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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巴黎地區醫院負荷達極限大巴黎地區醫院負荷達極限 法國用高鐵轉運患者法國用高鐵轉運患者

醫務人員在法國巴黎醫務人員在法國巴黎Gare d'AusterlitzGare d'Austerlitz火車站將新冠肺炎患者安置火車站將新冠肺炎患者安置
在壹輛醫用在壹輛醫用TGVTGV高速列車高速列車。。大巴黎地區大巴黎地區11日首次使用醫療高鐵列車將數日首次使用醫療高鐵列車將數
十名重癥患者轉運到其他地方繼續接受治療十名重癥患者轉運到其他地方繼續接受治療，，3636名重癥患者被轉運至布名重癥患者被轉運至布
列塔尼列塔尼。。據大巴黎地區醫療衛生機構負責人據大巴黎地區醫療衛生機構負責人11日確認日確認，，當地醫院負荷已當地醫院負荷已
達極限達極限。。

高科技防疫高科技防疫！！
意大利醫院啟用意大利醫院啟用““機器人護士機器人護士””照顧新冠患者照顧新冠患者

北京野生動物園北京野生動物園：：
動物動物 ““萌寶萌寶””亮相亮相

在北京野生動物園，兩只剛滿月的白虎呆萌可愛。北京野生動物園日前恢復開放。閉園
期間，有狐猴、白虎、棕熊、黑猩猩等60多只小動物出生，部分動物萌寶首次對外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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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周文超

隨着最後一批患者轉出，武漢江岸方艙

醫院以全體醫護人員零感染，患者零投訴、

零死亡的成績正式休艙。苦戰一個月的張文

娟沒有片刻休息，又隨剛剛成立的突擊隊進

入武漢協和醫院西院重症病區支援。“武漢是一座英雄城市，武漢人民的堅守和犧

牲維護了更多人的安全，我必須做得更多，跑得更快，才能從病毒手裡搶回更多病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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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7日，這是一個令張文娟永生難忘的日
子：醫療隊要為在方艙醫院住院治療的在二月份出
生的所有患者過生日！生日會前，張文娟和她的隊
友一起去近400人的大病房裡逐一核實患者生日。
一位阿姨感動地說：“離我遠點吧，我是病毒啊，
已經連累你們了，還想着給我過生日啊，謝謝你
們！”張文娟的心中百感交集，更是被武漢人民的
善良深深打動。

生日會開始，醫護人員為過生日的患者唱生日
歌，帶着患者在病房“翩翩起舞”，憧憬着疫情過
後“來武漢看一場浪漫櫻花”“談一場甜甜的戀
愛”“吃一碗香噴噴的熱乾麵”。張文娟動情地
說，“今天可能是一個遲到的或是提前的生日祝
福，但是對於你們更有意義，你們現在身邊可能沒
有親人，但我們都是你們的兒女、兄弟，祝你們生
日快樂！更祝你們早日康復！”整個1,000多平米的
大廳想起了雷鳴般的掌聲，“生日快樂！”“武漢
加油！”“中國加油！”祝福聲和加油聲響徹整個
方艙。

生日會後，方艙內的醫患關係更加和諧，戰友
情誼更加深厚，每天都上演着各種各樣感人的故

事，“看到每個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積極地參與到
這場戰‘疫’中，我們的內心更加堅定。眾志成
城，沒有過不去的坎兒。”張文娟說。

武漢的陽光灑向大地，望向窗外，張文娟說，
自己當前最大的期待就是抗擊疫情早日取得勝利，
老人能到公園裡鍛煉身體、聊天，孩子能正常上
課、玩耍，而他們能恢復正常的工作，做一名平凡
的醫務工作者，在休息日陪伴家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聰、任芳頡 武漢連線報道

““跑得更快才能搶回更多生命跑得更快才能搶回更多生命””
方艙護師張文娟方艙護師張文娟 剛出艙又援重症區剛出艙又援重症區 一個月瘦一個月瘦2020餘斤餘斤

■張文娟（右）與其他醫護人員交流。 受訪者供圖
■■日常工作中的張文娟日常工作中的張文娟。。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張文娟在方艙醫院張文娟在方艙醫院
做日常檢查做日常檢查。。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天津支援武漢第五批醫療隊領隊之一，天津
市第二醫院護理部負責人、副主任護師，

50歲的張文娟2月9日便從天津出發踏上武漢抗
疫一線，她不僅盡心盡力照顧病患，更是承擔着
300多人的院感培訓和管理工作，一個月的忙碌
使張文娟的體重降了20多斤。回憶初到武漢時的
情景，張文娟坦言，進入方艙醫院，沒有了熟悉
的儀器、熟練的流程、輕盈的腳步，有的只是不
斷入院的病人和高強度的工作。

兩三名護士負責130患者
“隊員們每次進艙要全副武裝工作6小時，其

間不能脫防護服、不能喝水、不能上廁所、不能吃
東西。”張文娟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和普通的病
房不同，方艙醫院裡沒有呼叫機，兩三名責任護士
要負責130人的一個病區，隨時觀察病人狀況及需
求，僅僅是測量生命體徵一項，一
輪下來可能要兩個多小時才能進行
完畢。

