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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國地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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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by Chen
Broker / 企管碩士
德州 /加州地產經紀人

國、台、英語

Grace Wang
工商管理碩士
房地產經紀人

54 Sugar Creek Center Blvd., #300 Sugar Land, TX 77478
買的稱心，賣的放心，售屋高價又快速

值得您依賴的房地產投資專家

專精:房屋 商業 公寓 土地開發 物業管理 

◆西北區75個單位Condos出售，地點佳
，入住率高，現收租金，高報酬近8%，
售$3,990.000。

◆糖城Tang City Plaza 店鋪出
    租，1F&2F請來電洽詢
◆Warehouse 出售，位於
    Rosenberg，近59號高速
    33,885呎，地大5.50AC，售
    $1,800,000。

2020年4月7日 星期二
Tuesday, April 7, 2020

(綜合報道）據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統計，全
球累計確診病例也已超過 130 萬人，
美國新冠肺炎累計確診人數增加至
347003 人，死亡數已經達到 10335 人
，成為繼義大利和西班牙後，全球第3
個死亡病例數逾 1 萬人的國家。紐約
州日增 599 死，州長古莫也宣布，居
家防疫延長至4月底。

此外，美國 6 日累計確診人數增
加至347003人，紐約州淪為全美新冠
肺炎疫情中心。紐約州新冠炎確診突

破 13 萬例，單日 599 人死亡，新增死
亡人數趨穩。

美國白宮 1 日曾公布新冠肺炎死
亡人數預估值，估計全美死於武漢肺
炎人數高達10～24萬人，直逼世界大
戰時的死亡人數。美國總統川普直言
，未來2周 「非常、非常痛苦」。

為壓制新冠肺炎疫情，紐約州長
古莫6日也宣布居家防疫令延長至4月
底，社交距離違規最高罰款提升至
1000美元。

直逼戰争死亡人數直逼戰争死亡人數
美國死亡病例破萬美國死亡病例破萬

（（路透社路透社））



AA22要聞速讀
星期二       2020年4月7日       Tuesday, April 7, 2020

週日下午在全美華人協會薛海培會長白
先慎博士、施慧論博士等之召集下舉辦了一
場成功的視訊座談會，旨在討論我們如何為
美國當前面臨之疫情挑戰貢獻一份力量。

當前我們正处於水深火熱之艱難時刻，
川普總統對國人表示，我們已經曙光再現，
他力挺以硫酸羥基氯喹來治療重病患者，他

認為這是目前最有可能治癒的藥物，我們非
常同情總統目前面臨的國內外之極大壓力。

我們大家選擇了美國，這塊土地是我們
落葉生根的國家，這是來自世界各地移民組
成的大熔爐，我們必須以无比感恩之心情，
在此艱難時刻共同貢獻自己一份力量， 希望
曙光已經在現了。

美國新冠疫情日記美國新冠疫情日記44//66//20202020

A group of Chinese American civic
associations lead by UCA president Haipei
Shue and Dr. Pei Dr Helen Shih got
together on an internet conference call to
discuss how we can be of help to our
community.

Today we are in a national emergency
crisis. President Trump in his news
conference tried to claim that the nation
can see the light at the end of the tunnel.
He wanted doctors to use
Hydroxychloroquine on the patients to see
if we can rescue them from the dead. The
President said that for the time being this

only medicine we can use.

Today we as all citizens of this great
nation, and because we choose the U.S.
as our country, we all need to try our best
to help each other.

We came here from different corners of the
world and we deeply appreciate the
opportunity of liberty and freedom we have
enjoyed here.

Now this is the time we need to give back.
And we all hope the light of tunnel will
come soon.

Light At The End OfLight At The End Of
The Tunnel?The Tunnel?

見到曙光了嗎見到曙光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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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將進入緊急狀態日本將進入緊急狀態 但它的但它的““封城封城””與各國認知大不同與各國認知大不同

（綜合報導）據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實時統計數據顯示，截至北京時間4月6日15時左
右，法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增至93780例。

而法國衛生部當地時間 4 月 5 日晚公佈的新冠疫情統計數據顯示，法國累計確診病例升至
70478例，過去24小時增加1873例；新增死亡病例518例，累計死亡病例8078例，其中2189例出
現在失能老人養老院。

對比發現，兩組數據有很大差距。目前，法國衛生部已將養老院死亡病例納入統計，但仍未
將養老院確診病例納入到統計數據中。

養老院死亡病例已佔累計死亡病例近三成
法國衛生部當地時間5日晚公佈的最新疫情統計數據顯示，法國新冠肺炎累計死亡病例突破

8000例，升至8078例。其中，法國醫院累計死亡病例5889例；養老院累計死亡病例2189例。
法國的死亡病例數據顯示，醫院的單日死亡病例有所下降，已從前一日的441例下降到375例。目
前養老院累計死亡病例2189例，已經占到總數的27%。但存在的問題是養老院的死亡病例數仍未
完全統計完畢，仍有養老院至今未能提供相關數據。

確診病例方面，法國醫院當日新增病例1996例，醫院累計確診病例70748例；養老院累計確
診病例22361例，多家媒體據此報導法國確診病例已經突破9萬例，但法國衛生部對數據合併等問
題仍不置可否。

