃甫泉((左二左二))和陳文燦和陳文燦((右一右一)) 親送物資到理親送物資到理
查森市政府查森市政府，， Curtis PooveyCurtis Poovey（（中中））受贈受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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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記者蕭永群報導】肺炎疫情在大

修斯頓地區升溫﹐UTHealth專家預估﹐若遲

一步才嚴格控管人員流動﹐日後染病人數

將會倍數增長﹒截至目前﹐休斯頓地區已

有近400人罹患肺炎﹐專家表示﹐若是有心

血管疾病的長者﹐將是感染的高風險族群﹒

休斯頓當地心臟科權威醫師豐建偉指出﹐

因為自身接觸較多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

他提醒若是有心臟方面隱疾﹐染上新冠肺

炎後﹐可能連帶影響心臟肌肉﹐造成心肌炎

的表現﹑或使心力衰竭加劇﹒

他指出﹐60歲以上有心血管疾病者是

高危險族群﹐根據武漢染病者的數據

分析﹐10.8%的人感染後會出現嚴重

併發症﹐因此豐建偉建議如有自身心

力衰竭問題的族群﹐這陣子最好待在

家裡﹒除此之外﹐有糖尿病﹑腎臟疾

病﹑肺病等長者﹐染病後都有高風險

引發嚴重併發症﹒

然而他也再次強調﹐雖然歲數高的人

染病風險也會比較高﹐但並不代表其他年

齡層沒有問題﹒舉例而言﹐豐建偉的醫院

目前出現兩例特別嚴重的患者﹐其中一位

是75歲長者﹑另一例僅40多歲﹐因此並不

是說年輕人就不用擔心﹒

豐建偉呼籲民眾勿存「僥倖態度」﹐所有的

預防都要做好﹐因為這個病毒﹐在空氣中可

以停留叁至四小時﹐在接觸表面上甚至可

以長達一天﹐因此建議民眾回到家中一定

要洗手﹐並長達20至40秒時間﹐才能將病

毒殺死﹐此外﹐門窗﹑手把也要盡量消毒﹒

他也坦言﹐目前美國民眾「戴口罩」的意識

仍 然 不 如

亞洲高﹒

豐 建 偉 指

出﹐新冠肺

炎 早 期 症

狀 包 括 發

高燒﹑咳嗽

﹐和普通感

冒 病 毒 比

起來﹐全身

的 痠 痛 會

更明顯﹐發

燒﹑發熱也會更嚴重﹐甚至會出現腹瀉症狀

﹑嗅覺問題﹒若自身感覺跟過去感冒病毒

不太像﹐目前只要四個小時就可以檢測出

來﹒呼籲民眾發現身體有異狀時﹐可以透

過「線上會診」的方式及早檢測﹐豐建偉也

指出﹐目前他的醫院就有提供這種免費服

務﹒

若真的不幸感染肺炎﹐目前從臨床經驗上

來看﹐建議及早服用兩種藥物﹕氯喹與紅黴

素﹐他也表示目前這種藥因為供應有限﹐無

法任意開給民眾﹐除非是有冠狀病毒的臨

床症狀﹑或曾與患者接觸過的人﹒此外﹐還

要配合待在家休養﹐以避免日後病情加劇﹐

出現肺功能喪失﹑或急性的炎症﹐導致全身

氧氣含量低﹐加速全身器官的衰竭﹒

他表示﹐目前這種病建議在家作治療﹐除非

出現肺部嚴重感染﹐產生呼吸不順﹑胸悶﹑

氣短等情況﹐才必須立刻就醫﹒

針對休斯頓目前疫情狀況﹐他也坦言目前

醫院方最缺乏的就是物資﹐眼罩﹑防護衣等

全部設備都非常缺乏﹐呼籲愛心民眾可以

透過捐款﹑物資等方式幫助他所在的「休斯

敦西南紀念醫」（Southwest Memorial Hospi-

tal）﹐詳 情 可 與 豐 建 偉 醫 師 聯 繫 ﹕

713-595-9000﹒

美國尋求失業補助者高達近330萬人