常主動去疏導病人情緒
感受到隊員們的緊張情緒，

“沙士”時進過“紅區”、又從
事多年院感工作的張文娟主動請
纓，承擔300多人的院感培訓和
管理工作。“必須盯住每一個環
節，醫護安全了，才能治癒更多
的病人。”張文娟說，近一個月
時間，我都會在江岸方艙的醫護
人員出艙口一站兩個多小時，盯

着每一位從污染區出來的醫生護士，確保他們消
殺到位。

除必要的醫護工作外，很多病人情緒焦慮，
張文娟心疼病人，經常主動去疏導他們的情緒，
鼓勵他們樹立戰勝疾病的信心。“病中的他們遭
受着身體和心靈的雙重痛苦，變得非常脆弱，也
對每一份關愛特別敏感。雖然方言不同，但我仍
然希望能盡力多為他們做些什麼。”每一次詢問
患者後，她都要說一句：“相信您沒有問題的，
祝您早日康復！”

安排床位、巡視病房、發現重症、心理疏
導、引導生活、執行醫囑、發放藥物、監測體溫
和血氧飽和度、處理新入院患者的電子系統、熟
記自己管轄區域的床位數和空床數、男女床位
數、哪個患者病情較重……這些日常看似簡單的
工作，在方艙醫院卻成了巨大的工程，一個月下

來，張文娟體重降了20多斤。
3月4日，張文娟被國家衛生

健康委、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
國家中醫藥管理局授予“全國衛
生健康系統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先進個人”光榮稱號。對於國
家給予的榮譽，張文娟淡然地表
示，我只是每天做好我能做的、
該做的事，只期待病人快些好起
來。“上班時，看到馬路上已經
有零星的坐公交車上班的人了，
不像剛來時路面上一個人都沒
有，這證明大家的工作是有意義
的，我們沒有白來。”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聰、任芳頡

武漢連線報道

方艙傳來生日歌方艙傳來生日歌
醫患起舞祝平安醫患起舞祝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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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資巨頭為何
持續“加碼”中國消費市場？

繼零售巨頭開市客宣布將在上海開

設其位於中國內地的第二家門店，星巴

克、山姆會員商店、羅森等紛紛宣布將

加大在華投資。外資巨頭為何持續加碼

中國消費市場？

疫情中投資信心不減
在上海3月31日集中簽約的重大項

目中，外資項目總投資額超過160億美

元，其中就包括了零售巨頭沃爾瑪旗下

會員制倉儲式超市山姆會員商店以及知

名特許經營連鎖式便利店羅森。羅森日

本總部決定，將增資2908萬美元以擴大

在華投資。

山姆會員商店中國業務總裁文安德

說，中國首家山姆旗艦店將於2021年在

浦東開業，這也將是山姆在中國運營的

最大獨棟建築。“預計到2022年底，山

姆在中國將有40至45家開業及在建門店

。我們非常興奮地在山姆快速發展的宏

圖中迎來全新的旗艦店，這代表了我們

對會員和中國市場的承諾。”

不久前，美國會員制倉儲連鎖超市

開市客宣布其位於中國內地的第二家門

店項目在滬啟動，總投資約26億元人民

幣。星巴克將在江蘇昆山投資1.29億美

元建造綠色環保的咖啡烘焙工廠。

呼應外企投資信心的，是日漸升溫

的中國消費市場。壹個工作日的下午，

位於上海浦東壹家經營長達10年的山姆

會員商店裏，新上架的壹推車現烤羊角

面包10分鐘左右便告售罄。人們的購物

車裏不僅有常見的牛奶、豬肉、鮮菜，

還多了速凍水餃和易烹飪的雞湯、意大

利面半成品。山姆方面稱，咖啡和冰激

淩在這段時間的銷量是去年同期的2倍

以上，印證人們消費熱情不減。

在與山姆浦東店相距近40公裏、位

於上海浦西的開市客閔行店，消費者也

是絡繹不絕。即便是3月30日這樣的工

作日，自中午12時至下午1時內，仍有

超過800人到店和離店。店內工作人員

時時提醒顧客購物後迅速離店、收銀櫃

臺全部開放以避免顧客排隊，店內顧客

人數壹直維持在1000人左右。

“疫”外的新消費增長點
“疫情下，看似中國人外出就餐、

娛樂減少，實際上他們並沒有減少消費

，只是把錢花在了另壹些消費領域。”

山姆會員商店中國策略項目副總裁孫迎

分析，“疫情催生了‘宅經濟’等新的

消費熱點，促使我們把握機會、快速創

新，而不是撤離中國市場。”