動用軍用運輸機、高鐵轉運病患
為了應對疫情，法國除了改裝高鐵轉移新冠重症患者，還動用了軍用A400M運輸機轉移病患

。
據媒體報導，在疫區醫院不斷湧入病患，以及病房、防疫物資和醫護人員嚴重不足的情況下

，為了避免前線醫療能量會因此崩潰，法國政府日前緊急向法鐵調動了一列高鐵，改造為轉移重
症確診病患的“救命特快車”，轉移至當前疫情相對和緩的西部地方醫院，來分散醫療壓力。乘
客車廂被改裝為重症病房，裝載呼吸機、氧氣機等醫療設備，餐車車廂則就地轉為列車的醫護指
揮中心。每列病房車廂配備一支醫療小組，一節車廂可容納4名患者。

當地時間4月4日，一架軍用A400M運輸機正在等待裝載新冠肺炎患者，從巴黎的奧利機場
運往巴黎地區以外的一家醫院。據法新社報導，奧利機場目前已對旅客關閉，變成一個疏散中心
用於緩解巴黎地區醫院的壓力。

持續訂購口罩，嚴格“禁足令”
因住院患者人數飛速上升，特別是重病患者數量太多，超出了目前法國的搶救能力，為此，

法國已有5000多名獸醫報名加入抗疫隊伍。雖說在護理方面獸醫能做的非常有限，但可以分擔類
似抬擔架、接聽電話等方面的工作。除此之外，由於近期疫情造成了大量人員死亡，巴黎4月2日
宣布，將徵用一個大型市場暫時作為太平間。

面對日益嚴峻的防疫形勢，如今，法國不斷升級防疫措施。 4月5日，據多家媒體報導，法國
衛生部長維蘭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目前，法國已經從中國訂購了接近20億個口罩，而且，還
在不斷繼續增加訂單中。

法國採取嚴厲管制措施已經接近三週時間。目前，法國已關閉至少10萬間酒店客房。
天氣逐漸轉好，面對即將到來的複活節假期，官方非常擔心民眾難以繼續遵守出行禁令。多

名地方高官5日對外發聲，呼籲民眾繼續留在家中，不要出門，以防止抗疫努力功虧一簣。
法國內政部長卡斯塔內5日晚表示，自3日以來警方共實施了140萬次檢查以確保管制措施得

以履行。他說，民眾本週末在“很大程度上”遵守管制措施，但警方仍會加強檢查力度。

法國病例破9萬，動用高鐵、
軍用運輸機轉移病患，5千獸醫上陣

（綜合報導）日本新冠肺疫情急速升級，
首相安倍晉三將於7日發布緊急事態宣言。各界
雖解讀為東京都等疫情擴大的城市將封城，但
事實上與海外各國理解的“封城”做法相差甚
遠。

日本3月剛通過針對新冠肺炎的特別措施法
修正案，此法乃根據 2013 年 4 月 13 日施行的
《新型流感等特別措施法》，在新型流感外加
上新冠肺炎而修訂的。

該修正案規定，若判斷新型流感等傳染病對國
民的生命、健康有顯著且重大的受害之虞，以
及在日本全國迅速蔓延，恐對國民生活及國民
經濟帶來莫大影響時，政府可發布“緊急事態
宣言”。

《新型流感等特別措施法》採取的措施有:
1、要求民眾盡量避免外出、限制舉辦娛樂表演
活動、集會等；
2、由國家負擔對民眾實施疫苗接種；

3、確保醫療提供體制（包括開設臨時醫療設施
、使用土地等)；
4、要求、指示運送疫苗、抗流感病毒藥等緊急
物資；
5、要求讓渡出售、徵用政令中規定的特定物資
；
6、埋葬、火葬的特例；
7、生活相關物資等價格的穩定；
8、延長行政上的申請期限等；

9、由政府相關金融機關等提供融資等。
條文中強調，應尊重國民的自由與權利，

在實施法律對策時，即使要限制國民的自由與
權利，也應該採取最小限度的限制措施，故鐵
路、公路等交通系統並不會因為特措法而中斷
。

個人或業者若不遵守政府提出的要求時，
並沒有特別的罰則。各都道府縣知事針對不遵
守暫停營業指示的業者，可以公佈其店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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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國語教會
Chinese Lutheran Church

韓友惠牧師     Rev. You-Hui Han
金克里斯牧師  Rev. Chris kim

星期日  上午 09:30 主日崇拜(國語)/兒童崇拜(英語)
            上午 10:00 兒童主日學/英語主日學
            上午 11:00 兒童中文班
            上午 11:15 成人主日學(國語)
            上午 11:40 主日崇拜(英語)
星期三  晚上 07:30 教會禱告會
星期六  晚上 06:30 分區家庭團契

Tel: (281)498-0105    www.clchouston.org
12143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位於百利大道上/介於Kirkwood與Cook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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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耶穌教會
True Jesus Church

中英安息日崇拜：週五晚上7:45週六早上10:45
中英文分組查經：週六下午1:30
英文兒童宗教教育：週六早上11:00 下午2:00

TJC

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電話: (281)631-5260
網址: www.tjc.org
電子郵件: Houston@tj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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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高畫作在荷蘭博物館被盜
失竊日系梵高167周年誕辰