【美南新聞記者蕭永群報導】隨著全美各

地紛紛實施居家令﹐許多民眾遭受疫情波

及而面臨失業窘境﹒

根據數據指出﹐由於新冠肺炎引發的經濟

停滯﹐上周截至3月21日止﹐美國有相近

330萬人申請失業補助﹐比1982年的紀錄

高出了五倍之多﹒

失業補助申請數量激增﹐反映出病毒爆發

對經濟造成的重大損害﹐也反映了這陣子

裁員問題加劇﹒隨著美國經濟陷入衰退﹐

裁員的腳步勢必會加速﹒舉凡餐館﹑酒店﹑

電影院﹑健身房和航空公司﹐收入大不如前

﹐汽車銷量也直線下降﹐不少汽車製造商決

定先關閉工廠﹒雇主們都面臨著償還貸款

﹑還有支付經營成本的問題﹐因此不得不裁

員以節省資金﹒

隨著失業人數增加﹐一些經濟學家預測﹐到

5月﹐美國的失業率可能接近13％﹒相比

2009年結束的大蕭條期間﹐當時最高失業

率為10％﹒

美國前勞工部前首席

經濟學家Heidi Shier-

holz 認為﹐目前看到

的失業數據「都還只

是冰山一角」﹒
顧問公司牛津經濟研

究院（Oxford Econom-

ics）的經濟學家豪登（Nancy Vanden Houten

）表示﹕「兩週前﹐看似不可能的事情﹐現在

已經成為現實﹒」並說到「美國經濟將經歷

有史以來最大的經濟緊縮﹐失業率也將史

無前例地暴增﹒」
就在今年2月﹐美國失業率降至3.5％﹐是

50年來的低點﹒然而﹐到今年4至6月的

季度﹐一些經濟學家認為﹐經濟將以有史以

來最快的速度緊縮﹒

勞工部在上周四的報告

中稱﹐當周有約328萬人

申請了失業救濟金﹐再前

一周有28萬2000人﹒但

是﹐因為國營網站和電話

系統已被大量的求職者

癱瘓了﹐最近幾週失去工

作的許多人都難以申請

失業救濟﹒

隨著大規模裁員﹐經濟救

濟法案中﹐已經將失業救濟補助大幅增加﹐

並已在國會獲得最終批准﹒法案中的一項

規定是﹐除了各州提供的失業援助外﹐失業

者每週還可多領600美元﹒另一條款則將

為大多數州提供「六個月」的失業援助﹐和

13週的福利﹒新的法案甚至還首次將失

業救濟金的補助範圍﹐擴大到零工﹑和不在

工資單上者﹒

上週通過的另一項法案﹐為各州提供了高

達10億元的資金﹐以增強其處理索賠的能

力﹒但是這筆錢尚需要一段時日才能撥款

﹒

聯合國估計﹐在全球範圍內﹐病毒爆發可能

會導致高達2500萬個工作崗位流失﹐數量

將超過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危機期間的

220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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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刺激計劃達成協議

福遍縣周四宣布向民衆開放首個病毒檢測點

（本報訊）三月二十五日,週三,自上週五至
今天經過六天的協商及辯論,美國白宮和參議院
就經濟刺激計劃達成一致意見。

該法案將由美國政府注入約 2 萬億美元,採
用的形式包括以 1. 支票形式發放給大部分納稅
人包括領取工資 W2 的員工、自僱業主、退休
人員等。 2. 小企業救助計劃。 3. 延長四個月的
失業金申領、除此之外,通過美聯儲提供 5000 億
美元大型企業貸款計劃包括航空及郵輪企業、
1000 億美元用於醫院以及 1500 億用於各個州政
府的刺激經濟資金。