英國咨詢公司凱度報告分析，中國

人在疫情中更加註重健康，關註食品安

全和新鮮，並增加了調味品、生鮮等原

材料消費，“因為長時間居家隔離和在

家辦公的自由性，烹飪給居家生活增添

更多趣味”，可謂“疫”外的消費增長

新機遇。

線上平臺美團介紹，1月下旬以來

，消費者通過美團外賣搜索“烘焙”尋

找相關商品的次數增加了100多倍，酵

母及酒曲商品銷量增長近40倍，餃子皮

銷量也增長了7倍多。

為滿足消費者需求，山姆推出了眾

多容易烹調的原材料、半成品配菜。不

再現身門店教做菜的“山姆大廚”們也

沒有閑著，他們研制了“疫情期間健康

菜譜”上傳至網上供消費者參考。

助力疫情中的購物熱和“宅經濟

”的是電商和物流體系。孫迎說，在

中國內地的山姆門店幾乎都開通了線

上下單、壹小時送達服務，使得線上

消費出現爆發式增長。“疫情期間有

幾天我們線上業務量甚至比過去增加

了5倍。”

羅森（中國）投資有限公司總裁三

宅示修有類似觀點，“疫情期間，羅森線

上銷售得到很大提升，外賣銷售比例提高

，相信這塊業務將來會是增長點。”

看好中國長期發展
外資巨頭坦言，他們的信心不僅來

源於“疫”外的新消費增長點，還來自

中國經濟趨穩向好、中高端消費群體持

續擴大的長期趨勢，以及中國持續擴大

開放的承諾。

國家發改委等 23個部門聯合印發

《關於促進消費擴容提質加快形成強大

國內市場的實施意見》，提出鼓勵線上

線下融合等新消費模式發展；改善進口

商品供給，鼓勵國際知名品牌在中國市

場首發或同步上市新品。

開市客表示，中國市場有很大的潛

力。開市客將繼續致力於為中國會員提

供價格合理、高品質的商品。

商務部研究院國際市場研究所副所

長白明說，隨著中國對外開放的大門越

開越大，各國零售企業來華開店，在豐

富了中國人消費選擇的同時，將與中國

市場攜手發展。

被帶貨網紅“種草”後，質量與售後成槽點
綜合報導 現在最火的購物場所是哪裏？不是

天貓、京東，也不是拼多多，而是“李佳琦”和

“薇婭”們的直播間。不過，很多消費者在被主播

“種草”之後，卻紛紛後悔。

3月31日，中消協發布《直播電商購物消費

者滿意度在線調查報告》顯示，六成消費者擔

心商品質量，超過四成消費者擔心售後問題。

“誇大其詞”“假貨太多”“魚龍混雜”“貨

不對板”成為消費者對直播電商行業最集中的

“吐槽”。

據了解，本次共收集來自12個直播電商平臺

的消費者樣本5333份，既包括傳統電商平臺開辟直

播區域，如京東直播、淘寶直播等；也包括虎牙

TV、鬥魚、抖音、快手直播等娛樂型社交直播平

臺。

調查顯示，直播購物人群學歷集中在大學專科

和大學本科，兩者總計占83.3%；個人月收入水平

以 6000 元至 1萬元居多，占比 38.7%；“80後”

“90後”人群是購物主力軍。

“值得關註的是，‘00後’比‘70後’人群購

物多3個百分點，可見年輕群體對直播電商這類新

鮮購物模式接受程度更高。”中消協消費監督部主

任張德誌表示。

從品類偏好看，消費者在直播電商購買的

大多為服裝、日用品、美食、美妝；其中，服

裝類最多，占比 63.6%。此外，商品性價比和

喜歡程度是購物決策關鍵因素，分別占 60.1%

和 56.0%，價格優惠、限時限量優惠則分別占

53.9%和 43.8%。“總體來看，直播電商吸引消

費者的主要原因在於性價比和價格優惠程度。”

張德誌說。

張德誌表示，“擔心商品質量沒有保障”

和“擔心售後問題”是消費者兩大主要顧慮。

雖然目前直播電商行業越來越火，但也有壹部

分消費者並不喜歡通過直播電商購物，主要是

擔心商品質量沒有保障和售後問題，分別占

60.5%和 44.8%。

從問題性質看，主播誇大和虛假宣傳、不能說

明商品特性的鏈接在直播間售賣被提到的次數較多

。其中，快手平臺直播推廣的商品與購物車鏈接不

壹致問題較多，蘑菇街平臺涉及廣告極限詞情況較

為明顯。

從直播購物遇到的問題來看，44.1%的受訪者

認為沖動消費比較嚴重，39.6%的受訪者認為在觀

看直播時無法真實體驗商品。此外，維權缺乏具體

的法律依據、找不到客服或經營者、無法形成證據

鏈等問題均普遍存在。

此外，值得註意的是，各直播電商平臺均有主

播引導消費者繞過平臺私下交易的情況，可能存在

較大風險，消費者應保持警惕。

河南省洛陽市壹位淘寶直播用戶表示：“希望

政府和監管機構能對直播平臺開展全方位監管——

從進貨、介紹、出售、付款、物流到售後各個環節

都落實到位，讓顧客買得放心、用得開心，全程購

物獲得舒心體驗。”