綜合報導 位於荷蘭拉倫市的辛格博物館宣布，正在該館展出的荷

蘭畫家文森特· 梵高1884年畫作《紐恩南春天裏的牧師花園》淩晨被盜

，當天正是梵高167周年誕辰。

據荷報道，盜賊在當地時間30日淩晨3時 15分破門而入，當警

察聽到報警器響趕到現場時，盜賊已經逃離。受荷蘭新冠肺炎疫情

的影響，辛格博物館此前壹直處於關閉狀態。沒有其他畫作失竊。

美聯社消息說，目前在博物館外能看到壹塊大的白色面板蓋住了被

損壞的博物館大門。

辛格博物館館長揚· 魯道夫· 德洛爾姆在新聞發布會上對畫作

被盜感到震驚和憤怒。他說：“這幅美麗動人的畫作離開了我們

所有人。”“我們感到非常震驚和難以置信”。目前，警方正在調

查這起盜竊案。

據悉，這件作品是該館從荷蘭北部城市格羅寧根的格羅寧格博物館

借展的。作品創作於1884年，畫的是荷蘭小鎮紐南的鄉村風景。美聯社

稱，這件作品的具體價值尚不清楚，但梵高的畫作此前在拍賣會上可售

出數百萬美元的高價。

2002年，梵高的兩幅名作《斯海弗寧恩的海景》和《離開尼厄嫩教

堂》曾在位於荷蘭阿姆斯特丹的梵高博物館失竊，竊賊利用梯子和繩索

從樓頂潛入博物館，盜竊了這兩幅畫作。2016年9月，意大利警方在意

大利斯塔比亞海堡市的壹間住宅內發現了這兩幅作品，後經工作人員修

復，畫作重新在博物館展出。

巴西新冠肺炎死亡病例升至241例
政府加強防控措施

綜合報導 巴西衛生部宣布，當天巴西新增新冠肺炎死亡病例

40例，死亡病例由此升至241例；新增確診病例1119例，累計確診達到

6836例。面對嚴峻疫情，巴西政府加強了各項防控措施。

巴西衛生部稱，目前，聖保羅州仍然是巴西疫情的“重災區”，該

州當天新增死亡病例28例，累計死亡164例；新增確診病例642例，累

計確診2981例。死亡和確診病例分別占巴西全國的68%和43.4%。

令人憂慮的是，聖保羅市出現大量醫護人員感染新冠病毒，感染者

還包括在醫院進行輔助工作的清潔工等人員。目前，聖保羅市已有1300

多名醫院員工因確診感染病毒被隔離。

面對嚴峻疫情，巴西政府加強了各項防控措施。1日，巴西總統

博索納羅批準壹項法案，巴西政府將在三個月內為非正式工人每月

提供600雷亞爾(1美元約合5.25雷亞爾)緊急救濟金。巴西經濟部長保

羅· 格德斯當天表示，巴西政府將撥款510億雷亞爾用於企業支付因

工作時間減少而扣減的工人的薪酬，以保障工人就業。巴西農業部

長特麗莎· 克裏斯蒂娜表示，巴西將采取有效措施保障糧食和其他食

品的正常供應。巴西科技創新和通信部長馬科斯· 龐特斯則表示，已

投入壹億雷亞爾用於新冠肺炎病例診斷、疫苗研制、發病機理研究

等工作。

此外，巴西國稅局1日決定，將原定於4月30日截止的個人所得稅

申報時間推遲至6月30日。此前，巴西政府已將原定於4月1日進行的

年度藥品價格調整推遲60天。

俄羅斯醫療物資運抵
美方稱不是“禮物”

美國國務院女發言人摩根· 奧爾塔格

斯說，俄羅斯壹架運送防疫物資的飛機

抵達美國。俄方向美方移交包括呼吸機

和醫療防護用品在內的物資，但那並不

是“禮物”。

“共同行動”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奧爾塔格斯說，

俄方物資依據美國總統唐納德· 特朗普和

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 普京達成的協議

而采購。

俄方飛機降落在紐約的約翰· 肯尼迪

國際機場，物資隨後移交美國聯邦緊急

措施署。

奧爾塔格斯沒有說明美國支付款項

的具體數額。

“兩國過去在危機時刻會彼此提供

人道 主義援助，毋庸置疑今後也會采

取同樣做法，”奧爾塔格斯說，“現在

是共同行動的時刻，以抗擊威脅我們的

共同敵人。”

俄羅斯駐美國大使阿納托利·安東諾夫4

月1日早些時候說，俄方向美方提供抗疫物資

，反映出全球聯手應對疫情的必要性。

他駁斥有關俄方借機尋求政治利益

的說法，稱這種言論“不道德”，是以

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俄羅斯的軍事醫

療專家每天都冒著生命危險工作。

“消耗殆盡”
特朗普4月1日在新聞發布會上承認，

聯邦政府的儲備醫用防護物資正消耗殆盡。

特朗普說，聯邦儲備有大約1萬臺

呼吸機，政府在嚴格管理這批呼吸機，

以便能夠快速把它們發往最需要的地方

。迄今，政府同意發出1000臺呼吸機。

他說，鑒於疫情持續在美國全境蔓

延，政府在“考慮”就國內航空出行給

出建議。

美聯社報道，美國國內航班飛行照

舊，包括涉及紐約等疫情嚴重地區的航

線。不過，乘客人數大幅減少。

另外，特朗普說，他還在考慮增建

兩艘海軍醫療船。先前兩艘醫療船被調

派至紐約和洛杉磯，以緩解當地醫療機

構壓力。

特朗普沒有提及建設期限和費用。

美聯社說，開建全新醫療船通常需要耗

時數月。

“類似意大利”
美國副總統邁克· 彭斯接受美國有線

電視新聞網采訪時說，白宮數據模型顯

示，美國疫情發展軌跡可能類似於意大

利。“我們認為，意大利現在可能是美

國最具可比性的地區。”