現就法案中針對個人及小企業的條款做一
討論。

$1200 支票形式發放解讀
符合條件的每位成年人會收到$1200,每位兒

童$500。拿到全額的條件是您的稅表上的調整
後總收入根據報稅形式要等於或者低於以下金
額 單 身 (Single) $75,000; 單 親 家 庭 (Head of
Household)$112,500; 夫妻聯合報稅(Married fil-
ing jointly)$150,000。高於此臨界值,援助金額將
逐步減小,每高出$100 的調整後總收入,援助金額
減少$5。以此類推,在以單身形式報稅的情況下,
調整後的總收入如果大於$99,000 或者以夫妻聯
合報稅(無子女)的情況形式的調整後總收入大於
$198,000,援助金額將會變為零。

舉個例子,一位單身無子女的納稅人的 AGI
是 $85,000, 他 的 援 助 金 將 會 是$700, 因 為 85,
000-75,000/100*5=500 被消減掉了。

這個 AGI 的數值以納稅人的 2019 年的稅
表為準,如果還沒來得及申報 2019 年的稅表,可
根據 2018 年的稅表。領取退休金或殘疾社保的

可以根據社保單為準。根據統計, 每年美國將近
有 12%的人無需報稅,因為收入沒有達到報稅限
額。希望這些人能在2019年報稅,以便拿到政府
的援助金。因為援助金雖然有上限,但是沒有下
限。

最早何時可以收到政府支票:預計四月初一
次,有可能六月份一次。

帶薪病假及帶薪離職照顧子女(學校因
避免病毒蔓延而關閉)員工的薪金

美財務部、國稅局和美勞動部聯合宣布中
小企業可獲得工資稅減免及補助。目的在於立
即退還給企業主支付給帶薪病假及帶薪離職照
顧子女員工 80 工作小時數的部分工資。這就是
說員工的 80 小時(兩個星期)的部分工資由政府
買單。

幾點說明:
1. 對於員人數少於 500 的小型企業,員工因

為 COVID- 19 帶薪隔離在家不受以上條件限制
。

2. 為員工買的醫療保險也算在被補償的資
金內。

3. 自僱業主也會得到同樣的待遇。
4. 業主補償金可以通過兩種方式獲得,所有

工資稅可以不上繳,如果工資稅抵免不了相應的
員工工資,企業可以向 IRS 申請退還。目前國稅
局還沒有給出具體的申請表格,但 IRS 已許諾這
個星期或者下個星期就會提供申請表格。

5. 如果員工感染病毒、疑似病例或者帶有
COVID-19 症狀,其薪金高達至$511 每天($5,
110 總共)會由政府退還給企業主。

6. 如果員工是因為照顧子女而帶薪休假,其

薪金高達至$200 每天($2,000 總共)會由政府退還
給企業主。

小企業貸款
這一法案部分內容涉及到小企業貸款。這

一貸款是由聯邦作為擔保可在 community bank
申請,但前提條件是不可以遣散員工。這項貸款
需要在六月三十日之前申請。如果能繼續保留
員工,此項貸款有可能會獲得豁免。

基於以上幾項政策可以看出,政府希望各個
企業盡可能地留住員工。

失業保險金
對於因為企業裁員而失業的失業者,州政府

會給予$600 每星期的失業保險,並維持四個月的
時間。

還有一點在法案中值得一提的是,民主黨增
設了一確保公款公用的條款,總統及其家人掌控
的企業已經所有其他政府要員掌控的企業不可
以獲得此項資金的貸款,雖然他們也有可能會從
此法案的其他項目獲得利益。

希望這項法案能暫時緩解處於困境中的企
業及個人, 激活經濟。因為法案剛剛宣布,有許多
實施細節有待進一步頒布。待實施出台,我們會
竭盡為我們的客人申請聯邦及政府給予的補助
。