中消協發出建議，平臺應持續強化內容生態治

理，做好審核把關，通過大數據等手段嚴格查處各

類人氣造假、評論造假、商品信息造假等行為。嚴

厲打擊各類誘導交易、虛假交易、規避安全監管的

私下交易行為。

此外，加強網絡主播的職業素養和規範意識，

建立必要的信用信譽評定、獎懲機制，通過內容監

管、飛行檢查、消費者投訴舉報等手段，做好對主

播人群的管理和約束。



BB44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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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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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thern News Group我們的新網站 www.sc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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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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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2020 -4/12/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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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7 8 9 10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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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2020

美南新聞聯播 (直播)

中國輿論場  (重播)

中國輿論場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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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thern Television 15.3             2020年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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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轉發現愛 (重播)

今日亞洲

今日環球央視國際新聞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轉轉發現愛

美南大咖談 (重播)

體育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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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育報導 (重播)轉轉發現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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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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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鹽健康園地 遠方的家

光鹽健康園地 (重播)

中國文藝 (重播) 國家回憶 (重播) 轉轉發現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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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文藝  (重播)

轉轉發現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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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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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7日       Tuesday, April 7, 2020



BB66休城新聞

休城社區

星期二       2020年4月7日       Tuesday, April 7, 2020

冠狀病毒太兇猛冠狀病毒太兇猛 可人傳動物可人傳動物 老虎成首位受害者老虎成首位受害者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導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導】】英國首相約翰遜英國首相約翰遜
辦公室發表的一份聲明說辦公室發表的一份聲明說，，首相鮑里斯首相鮑里斯··約翰遜約翰遜
週日被送進醫院週日被送進醫院。。

成為英國首位領導人的55歲的約翰遜3月27日
宣布他的冠狀病毒測試呈陽性，他在唐寧街的一間
公寓裡被隔離，週五說他仍在高溫，因此待在那裡
。

聲明說：“根據醫生的建議，首相今晚已被送
往醫院接受檢查。”

“這是一個預防措施，因為首相在對病毒呈陽
性反應後十天仍繼續存在冠狀病毒症狀。”

“首相感謝（國家衛生局）工作人員所做的所
有令人難以置信的辛勤工作，並敦促公眾繼續遵循
政府的建議，留在家中，保護國民保健服務並挽救
生命。”

首相約翰遜沒有對病情發表言論。
白金漢宮說，伊麗莎白女王已被告知約翰遜已

入院，但沒有進一步評論。
就在他住院後的消息傳出後一小時，伊麗莎白

女王（Queen Elizabeth）向英國公眾說，如果你們
保持堅決，你們將克服冠狀病毒的爆發。

唐寧街強調，這不是緊急入院，約翰遜仍然負
責政府工作。消息人士稱，外交大臣多米尼克·拉
布（Dominic Raab）將主持週一舉行的政府緊急
COVID-19會議。

英由於只有大量笨拙的、有時是古老的、甚至
相互矛盾的先例可以使用，因此，如果首相無能為
力，就沒有簡單的、形式正式的“計劃B”或繼承
方案。

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說，約翰遜傳遞了他
的國家的美好祝愿，他是一個“堅強的人”。

特朗普在新聞發布會上說：“所有美國人都在
為他祈禱。” “他是我的朋友，他是一位偉大的紳
士和一位偉大的領袖。眾所周知，他今天去醫院了
，但我希望他一定會好起來的。”

英鎊兌美元匯率短暫下跌0.4％，至1.2215美元
，隨後將部分跌幅收窄至0.3230美元，至1.2230美
元。

英國首相鮑里斯英國首相鮑里斯··約翰遜約翰遜
因冠狀病毒症狀繼續存在而入院因冠狀病毒症狀繼續存在而入院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導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導】】
紐約市布朗克斯動物園有一隻老紐約市布朗克斯動物園有一隻老
虎叫納迪亞虎叫納迪亞（（NadiaNadia），），她在動物她在動物
園乾咳園乾咳，，經測試冠狀病毒呈陽性經測試冠狀病毒呈陽性
，，是首例感染冠狀病毒的老虎是首例感染冠狀病毒的老虎。。

布朗克斯動物園野生動物保護
協會在新聞稿中說，這只四歲的雌
性馬來虎在乾咳後測試冠狀病毒呈
陽性，有望恢復。

據美國農業部（USDA）稱，
在老虎（動物園還有其他五隻老虎
和獅子）開始表現出呼吸道疾病症
狀之後，從納迪亞的樣品中進行了
採集和冠狀病毒測試。動物園中沒
有其他動物出現症狀。

動物園說：“儘管它們的食慾
有所下降，但在布朗克斯動物園的
老虎在獸醫的照管下表現良好，並

且聰明，機敏並與飼養員合作互動
。”

“由於不同物種對新型冠狀病
毒感染的反應不同，因此尚不清楚
這種感染性疾病在老虎中將如何發
展，但我們將繼續密切監測它們並
期待其完全康復。”

動物園稱，這只動物是由動物
園工作人員傳染的，該工作人員在
照料它們時“無症狀地感染了病毒
”，證實冠狀病毒可以通過人傳動
物。自3月16日起，布朗克斯動物
園已對公眾關閉。