白宮冠狀病毒應對工作組3月31日公

布預測數字顯示，美國的新冠肺炎疫情死

亡人數在近期將快速上升。在現有幹預措

施下，美國最終死亡人數可能在10萬至24

萬之間。壹些專家認為，如果采取更嚴格

防控措施，死亡人數可能減少。

疫情先前在意大利迅速蔓延，超過

意大利醫療系統的承受能力。眼下，美

國各州和地方政府都呼籲聯邦政府施以

援手，避免類似遭遇。

彭斯4月1日視察美國零售巨頭沃爾

瑪公司在弗吉尼亞州的壹處物流中心。

他說，疫情期間，美國將有足夠的食物

和物資供應。

首相約翰遜預計3日解除隔離
英國人勸：再隔離7天

綜合報導 因患新冠肺炎選擇隔離

和居家辦公的英國首相約翰遜，預計3

日解除隔離，這讓英國輿論炸鍋。據報

道，首相府發言人確認，約翰遜有意周

五結束在唐寧街10號的隔離。而就在當

天，約翰遜還發推特給民眾：“政府的

意見是，待在家裏，保護國民醫療服務

體系，挽救生命”。

英國廣播公司（BBC）報道說，英

國政府網站公布的指導方針規定，如果

輕癥患者獨自居住，必須居家自我隔離7

天；如果患者和同住的人都出現癥狀，

全體居家隔離14天，“如果發熱癥狀消

失可恢復正常生活”。據英國政府建議

，輕癥和疑似患者只需待在家中，不需

要住院治療和進行檢測。

不過，英國醫生、工黨議員阿林· 汗

告訴天空新聞網，首相約翰遜應該根據

世衛組織的建議再隔離7天，完成總共

14天的自我隔離，“我非常擔心政府的

指引與世衛組織不同步。世衛組織稱

，即使癥狀消失

，也可能還有傳

染性”。他表示

，約翰遜及衛生

大臣馬修· 漢考克

等政府官員暗示

，他們將隔離7天

後返回工作崗位

，這真的讓人擔

心。阿林· 汗還認

為，英國應該修

改指導方針，以

世衛組織為準，讓疑似感染者統壹隔

離14天。

對於約翰遜的做法，多數英國人

表示不理解。有人表示“坐等首相進

重癥監護室”。也有網友說，讓約翰

遜當英國這艘大船的船長，“我們已

經成了魚食”。還有人呼籲約翰遜繼

續居家隔離，“妳是首相，也是凡人

，不要挑釁病毒。待在屋裏，帶個好

頭”。

不過，據推測，約翰遜可能在隔離7

天後選擇繼續隔離。約翰遜1日在首相

府內拍攝的壹段視頻中狀態不佳，首相

府發言人承認約翰遜仍然“有輕微癥

狀”。當被問及約翰遜是否會在周五解

除隔離狀態時，他的發言人壹再拒絕做

出保證，只是說：“我們將遵循準則

……妳可以放心。”

綜合報導 世衛組織歐洲區域辦事處主任漢

斯· 克魯格表示，數據顯示，在歐洲大陸的新冠

肺炎死亡病例中，超95%死亡患者的年齡在60

歲以上。但克魯格也指出，認為新冠肺炎只影響

老年人的觀點是錯誤的。

據報道，克魯格表示，據最近的數據顯示，

歐洲已有逾3萬新冠肺炎患者死亡，主要來自意

大利、法國和西班牙。他稱：“95%以上的死亡

病例來自60歲以上的人群，”其中，超過壹半

的人年齡在80歲以上。

克魯格稱，在這些人中，有五分之四以上的

死者在生前至少患有壹種慢性病，比如心血管疾

病、高血壓或糖尿病。

但他表示：“從積極的方面來看，有消

息稱，有年齡在100歲以上的人因患新冠肺炎而

住院，現在已經完全康復。”

在4月2日於哥本哈根舉行的線上新聞發布

會中，克魯格還指出：“年輕人不是無敵的”，

這壹觀點與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最近的類似言

論相呼應。

據聯合國衛生機構稱，在50歲以下的患者

中，有10%到15%的人中度或重度感染。克魯格

表示：“在十幾歲或二十幾歲的人群中存在病況

嚴重的病例，許多人需要特別護理，有些人不幸

去世。”

世衛官員:
歐洲大陸超95%新冠死亡患者

年齡在年齡在6060歲以上歲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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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 可 羅 雀 食 材 積 壓 疫 期 閉 店

疫情對餐飲業的“精準打擊”，讓“非吃
火鍋不可”的重慶人將消費場所轉移到家中。
“火鍋外賣電話被打爆”之類的新聞多見諸報
端。
但是看似火爆的外賣並不能解決商家的實

際困境。究其原因，一是疫情導致消費者對外
賣中病毒隱患的擔心，下單數大不如前；二是
小區物業、平台騎手等層層分利，導致利潤一
再壓縮。
重慶七零年代火鍋總經理鄭軍表示，外賣一

天的營業額約1萬元（人民幣，下同）左右，對改
善當下困境意義不大。

“自2月18日起，兩江新區政府組織轄區
內火鍋店開展外賣服務，於是我們就和幾家小
區的物業公司聯繫，在小區推銷我們的火鍋外
賣。可是物業公司要提成10%管理費，外賣平
台還要提成18%的服務費，加上春節期間物價
上漲，外賣並不賺錢。”
“外賣唯一的意義，在於清食材庫存。”

重慶舒家大院火鍋店經理王先生，去年年底看
到某知名旅行網站的大數據預測，重慶將再次

成為旅遊爆點，他緊急預定了幾萬元的凍庫食
材，並打出招牌“春節不打烊”。現如今，他
卻不得不與外賣平台合作。
重慶市餐飲商會意識到形勢嚴峻，向“美

團”、“餓了麼”平台公司發出公開呼籲信，
請求減免佣金。信中寫道，“低微的外賣、團
購收入遠遠無法承擔線上、線下雙重的租金。
餐飲人正處在歷史上最難的時刻！”