(本報訊)福遍縣（Fort Bend County）周
四宣布向民衆開放首個病毒檢測點，這是該
縣和醫療機構 OakBend Medical Group 一同
實施，檢測時間福遍縣（Fort Bend County
）周四宣布向民衆開放首個病毒檢測點，這
是該縣和醫療機構 OakBend Medical Group
一同實施，檢測時間為早上 8點到下午1點
。

為了獲得這項檢測，希望檢測的人員需
要符合以下的標准，檢測人必須有相關的症
狀（包括發燒，咳嗽，呼吸短促）或者是檢
測人具有以下其中一項的風險指標65歲長者
現有嚴重的健康疾病，包括心髒病，糖尿病

，哮喘/肺部疾病，艾0滋病與病人接觸的醫
療護理人員

福遍縣官方強調，計劃參加檢測的人員
不能在沒有允許的前提下，直接到檢測店進
行測試，而是需要經過正確的檢測程序，首
先要打電話獲得同意， telehealth 的電話號
碼為：281-238-7870

此外，檢測並不是免費，如果你沒有醫
療保險，需要在檢測之前支付100美元，檢
測的結果將在48小時內通知檢測人。

更多詳情請上網，www.fbchealth.org 早
上8點到下午1點。

0325疫情更新：大休斯頓地區病毒感染人數為372人
（本報訊）截止到週四, 3月26日,大休斯敦

地區感染冠狀病毒的人數一共為372人。
Polk County 郡縣發布緊急令，讓市民居家

，避免非必要的外出。
由於休斯頓出現大規模的疫情，導致當地

醫護人員的必要的醫療保護設備嚴重短缺，出
現告急，

同時，為了幫助緩解這種狀況，Memorial
City Mall舉行了為期一周的醫療設備的捐助行
動，幫助 West Houston Hospitals 來解決口罩，
手套，手術帽子，護目鏡，消毒洗手液等等。

捐助的愛心人士可以將物品放置在商場
American Girl 和滑冰場的入口 ，時間為3月28
日，3月30日和4月4日中午至下午4點，

有相關病毒防疫的信息和問題，請撥打大
休斯敦地區各市縣醫療健康部門的電話。

City of Houston: 832-393-4220 (9 a.m. to 7
p.m. Monday through Friday, 9 a.m. to 3 p.m. Sat-
urday)

Harris County: 832-927-7575 (9 a.m. to 7 p.
m. every day)

Fort Bend County: 281-633-7795 (8 a.m. to
5 p.m. Monday through Friday)

Montgomery County: 936-523-5040
Brazoria County: 979-864-2167 (10 a.m. to

6 p.m. Monday through Friday, 9 a.m. to 2 p.m.
Saturday)

Galveston County: 409-938-7221, opti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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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嬛”9年後
孫儷靠不完美的“房似錦”落地