美國農業部說，建議任何患冠
狀病毒感染的人盡量減少與動物包
括寵物的接觸，直到了解有關該病
毒的更多信息為止。

紐約州長﹕紐約疫情可能快到臨界值﹐連2日死亡率未顯著上升﹑住院率下降
【美南新聞記者蕭永群報導】紐約州作為全
美的疫情重災區﹐在這段日子受了極大衝
擊﹒然而州長庫莫（ Andrew M. Cuomo）
表示﹐紐約的疫情可能快到「臨界值」﹐但他
強調該州仍面臨緊急情況﹐不得鬆懈﹒
根據數據顯示﹐6日紐約回報共有599人死
亡﹐已經連續第二日死亡率沒有大幅攀升﹒
儘管週一紐約有近600例新增的冠狀病毒
死亡﹐但當日死亡人數位居第二﹐州長安德
魯·庫莫（Andrew M. Cuomo）表示﹐跡象顯
示疫情開始放緩﹒
幾天來﹐紐約州官方一直在尋找病毒達到

頂峰的跡象﹒根據數據顯示﹐上週日的死
亡人數從前一天的 630 人下降至 594 人﹒
而星期一則大約有 599 人﹐和星期日的數
字十分相近﹒
即使住院人數每天都在增長﹐住院病人的
每日增加量也大大減慢了﹒
庫莫認為﹐這些數據顯數了病毒在紐約的
傳播已接近頂點﹐但他強調紐約仍然處於
緊急情況﹒他說﹕「即使我們處於穩定狀態
﹐仍然是處於很危險的穩定狀態﹐衛生保健
系統仍然在承受巨大壓力﹒」
他也補充﹐對於紐約人來說﹐遵守「社交距

離」的規則仍然極
為重要﹒他認為未
能做到這一點的人
「令人無法接受」﹐
並指出上周末的好
天氣使太多人都鬆
懈了﹐並呼籲「現在
不是我們放鬆警覺
的時候﹒」

兩名H-E-B員工驚傳新冠肺炎確診
【美南新聞記者蕭永群報導】隨著疫情擴散﹐不少工作者
如醫護人員﹑警局﹑消防員都在這段期間﹐陸續傳出確診
案例﹐如今﹐零售超市業者也受到波及﹒6 日﹐兩名
H-E-B員工被傳出新冠肺炎確診﹒
根據 ABC13 報導﹐位於 Bunker Hill 的 H-E-B 於周一寄
出警告通知信﹐通知員工門市出現兩名新冠肺炎確診案
例﹒信中指出「所有曾與這些確認病例直接接觸的合作
夥伴﹐均已收到直接通知﹒」信中並未提到該店的經營時
間是否會受影響﹒
雖然H-E-B目前還沒有正式回應是否有確診事宜﹐但在
一項聲明中說到﹕
「隨著新冠益晴持續影響世界各地﹐擁有12萬多個合作夥
伴的H-E-B集團並沒有受到影響﹒我們通過各項努力﹐
如提前準備﹑持續指導﹑強大的衛生設施和適當的社交距

離﹐來關切這些合作夥伴的健康與安全﹐並感謝德州的努
力﹐讓我們的病例低於全國平均水平﹒我們都必須致力
於『防止疫情擴散』﹒針對受疫情波及的門市﹐所有直接
受影響的合作夥伴都會收到通知﹐並提供醫療協助﹐每個
門市都經過多次清潔和消毒﹒客人可以隨時去看門市的
網站﹐查到這些工作人員最後在店內工作的時間﹒我們
最大的目的就是確保合作夥伴和客人的安全﹒」
隨著疫情蔓延﹐除了超市業者外﹐也有許多人在這段期間
﹐因為工作或是其他原因﹐染上疾病﹒
截至上周﹐休斯頓地區有叁名CVS藥局的員工被確診新
冠病毒﹐導致兩家門市因此關閉關閉﹐如今這兩家門市已
經重新開啟﹒
此外﹐兩名亞馬遜員工都在這幾周確診新冠肺炎﹐其中一
名患者位於凱蒂市﹒

疫情期間 休斯頓政府提供「必要工作者」緊急托兒資源
【美南新聞記者蕭永群報導】在6日下
午記者會中﹐休斯頓市市長特納（Syl-
vester Turner）和哈裏斯縣法官伊達戈
爾（Lina Hidalgo）宣布了一項新資源﹐
將幫助這段期間在工作的人們﹐找到
優質的托嬰﹑以及經濟資源﹒
兒童合作組織（Collaborative for Chil-
dren）﹐勞 動 力 解 決 方 案（Workforce
Solutions）﹐休斯敦市和哈裏斯縣與其
他社區合作夥伴一同攜手﹐在新冠病毒流
行期間﹐提供了緊急的托嬰資源﹒
在休斯頓捐贈基金會（Houston Endow-