有業內人士表示，餐飲業最大的優勢是現金
流，這是所有餐飲從業者的共識。實付實銷、現
結現賣的模式，讓即便承受着日益增長的人力與
房租成本壓力的餐飲企業，仍然手握足以階段性
運轉的現金流。但一切的前提是，生意在正常開
店運轉。微信群裡，一名火鍋老闆感慨地說：
“我現在才知道，為什麼現金流比什麼都重
要。”
一些賬面資金充裕的火鍋店，選擇了閉店

休息，靜候春來。位於重慶太湖西路的杈記火
鍋，是當地有名的一家“老火鍋”——以老鹵
油、老底料和老底湯烹飪製成的火鍋更受本地
人推崇。200多平方米的門面，是老闆馮勇貸

款購入，每月還貸4萬餘元。
“我們沒有送外賣，一是員工大多還未回

城，二是受疫情影響，菜價太貴，我不想讓熟
客覺得是我在‘宰客’，乾脆不做了。”馮勇
說，有前期的資金積累，他有信心熬過這次疫
情。

熄火

山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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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鍋是重慶市民的煙火日常，其就餐體驗強調
包容性、氛圍感，固定消費場景大多在火鍋

店裡。既是吃味道，也是品“氛圍”。

昔熱鬧非凡 今門可羅雀
坐落於重慶市渝北區的“火鍋第一街”長度雖

不足一公里，卻散落着大小近20家火鍋店面。短小
的街道本應藉着春節之勢熱鬧非凡，卻在疫情降臨
之後變得門可羅雀，昔日人流不斷的火鍋店均已閉
門謝客，街道更鮮有人經過。在幾場春雨後，更顯
冷清。
“本店於1月23日（臘月廿九）至28日（正月

初四）春節休息，29日（正月初五）正常營業”、

“2月2日，正月初九，正常營業”……在街邊，香
港文匯報記者看到多家火鍋店都張貼了類似的告
示。然而，它們都沒能如期開業。

重慶渝北區龍塔街道山城兒女火鍋店，是一家
面積不足60平米的火鍋店舖。這裡離商業區遠，客
戶主要是附近小區居民。老闆米亞（化名）透露，
“別說半年，就是兩個月都很難維持經營。我們是
小店，賣一個月火鍋，賺一個月的錢。”

店主親送餐 憂交不出租
米亞的火鍋店，本有9名員工，目前只有3位

回到崗位。加上老闆，他們4人一起經營火鍋外
賣—1人切菜，1人煮菜，1人送單，1人結賬。米
亞說：“我自己送餐，請不起外賣騎手。工人的工
資就用賬上的餘錢發，但是如果3月還是這樣的狀
況，就沒有錢付下個季度的租金了。”據悉，該店
店租是按季度支付給房東，4月至6月的房租一般在
3月底前支付。雖然房東已經同意“房租八折，推
遲一個月支付”，但是3月過了是否繼續經營，米
亞還要視情況而定。
米亞的火鍋外賣價格不貴：一份毛肚18元（人民

幣，下同）、一份香菜丸子9元，素菜均價5元，一份
三人牛肉套餐68元……食材用牛油紅湯鍋底煮好送到
小區門口。
採訪當日下午，她收到了17條微信點單，單均

價約100元。“點單的大多是鄰居，知道我沒生
病、春節也沒出門，才放心下單的。我店裡15張桌
子，從前每晚最少翻兩台，周末還會翻三台。現在
這點營業額，算生意冷清。”米亞無奈笑道。

年末歲初的新型冠狀病毒疫

情，讓“山城”重慶本應迎來最

旺季的火鍋業突遭極限寒潮。重

慶素有“火鍋之都”美稱—去年

官方統計的數據：全市共計三萬

餘家火鍋店，直接從業人員五十

五萬人，主城內環裡平均每二百

米就有一家火鍋店。在疫情衝擊

下，規模較大、資金充裕的火鍋

店尚能支撐；但對於面向小區、

客流量不大的小店，要挺過清明

時節都困難重重。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蕊、孟冰 重慶報道

外賣難救市 現金流“扼喉”

保員工生計
“借兵”給盒馬
對於不能開門迎客，卻又不想辭退員工的店

主們而言，除了硬扛，還有人出奇招，保員工生
計。
日前，阿里巴巴旗下的盒馬鮮生宣佈推出

“共享員工”計劃，向餐飲等行業的企業“借
兵”。原因是連日來盒馬鮮生線上生鮮訂單暴
漲，導致人手不足。獲知這一信息，重慶鶯花渡
火鍋負責人找到了盒馬鮮生。雙方很快達成“共
享員工”合作——把部分鶯花渡火鍋的員工輸送
到盒馬鮮生門店上班，互利共贏。

肖啟軍本是重慶鶯花渡火鍋愛融薈店的一名
服務員，眼下，他也成為了盒馬鮮生財富中心店物
流生產崗位員工。他與14名鶯花渡火鍋的同事，
開始從事揀貨、打包、補貨和整理排面等崗位的工
作。他們在保留原工作的同時，“共享”期間的報
酬將由盒馬鮮生統一支付。
記者在採訪中獲悉，雖然有部分火鍋店採取