《安家》迎來大結局，孫儷在自己

的“角色書”留下又壹個名字：賣房子

的女人，房似錦。

房屋中介“房似錦”，是被擠壓在

職場沈浮和原生家庭之痛裏的都市女性

，大家會把這樣壹個角色去對標“蘇明

玉”，訴諸“樊勝美”。這是看待孫儷

新角色的橫向坐標。

而在孫儷的縱向坐標上，透過她壹

目了然的演藝路徑，“房似錦”亦是壹

個前所未有的新路標。自《後宮· 甄嬛傳

》播出後，這整整9年時間，孫儷主演

的電視劇作有《小姨多鶴》《辣媽正傳》

《羋月傳》《那年花開月正圓》……以

及《安家》。

《後宮· 甄嬛傳》成了國產劇經典之

作，影響力依然在當下的年輕受眾圈蔓

延。這也意味著甄嬛的印記，會壹直和

孫儷如影隨形。氣象萬千，光芒萬丈的

“大女主”人設，符合爽文愛好者的口

味，可那是雲端之上的想象。

“降落”回世俗生活裏，終究免不

了磕磕絆絆。孫儷毫無保留，帶來壹個

妳每天可能會路遇的，不在意的那種女

人：清早坐門店狼吞虎咽喝豆漿吃肉

包，雙手插兜讓“領導力”掩蓋壹地

人生“雞毛”的“普通女主”——房

似錦。

《安家》是孫儷繼《那年花開月正

圓》之後，3年來接演的第壹部電視劇。

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孫儷說，願意

接演這個角色，是因為“房似錦”這個

人物讓她會有想象，不像很多人物沒有

壹個獨立的個性。

“這個人物的狀態我蠻喜歡的。她

非常努力地生活，努力創造自己的價值

。她不像甄嬛、羋月那麼多曲折坎坷，

因為整個故事就發生在兩三年間，非常

貼近現在的生活，就是妳在生活中看到

的那些中介，他們是什麼狀態我們就什

麼樣”。

孫儷說，她的郵箱總會收到非常多

劇本。而她挑戲的標準壹點不復雜，

“看的人解讀得很復雜”。

“影視行業跟服裝潮流挺像的，過

去幾年，大家愛看古裝劇、年代劇，很

多影視公司就會投拍這類戲，我們也是

壹個大趨勢下，挑壹個自己想演的角色

和劇本而已。”古裝劇盛行的時候，孫

儷的郵箱看不到幾部現代戲，而現在郵

箱裏湧進來很多現實主義題材的劇本，

“這是大勢所趨”。

孫儷沒有刻意想演壹部行業劇，她

都是從自己的感官出發，劇本看著喜歡

，就去嘗試了。

《安家》裏“房似錦”的登場，是

“鯰魚”，是狼性的管理者，來管理門

店就是來做業績賺錢，到後來她知道，

在賺錢之外，還有人的情感在裏面。

“我不介意角色有缺點，只要她的底色

是好的，我覺得沒有問題”。

相較於“甄嬛”那壹類讓觀眾視為

偶像的“完美大女主”，活生生圍繞在

妳真實生活周圍的“房似錦”們，缺點

紮紮實實寫在言行舉止裏。“房似錦”

不完美，不可愛，糟糕的原生家庭讓曾

經的她不懂得別人的愛，沒有用情感與

周圍人互動的能力，只能依靠極端的方

式。

但是孫儷覺得，壹個人最可貴的

事情是“可以改變”。比如“房似錦”

前面有多冷酷，後面就有多溫暖，內

心向善，不停蛻變。“人壹輩子都在

學習，學習不光是知識，還有情感表

達，為什麼同壹句話有的人說出來別

人特別願意聽，但有的人說出來妳就

特別不願意聽，我們需要學習的是情

感表達”。

《安家》的導演安建，10年前和孫

儷首次合作《小姨多鶴》，安建對記者

表示，他印象最深的是，孫儷最愛問

為什麼。“現在她仍然是壹個對戲要

求明明白白的人。演員壹定要對自身

有要求，有要求才有標準。沒有標準

就會隨意。她對房似錦的細節關註比

我認真多了。沒拍過壹場糊塗戲，說

不明白這場戲就必須刪掉，每場戲都

要明明白白”。

孫儷對造型的要求很細致。有壹

次，安建在片場說：“壹個女演員總

該註意點美，妳不會從頭到尾就兩套

黑西裝吧？”孫儷又氣又笑地跟他解

釋：“導演我這真不是兩套西裝，我

這是二十幾套西裝，顏色和領子都是

不壹樣的。”

孫儷為《安家》第壹次做定妝造型

時，鄧超還批評她：“太美了，太精致

了， 不行！”孫儷在造型上做了很多減

法，比如造型師選的衣服她退掉至少壹

半。

她發現“房似錦”原型女孩雖然摳

門，但從不吝嗇買大牌的口紅，要保持

在客戶心中完美形象，所以孫儷也要保

持這種習慣。“原型女孩在開機前買了3

只口紅送我， 我很感動，我戲裏用的都

是她喜歡的口紅顏色”。

永遠能屏蔽掉外界的喧囂，是孫儷

的壹個本事。她自稱是個“網絡白癡”，

手機上只有微信、郵箱和小朋友聽故事

那類簡單的App，也不常看網友評論，

而且只要是在拍戲期間，必須保持手機

裏各種App停止運轉，讓自己絕對安靜

下來。

接到新戲邀約，孫儷最害怕編劇或

導演對她說：“孫儷，妳來演，我要把

這個戲往妳身上靠，寫得更像妳。”