ment）的
領 導 支
持下﹐創
建 了 一
個網站﹕
find-
child-
carenow.
org﹐可以

透過此申請各項資源﹒為了減輕休斯敦目
前被認為是「必要行業」工作者的負擔﹐許
多工作者這陣子面臨延長工時問題﹐導致

孩子的照護變成了另一項棘手問題﹒
也因此﹐透過這個網站﹐能將工作者與兒童
照護中心媒合﹐申請兒童照護與財務援助﹒
特納市長指出﹕「自這場醫療危機爆發以來
﹐這些必要工作者讓我們的城市得以繼續
運作﹒我們意識到為了讓工作者能安心工
作﹐以維持休斯敦和哈裏斯郡的運作﹐需要
為工作者找到優質的托兒服務﹒」
所有育有12歲及以下兒童的員工﹐都有資
格在確認和入學後參加這個計畫﹐但採取
「先到先得」制﹒如果確認申請家庭需要財
務幫助﹐Workforce Solutions將在4個工作

日內與他們聯繫﹒目前 Workforce Solu-
tions已為大休斯頓地區許多郡都分配了1
萬元的兒童照護費用﹐這些郡可為至少
3500名兒童提供托兒服務﹒
此外﹐郡長伊達戈爾也再度重申「居家令」
的必要性﹐呼籲民眾待在家﹐等待疫情結束
﹐一切都會回到軌道上﹐經濟也會開始復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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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金融美南金融 財富週報財富週報
盡覽金融市場動態盡覽金融市場動態，，探討投資理財策略探討投資理財策略

【【撰稿人：Yingying Xu, Financial Advisor, FINRAYingying Xu, Financial Advisor, FINRA
Registered Investment Advisor (RIA)Registered Investment Advisor (RIA)】】由於最新失業數由於最新失業數
據超出之前預期據超出之前預期，，加上社交隔離令被延續到加上社交隔離令被延續到44月底導致經濟在本月底導致經濟在本
月無望恢復正常月無望恢復正常，，美股上週再次出現下跌局面美股上週再次出現下跌局面。。上週特朗普放出上週特朗普放出
信號信號，，他與沙特和俄羅斯溝通後他與沙特和俄羅斯溝通後，，雙方有望再次回到談判桌雙方有望再次回到談判桌，，商商
討一致減產以穩定油價討一致減產以穩定油價，，這一利好消息導致上週油價上漲這一利好消息導致上週油價上漲3232%%。。

然而這一消息並未能夠對抗市場對全球增長急劇下降然而這一消息並未能夠對抗市場對全球增長急劇下降
的預期的預期。。受疫情影響的各國失業人數不斷攀升受疫情影響的各國失業人數不斷攀升，，美國美國
在在33月份就已喪失了月份就已喪失了7070萬個工作萬個工作，，在過去兩周有在過去兩周有11千千
萬美國人申請失業救濟萬美國人申請失業救濟，，且這一數據預計在接下來幾且這一數據預計在接下來幾
個月仍將增長個月仍將增長。。截止上週五截止上週五，，道瓊斯工業指數收盤道瓊斯工業指數收盤
2105321053點點（（週跌幅週跌幅22..77%%，，年跌幅年跌幅2626..22%%），），標普標普500500指指
數收盤數收盤24892489點點（（週跌幅週跌幅22..11%%，，年跌幅年跌幅2121%%），）， 納斯納斯
達克收盤達克收盤73737373點點（（週跌幅週跌幅11..77 %%，，年跌幅年跌幅1717..88%%）。）。
市場分析及投資建議：

2020年第一季度，雖然前半階段市場一路走高，並在
2月19日達到歷史高點，但最終一季度股票以超過20%
跌幅收場，可見疫情造成的經濟停擺對市場打擊力度之

大。今年一季度市場表現是自2008年金融危機後最糟糕的，這也預
示著上半年出現經濟衰退成為大概率事件。經濟衰退的定義是連續
兩季度 GDP 下滑。過去兩週就有 1 千萬美國人申請失業救濟，而
2008年達到這一數值用了長達28週。上週出爐的3月份就業報告顯
示，就業市場自2010年以來首次下跌，失去了70萬個工作崗位，而
一個月前的就業數據是新增28.3萬個工作崗位。失業率從2月份的
50年新低（3.5%）一下子升到了3月份的4.4%，幅度之大出人意料

。
儘管歷史上每一次經濟衰退的原因都有所不同，但通常都有共

同的觸發點，如通貨膨脹率過高、經濟出現泡沫等。經濟衰退延續
的時間有限，歷史平均值是11個月。此次由於COVID-19病毒觸發
的經濟衰退和以往都不同，因為在病毒來襲之前美國經濟是堅挺健
康的，並沒有高通脹、高失業率、及經濟泡沫風險。由於此次衰退
的觸發因素非經濟原因，因此，全球疫情走向和各級政府的調控能
力將最終影響經濟衰退持續的時間及經濟恢復正常的速度。美國政
府的調控措施包括2萬億美金刺激經濟的法案（全民發錢、增加失
業救濟、提供低息貸款等）、增大疫苗研製和抗病毒藥物的研發、
下令居家隔離以減少傳播、避免醫療擠兌、提供醫療物品等。