了減員措施，只留下骨幹員工，以節約日常開
支，疫情結束後視經營情況再行招聘，但也有性
格熱辣、重情重義的火鍋店老闆與員工赤忱相
待——不辭退，共進退。

經營着當地頗為火爆的井坎老派火鍋的彭博
韜說：“我們店舖最大的支出一是房租，每個月
近4萬元（人民幣，下同）；二是10名員工的工
資。我不想辭退任何一名員工，他們對我都重
要。我和員工們商量，疫情期間可否接受降薪？
員工們說，他們不上班，就不要工資了。我說不
行，我給大家發基本工資，大概每人1,600元左
右，先想辦法手拉手活下來。日後生意好起來，
我以獎金的形式加倍補給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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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重慶火鍋業者一家重慶火鍋業者““全副武裝全副武裝”。”。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火鍋店主為了節約成本和保證安全，大多選擇
自送外賣。 張蕊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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遏制疫情蔓延：
曼谷將關閉所有公園 禁止商鋪淩晨營業

綜合報導 泰國首都曼谷市

政廳發言人4月1日表示，曼谷

將關閉所有公園，禁止商鋪淩

晨營業，以遏制新冠肺炎疫情

蔓延。

當地時間4月1日，泰國新

增確診病例120例，累計確診病

例達1771例，死亡12人。其中

壹半確診病例出現在曼谷。

當天，曼谷市政府發言人表

示，曼谷將關閉公共和私人公園

，並且在每日零點到淩晨五點之

間，便利店、超市、餐館和街頭

小吃攤等禁止營業。禁令將於4

月2日淩晨生效，有效期至4月

30日。

發言人稱，“我們知道這些

措施會給人們帶來不便，但請您

理解，我們需要限制聚集，並讓

人們盡可能多地呆在家裏。”

自3月下旬以來，曼谷已下

令關閉購物中心、學校和娛樂場

所，並限制餐廳外賣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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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據印度多家媒體報道，

印度中央邦印多爾市幾名醫護人員當

地時間 1 日在壹個居民區篩查病例時

遭當地民眾暴力襲擊。襲擊視頻被現

場民眾記錄並上傳至社交媒體引發熱

議。

從視頻中可以看出，身穿防護服

的兩名醫護人員在進入居民區篩查病

例時遭幾十名當地民眾用拳腳棍棒甚

至是石塊毆打，醫護人員不得不逃離

現場。據悉，最終警方出動將醫護人

員救出。

根據當地警方的最新通報，事件造

成兩名醫護人員受輕傷，警方正在對施

暴人員進行身份確認，相關調查工作已

經展開，擬對相關人員實施逮捕。

另據報道，最近印度疫情不斷

出現惡化趨勢，也出現了多起民眾和

患者家屬對醫護人員實施暴力行為事

件的發生。據悉，在海得拉巴和古吉

拉特等地也出現了類似情況。對此，

當地民眾呼籲政府對暴力襲擊人員實

施嚴厲懲罰，並敦促政府加強對醫務

人員的保護工作。

面對日益增加的暴力襲擊醫護人

員事件，印度總理莫迪近日也呼籲民

眾配合醫務人員的相關工作，杜絕對

他們的暴力行為，並強調警方將對實

施暴力的相關人員采取嚴厲的懲罰措

施。

確診病例破三千 馬來西亞迎來防控疫情“關鍵兩周”
綜合報導 馬來西亞新

冠肺炎確診病例於4月2日突

破3000例，馬來西亞衛生部

總監努爾當日在記者會上將

4月前兩周稱為防控疫情的

“關鍵兩周”。

努爾透露，截至2日中

午，馬來西亞新增確診病例

208 例，累計確診病例 3116

例；新增死亡病例5例，累

計死亡病例50例；新增康復

病例122例，累計治愈出院

病例767例。

努爾指出，馬來西亞目

前確診病例仍保持較為平穩

的增長。

從馬來西亞衛生部公布

的數據來看，馬來西亞確診

病例從1000例增長到2000例

用了6天時間，從2000例到

如今突破3000例則間隔7天，

且這期間每天新增病例基本

保持在100例到200例之間。

沒有出現暴增的狀況。

世界衛生組織駐馬來西

亞、文萊和新加坡的代表近

日在接受媒體采訪時也認為，

馬來西亞疫情增長曲線保持

較為平緩狀況。

這位代表預測，馬來西

亞疫情將於4月中達到峰值。

努爾在2日的記者會上表示

，這與馬方的判斷相符。

他坦言，在4月中以前

，馬來西亞疫情防控仍將面

臨挑戰：從世界各地返馬的

僑民可能會導致輸入病例增

加；此外，隨著病例的增長

，馬來西亞醫療系統的壓力

也在增加。

努爾認為，上月18日開

始的行動限制令，是馬來西

亞此前疫情保持平穩增長的

重要原因。他希望在未來

“關鍵兩周”內，馬來西亞

民眾能繼續配合限制令，居

家、勤洗手並保持社交距離。

馬來西亞第二期行動限

制令從4月1日開始後，馬來

西亞政府也進壹步加強管制

力度。警方在各地繼續增設

檢查點，加強對違規出行的

取締；政府縮短了便利店、

超市的營業時間；私家車和

公交系統出行時間也受到進

壹步限制。

馬來西亞國防部長2日

提供的數據顯示，行動限制

令實施以來，馬來西亞有逾

4000人因違規被捕，其中有

1400多人被控上法庭，他們

將面臨罰款及最高6個月的

監禁。

自疫情暴發以來壹直通

過社交媒體和馬來西亞民眾

實時溝通疫情的努爾，還於

1日再度發文，提及馬來西

亞醫療機構已收到中國駐馬

大使館捐贈的防護物資，稱

這是前線人員“重要的保護

設備”。

近期，中國駐馬使館和各

領館已向馬來西亞移交多批援

助和捐贈物資，努爾亦多次在

社交媒體上發文表示感謝，並

稱“患難見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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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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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周文超