若這樣，孫儷壹定會堅定反駁：

“別，那是我演的角色，不是我，我

要去塑造另外壹個人，我更願意讓自

己去靠近角色，而不是讓角色來靠近

我。”

演偶像劇引質疑
王莎莎：與其討論顏值不如看演技
近日由王莎莎主演的愛情輕喜劇《愛上鄰家主

廚》正在熱播中，這也是以《武林外傳》中“莫小

貝”壹角被大眾所熟知的王莎莎，首次出演偶像劇

並嘗試戀愛戲份。

直到今天，觀眾看到王莎莎，依然還會聯想起

《武林外傳》中那個鬼馬精靈的小女孩，被問及是

否想抹掉這個烙印，她說：“很多演員在多年後，

甚至息影後大家還會叫他（她）的經典角色名字。

觀眾這麽喜歡這個角色，演員不是應該高興嗎？這

應該是壹件值得驕傲的事情。但我也希望，大家看

到我的更多可能性和成長。”

《愛上鄰家主廚》
熒屏初吻，確實有點緊張
《愛上鄰家主廚》是王莎莎在上戲讀研究生時

接下的作品，不僅在劇中首嘗甜甜的戀愛戲碼，更

獻出了熒屏初吻。她透露，拍攝那場吻戲時確實有

點緊張，因為自己和男主演張耀都是“戀愛小白”

，沒什麽經驗。現場工作人員比他們更緊張，特意

把這場戲安排在最後拍，拍完就收工。“好在這是

那種剛進入戀愛階段的小羞澀，並不是很激烈的吻

戲。拍攝時我倆也是相互打氣。”王莎莎更把這次

新奇的體驗看成是戀愛預習。

向往佟湘玉那樣的角色
王莎莎從小就喜歡模仿，也喜歡看電視劇，

《還珠格格》《天龍八部》都是她兒時的最愛。家

人經常被她拉著壹起模仿，王莎莎還不停追問“妳

們看我演得怎麽樣？”

《武林外傳》是她出演的第二部作品，當時她

剛演完電視劇《小兵張嘎》中的女主角“英子”。

《武林外傳》是情景喜劇，拍攝強度大，壹天壹集

，臺詞又密集，因此對小演員的要求也格外高。在

王莎莎之前，已經有不少小演員去試過鏡。她至今

記得當時試戲的內容是莫小貝從現代回到現實後向

嫂子認錯的壹場戲：莫小貝因為太過任性和叛逆，

被客棧眾人集體嫌棄，氣急敗壞的她要離家出走。

在街邊露宿的時候，做了壹個夢，夢到自己去到了

壹個叫影視城的地方。這場戲試完，當天下午劇組

就和王莎莎簽了約。雖然整個拍攝過程很順利，但

王莎莎始終認為當時的自己毫無表演技巧可言，只

是很真誠。

王莎莎說，如果放到現在，她更想嘗試《武林外

傳》中的佟掌櫃。佟湘玉身上有親情、愛情、友情

，性格鮮明極致，她喜歡這樣厚重的角色。“總有

人和我說，不可能永遠演小女孩，以後年齡大了不

可避免要演母親，其實我壹聽到這樣的角色就特激

動。佟湘玉就是我壹直向往的那種飽滿豐富的角色

，既有母性的光輝，也不乏小女人的浪漫，真是個

迷人的角色。”