在經濟衰退和熊市到來的大環境下，投資者最容易犯的兩個錯
誤就是不夠有耐心過早賣掉了優質投資產品，以及押注市場低點後
再進入市場。在市場最高點賣出和在市場最低點買入是每個投資者
的期望，但完全踩對點的可能性極低。市場大落後通常會有大漲，
熊市結束後必定迎來牛市，這個規律不曾變化，只是早晚問題。目
前很多優質股票和基金已回落到一年前或者幾年前的價格，與其焦
慮的猜測哪天是市場最低點才願意一步到位投資，不如諮詢專業人
士推薦建議買入的產品，並做好計劃分步驟投資，逐漸買入並長期
持有。

0404//0606 疫情報告疫情報告:: 疫情最嚴峻一周疫情最嚴峻一周
大休斯敦感染人數繼續增加大休斯敦感染人數繼續增加

（（本報訊本報訊 ））本周將是本周將是
美國面臨疫情最嚴峻的一周美國面臨疫情最嚴峻的一周
，，美國各個城市都已經做好美國各個城市都已經做好
了面對曆史上了面對曆史上““珍珠港珍珠港””事事
件的最壞的准備件的最壞的准備，，針對緊迫針對緊迫
的形勢的形勢，，休斯頓市市長特納休斯頓市市長特納
表示表示，，將盡一切力量遏制病將盡一切力量遏制病
毒毒，，抑制傳播曲線抑制傳播曲線，，減少病減少病
毒感染人數毒感染人數，，也呼籲市民積也呼籲市民積
極響應居家令和社交隔離規極響應居家令和社交隔離規
定定。。同時同時，，市長強調市長強調，，未來未來
病毒感染的實際數字將會達病毒感染的實際數字將會達
到到1010倍以上倍以上，，但目前的現狀但目前的現狀
，，休斯頓醫療系統還在承受休斯頓醫療系統還在承受
能力範圍之內能力範圍之內。。

位于德州位于德州Jacinto CityJacinto City 的的
可移動病毒檢測點今天對公可移動病毒檢測點今天對公
衆開放衆開放，，這個地點主要是為這個地點主要是為
老人和一線的工作人員提供老人和一線的工作人員提供

的檢測點的檢測點。。這也是休斯頓地這也是休斯頓地
區最新投入使用的檢測點區最新投入使用的檢測點。。
國會議員希拉國會議員希拉..傑克森強調傑克森強調
，，年長居民和一線的工作者年長居民和一線的工作者
最容易受到病毒的攻擊最容易受到病毒的攻擊，，因因
此此，，這個地點就是為了保護這個地點就是為了保護
他們而設置的他們而設置的。。該市檢測地該市檢測地
點為點為：：Jacinto City CommuJacinto City Commu--
nity Center atnity Center at 10251025 OatesOates
Road.Road.，，上周糖城上周糖城 Smart FiSmart Fi--
nancial Centrenancial Centre 對公衆進行檢對公衆進行檢
測測。。 位于位于 510510 West TidwellWest Tidwell
的的 United Memorial MedicalUnited Memorial Medical
CenterCenter也在檢測當中也在檢測當中。。

隨著休斯頓地區和哈瑞隨著休斯頓地區和哈瑞
斯縣以及德州多數地區檢測斯縣以及德州多數地區檢測
病毒的地點增加病毒的地點增加，，每天德州每天德州
病毒檢測確診人數也顯著增病毒檢測確診人數也顯著增
長長，，目前目前，，確診人數主要集確診人數主要集

中在人口密集的區域中在人口密集的區域，，包括包括
哈瑞斯縣哈瑞斯縣，，休斯頓地區休斯頓地區，，
BexarBexar 縣縣，，聖安東尼奧地區聖安東尼奧地區
（（San Antonio areaSan Antonio area），）， 奧斯奧斯
汀附近的汀附近的 TravisTravis 縣以及達拉縣以及達拉
斯福特沃斯附近的斯福特沃斯附近的 TarrantTarrant
縣縣。。

萊斯大學在疫情中一方萊斯大學在疫情中一方
面投入疫苗研究面投入疫苗研究，，一方面采一方面采
取措施取措施，，幫助德州醫療中心幫助德州醫療中心
的一線工作人員的一線工作人員，，為她們就為她們就
近提供休息場所近提供休息場所，，免于路途免于路途
勞累勞累，，目前該校現有的目前該校現有的5050名名
學生都已經為醫務人員騰出學生都已經為醫務人員騰出
房間房間。。校方的兩座住宿樓已校方的兩座住宿樓已
經做好准備經做好准備，，並且這兩座樓並且這兩座樓
可以很好的和校園做出隔離可以很好的和校園做出隔離
。。