香港蛇羮店早已步入寒冬，上
環百年老店“蛇王林”苦苦支撐。
記者連續兩日下午3點來到位於上
環的“蛇王林”，都大門緊閉，直
至第三日中午來到，該店雖然開門
營業，但拍烏蠅，毫無顧客光惠，
老夥計坐在門口一言不發，入內才
見到負責人何卓興。

何卓興是該店老闆、蛇王麥大
江的徒弟，2018年89歲的麥大江
退休後，便由何卓興幫忙打理“蛇
王林”。雖是徒弟，何卓興也已年
過七旬，他對蛇羮業發展已失去信
心，他說：“我現在也只是打份工
咁，這一行已無前途可言。”

去年6月到現在，飲食業受到
暴力衝擊和新冠肺炎連番催殘，何
卓興則認為“蛇王林”僥倖所受的
影響不算大，因為“舖頭本來就很
少有人光顧了，再差也差不了多
少。”言談之間，他盡是無奈。何
卓興表示，雖然老闆仍照舊支付幾
位老夥計的人工，但已無年輕人願
意入行，“呢行已經搵唔到食”，
如果店舖不是老闆自己的物業，相
信早已關門大吉。

無
人
入
行
苦
苦
支
撐

“蛇路”漫漫，其
修遠兮。女蛇王周嘉玲
1971年正式入行，除了
打理“蛇王協”，也是
警方御用的捉蛇專家之
一。早在十多歲她就跟
隨蛇王父親開始學習劏
蛇、捉蛇，“（入行）
頭兩個月接觸死蛇，其
後才是活蛇，先是無毒
蛇，然後才接觸毒蛇。”她笑着回憶自己幼時的經
歷：“剛開始被一條無毒小蛇咬住手不放，怎麼甩
都甩不掉，惟有大聲喊爸爸來幫忙。”可惜隨着蛇
羮行業式微，連帶捉蛇技術也無後，恐成絕響。

上世紀80年代末，政府取消捕蛇組後便外聘民
間蛇王幫忙捉蛇，周嘉玲是當年少有的捉蛇女專
家。她印象最深的是1997年6月，在西貢水警基地
的一艘船上，單挑有亞洲第一毒蛇之稱的過山烏。
“初時以為係普通蟒蛇，帶對勞工手套就去，點知
去到先知係大毒蛇！”當時，周嘉玲想好三招對
付：活捉、打死，或者自己跳船逃生，好在最後憑
多年功力生擒毒蛇。
近年來，“蛇王協”不斷推出各類不同配方的

蛇膳及藥膳，以針對不同身體狀況食客，背後原來
有段死裡逃生的故事。2005年，周嘉玲一時大意被
一條五步蛇咬傷，即刻用剪刀剪開傷口放血，後經
搶救才撿回一條命，現在發青的右手手背上傷疤仍
清晰可見。
從鬼門關門前走了一轉的周嘉玲，養傷期間躺

在病床上思索人生，感嘆生命的脆弱，便決定要為
顧客研製更多有益身體的藥膳。出院後，她和弟弟
研製新膳配方，每一道蛇膳、藥膳都經過幾十，甚
至上百次試驗才正式推出，“我的目標就是做出健
康有益的東西給顧客。”
周嘉玲表示，現今整個餐飲行業氣候不好，蛇

舖更是難以生存，但面對困境，她惟有迎難而上，
“希望疫情早點結束恢復正軌，接下來還會為顧客
繼續研製新的菜式。”至於蛇舖的長遠規劃，她表
示只能“見步行步”，但不會放棄。

位於中環的“蛇王芬”，店內裝潢並不
像傳統蛇舖，招牌“蛇王芬”之後也加多
“飯店”二字。該店第四代傳人吳煋姿表
示，蛇業沒落是不可避免的事，“蛇王芬”
早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開始推出非蛇膳的小
菜，跳出蛇舖的框架，轉型為小菜館。

“蛇羹已僅僅只是我們的招牌菜，但不
是主打菜式，我們多年前開始主打小菜和燉
湯，蛇類僅佔所有菜式的十分之一了。”一
早轉型的“蛇王芬”，其生意雖然受暴力衝
擊和新冠肺炎疫情打擊，但影響沒有傳統蛇
舖那麼大，但她直言，這一年生意減少僅約
三成，“或許疫情結束後（營業額）還有上
升空間。”

“蛇王芬”還在沙田新開名為“四季芬
芳”的分店，主打新潮粵菜，開發不同菜
式，並和本土啤酒品牌合作，旨在宣揚香港
品牌，完全擺脫傳統蛇羮業的影子。

研健康菜
“疫”境不棄

相比起蛇，香港的蛇羮行業絕對是“瀕
危物種”，全港蛇舖為數不足30間，

去年受黑暴摧殘下，更是元氣大傷。屹立於
深水埗55年的“蛇王協”經歷史無前例的
“寒冬”，該店第二代掌舵人、女蛇王周嘉
玲感慨地說，暴力衝擊事件影響沉重，生意
一下子大跌超過五成，“除了堂食、外賣受
影響外，我們也有做蛇肉批發，但因為到處
爆騷亂，交通受阻使食客卻步，不少酒樓的
蛇宴被迫叫停，取消向我們訂蛇肉，無辦法
啦，地鐵那段時間早收車，無晒人幫襯。”
黑暴持續多個月，她的生意一落千丈，