上大壹時就決定要考研
不過，當年在《武林外傳》火遍全國時，王莎

莎的生活並沒有發生什麽變化，同學有時候開玩笑

說，“啊，明星！”王莎莎反而會不好意思，“妳

幹啥，少來！”

但是在《武林外傳》之後，王莎莎就堅定了要

做演員的信心。高考時，王莎莎填報了中戲、上戲

、北電三所大學，覺得既然要走這條路，那這三所

頂尖的表演學府就都應該去考壹考，最終她被上戲

表演系錄取。

盡管塑造過的角色大多是淘氣、任性的小女孩，

但生活中的王莎莎是個文靜、懂事的小姑娘，做任何

事都會提前做好計劃。大學畢業後，王莎莎選擇去讀

研究生，而讀書對她來說是自然而然的決定，她大壹

就想讀研究生，軍訓時老師讓大家寫下心願，她寫的

就是想讀研。最初她想讀編劇、導演系研究生，覺得

對以後做演員更有幫助，思維更開闊，能掌控全局，

後來由於備考時間限制還是考了表演系。

不過，王莎莎對拍戲這事兒並不著急。“讀書

時，我要求自己做個好學生，那我就這麽做；工作

時，我要求自己不能失誤，我也會這麽做。當演員

這件事，我也從沒有被任何事所動搖過。”

■ 回應爭議
“我演的都不是絕世美女”
因為《愛上鄰家主廚》的播出，關於“顏值”

的討論再次被提及，有觀眾認為王莎莎不夠漂亮，

並不適合出演偶像劇女主角。盡管頻繁被問到這類

問題，王莎莎也能平靜應對。她說，這個問題可以

隨時回答，只是覺得總在討論自己的顏值會不會有

壹點耽誤大家時間。“其實關於我顏值的質疑壹直

都有，在《武林外傳》播出之後就有人說莫小貝不

好看，但這麽多年過去了，大家反而在說這個小孩的

演技真好。”在王莎莎看來，自己從出道第壹部作品

開始，演的就不是“美女”，《小兵張嘎》裏的英子

，就是壹個在水泥潭裏、白洋澱裏摸爬滾打的抗日小

英雄。此後無論是調皮搗蛋的“莫小貝”，還是《包

青天》中的俠客“艾虎”，都不是因為顏值被觀眾喜

歡或被制片人、導演選中的。“我沒有去演那種絕世

美女，讓觀眾不舒適。我就是壹個長相很普通的女演

員。但我個人認為，自己也沒有醜到那麽不堪，也希

望自己的其他特質被大家更多關註到。”

同時，王莎莎認為近些年觀眾的審美也在不斷

拓展，“很多演員並不是我們傳統審美定義的女演

員。她們有自己的特色、業務能力，或者為人處世

、心態上能和大家產生共鳴，不妨發現壹些其他的

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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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海內外觀眾提供權威的健康醫藥資訊。

▲ 節目截圖

節目介紹：
《中華醫藥》欄目是中國電視媒體中唯一一檔向海內外傳播中國傳統
醫藥文化的大型電視健康欄目。欄目以“關愛生命健康，服務全球華
人”為宗旨，為海內外觀眾提供權威的健康醫藥資訊，在全面反映中
華傳統醫學博大精深的同時，也關註當代中華醫學對世界的貢獻。

本期節目：《中華醫藥》正骨理筋祛骨傷：頸椎腰椎病為何越來越多

播出時間：
每個週五晚19點30分。 ▲ 節目截圖

《中華醫藥》精彩
節目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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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國際電視STV15.3為方便觀眾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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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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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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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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五       2020年3月27日       Friday, March 27,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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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thern News Group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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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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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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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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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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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 的 美 南 新 聞 網 站 隆 重 推 出 5 大 板 塊 提 升 ,

為 客 戶 ，  讀 者 提 供 了 更 好 的 瀏 覽 體 驗 。

我們的新網站
www.scdaily.com

廣告

美南論壇

黃頁與分類廣告

個性化訂閱

網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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