去年局勢稍有緩和，以為行業“春天”將
至，詎料是“冰河時期”的開始，一場疫症
使市民對野味，包括蛇羮忌諱萬分，周嘉玲
十分無奈說：“冬季進補一向是我們的旺
季，每天都排滿兩條人龍等食蛇，但去年得
一日有人排隊。”

以往大排長龍 今一個客都無
她續說：“以往初四開工例牌大排長

龍，今年因為（疫情）啱啱爆發，根本一個
客人都無。”周嘉玲直言，如果不是父親早
年買下該舖位，“邊有得做？”
隨着近月疫情穩定，店舖的熟客食指大

動，再度光顧，周嘉玲說：“我並不灰心，
相信疫情過去後，生意就能好返。”

由於對前景及該店出品食物有信心，周
嘉玲耐心守住老店，並未減少任何夥計的工
時和薪金，“現在的生意是減少了，我完全
可以叫人(夥計)返少幾個鐘，但係我無咁
做。”該店夥計在旺季最多達10人，即使是
淡季也有7名夥計。
周嘉玲回憶起非典時期，有文獻懷疑蛇

可攜帶非典病毒，令食客惶惶不安，“當時
有人行經我舖頭都要兜路。”周嘉玲對此憤
憤不平，“我知我賣嘅係野味，有人驚係正
常，但事實證明，香港的食用蛇已經嚴格檢
疫，可放心食用。”

周嘉玲的自信首先來自對貨源的安全保
障。“蛇王協”是香港少有同時做零售及批
發的蛇舖，她表示，目前所有蛇肉全部進口
自東南亞，多數是野生，其中九成以上製成
冰鮮蛇肉，亦有部分是活蛇，每批蛇或蛇肉
都需要出口國的政府批文，經出口地獸醫官
檢驗才能運送到港，之後再經漁護署及食環
署檢疫合格後才能送到該店。每間蛇舖必須
持牌，食物安全中心每年亦會抽查蛇舖食物
樣本或蛇血，以保證食用安全。

成本高少人食 蛇羮業不樂觀
不過對於蛇羮業在香港的前景，周嘉玲

並不樂觀。她表示，隨着內地蛇肉價格大幅
上漲，20多年前香港已開始從東南亞進口蛇
肉，“首先蛇的居住地減少，野生蛇就無以
前咁多，成本自然升高。”再加上現代人飲
食習慣的改變，吃蛇的人逐漸減少；即使香
港蛇肉安全，在非典和新冠肺炎的影響下，
始終有人擔心。如此一來蛇舖則難以生存，
“後生仔入行都搵唔到食。”

周嘉玲自言，蛇舖已步向夕陽，但仍樂
觀地說：“盡自己想法去做，希望出品更多
有益的食物給食客。”

■“女蛇王”周嘉玲即興在“蛇王協”蛇羹
店內表演蛇舞。她手中舞動的蛇就是俗稱
“過山烏”的眼鏡王蛇。 資料圖片

■■ 暴衝與疫情雙重打暴衝與疫情雙重打
擊擊，，蛇業步入凜冬蛇業步入凜冬。。

■■ 各類蛇膳各類蛇膳、、藥藥
膳膳，，據講都有療效據講都有療效。。

蛇王蛇王：：食用蛇須食用蛇須““過四關過四關””
做足檢疫安心吃做足檢疫安心吃

蛇舖遇凜冬蛇舖遇凜冬
冬眠待回春冬眠待回春

暴徒的打砸燒摧殘香港經濟暴徒的打砸燒摧殘香港經濟

基調基調，，隨後再爆發新冠肺炎疫隨後再爆發新冠肺炎疫

情情，，老店逐一消失老店逐一消失，，其中被內地其中被內地

定性為野味的蛇羮行業首當其定性為野味的蛇羮行業首當其

衝衝，，有有4040多年歷史的多年歷史的““蛇王二蛇王二””

宣佈下月結業宣佈下月結業，，拉開蛇羮業拉開蛇羮業““執執

笠潮笠潮””的序幕的序幕。。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走訪多間蛇舖老字號走訪多間蛇舖老字號，，不少店舖不少店舖

門可羅雀門可羅雀，，甚至有路人對蛇舖避甚至有路人對蛇舖避

之則吉之則吉。。經營蛇肉及活蛇零售和經營蛇肉及活蛇零售和

批發的批發的““蛇王協蛇王協””負責人表示負責人表示，，

蛇舖生意慘過非典蛇舖生意慘過非典，，疫症初期一疫症初期一

個客都無個客都無。。負責人寄望如蛇過冬負責人寄望如蛇過冬

眠般捱過今次消費眠般捱過今次消費““寒冬寒冬”，”，並並

強調香港的蛇肉及活蛇主要來自強調香港的蛇肉及活蛇主要來自

東南亞東南亞，，必須必須““過四關過四關””才能出才能出

售售，，包括出口國的檢疫包括出口國的檢疫、、店方要店方要

領牌領牌、、蛇入口時要通過檢疫蛇入口時要通過檢疫，，以以

及食環署定期會到店面抽取蛇血及食環署定期會到店面抽取蛇血

檢驗檢驗，，市民可安心食用市民可安心食用。。

■■文文//圖圖：：香港文匯報專題組香港文匯報專題組

蛇王芬 跳出框架 搞小菜館

■■銅鑼灣蛇王二將於四月底結業銅鑼灣蛇王二將於四月底結業。。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蛇王協

蛇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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