四月的时候祖父还很健康，到了五月他就疯疯

癫癫了。

祖父说，他的手电筒埋在一棵冬青树下。

众所周知，香椿树街上根本没有什么香椿树，

唯一的绿化便是冬青，工厂的大门口，街上的空地

，房屋的墙根，到处可见高高低低的冬青，哪一棵

冬青树下面埋着祖父的手电筒呢？

最初祖父把目标圈定在孟师傅家门口，央求儿

子去挖，儿子不肯做这荒唐事，委托孙子去挖，保

润也不肯，嫌丢人现眼。祖父只好把铁锹扛在肩上

，亲自上阵了。

孟师傅听见门外的动静，出来问祖父是不是要

挖蚯蚓。祖父非常坦诚，说：“我当年从祖坟上捡

了几根祖宗的尸骨，装在手电筒里，一时没地方埋

，可能埋在这片冬青树下了。”孟师傅一下跳了起

来，说：“保润爷爷你欺人太甚了，怎么跑到我家

门前来挖你家祖宗的尸骨？这不是骑在我头上拉屎

么？”

祖父羞愧地拖着铁锹，后退了几步，借着一阵

剧烈的咳嗽，酝酿了勇气，忽然向孟师傅抖出一个

历史遗留问题：“我也不是乱挖呀，孟师傅你一定

忘了，你家的房子盖在谁家的土地上？这个地方，

从前是我家的豆腐作坊，我埋东西，肯定埋在自家

的地盘上啊。那会儿你还小呢，不记事，去问你老

母亲，她老人家一定是清楚的。”

孟师傅只好敲开了临街的窗户：“妈妈你来，

我家的房子是盖在保润家的豆腐作坊上吗？”窗后

很快响起一个老妇人苍老而尖厉的声音：“谁在翻

旧社会的老黄历？现在是新社会了，地皮房子都是

政府的，政府给谁就归谁了！”

祖父后来移师王德基家门口的冬青林。王德基

冲出门来收缴铁锹的时候，祖父顺势抓住王德基的

手，在那只手背上悄悄地写了两个字：金子。

王德基甩了甩手说：“保润他爷爷，你怎么把

我手背当黑板呢？”祖父只好凑着王德基的耳朵告

诉他，事情不宜张扬，他当年埋藏的不是一支普通

的手电筒，是一支装满黄金的手

电筒。

这样，王家的老老小小都拥

到门外来看祖父挖黄金了。王德

基的小女儿一边打着毛线一边及

时提醒祖父：“爷爷，这是我们

家的地皮，要是挖到了黄金，我

们一家一半，到时别赖皮啊。”

王德基看祖父的挖掘进展缓

慢，便从家里拿了把铁锹，说：

“爷爷你年纪大了，歇一会儿，

我来挖，你别听小孩子乱说，我

不贪心，要是真的挖出来黄金，

我们四六开，你拿六，我拿四就

行了。”

王德基一家人中，倒是小拐

对祖父保留了必要的怀疑，他说

：“爷爷你一定是犯糊涂了，黄

金那么值钱的东西，你不埋在自

己家里，怎么会埋到我家门口来

呢？”祖父放下了手里的铁锹，

耐心地向小拐解释：“你们家，

原先是我家商行堆煤的煤场啊，

这儿宽敞，没人来，我兴许把手

电筒埋这儿了。”

祖父挖掘手电筒的路线貌似紊乱，其实藏着逻

辑，他无意中向香椿树街居民展现了祖宗的地产图

。

传说从孟师傅家到两百米开外的石码头，曾经

都是祖父的家产。这几乎是半条香椿树街了，沿途

不仅分布着七十多户居民，还有一家刀具厂，一间

水泥仓库，白铁铺、煤球店、药店、糖果店、杂货

铺，堪称香椿树街的心脏地带。

人们在各自的屋檐下生活工作，早就淡忘了从

前土地的历史，未料到祖父突然冒出来，以一把铁

锹提醒他们，你们的房子盖在我的地皮上，你们吃

喝拉撒，上班工作，都是在我的土地上。

祖父的手电筒里到底藏着什么东西？香椿树街

的居民出于理性的推测，或者出于浪漫的想象，基

本上形成了两种派别：尸骨派和黄金派。

有些人心里打起了发财的小算盘，考证祖父所

言真伪，毕竟只要一把铁锹或者铁镐，无需投资或

冒险。最早动手试挖的是王德基一家，连续两个早

晨，邻居看见他家门前的冬青树都歪倒在墙上，四

周一片泥泞，连水泥地面都似乎进行了一场夜耕。

每天夜里都有人出动，宁静的夜空里响起了铁

镐铁锹与泥土亲密接触的声音。很多持锹人在月光

下对视一笑，有人坦然，有人腼腆，然后各挖各的

。掘金者劳作风格不一，属于黄金派的深耕细作，

属于尸骨派的草草收兵。

负责街道卫生的居民委员会遭遇了一场噩梦，

三个女主任结伴闯到保润家来讨伐罪魁祸首。祖父

当时正蹲在地上，用木榫加固松脱的锹柄，他试探

着问主任们：“是不是保润在外面惹了什么事？”

看着祖父无辜的麻木的样子，两个女主任都气哭了

，另一个性格特别泼辣，她一脚踢飞了地上的铁锹

，撸起袖子，对祖父坦言相告：“爷爷，我真想打

你一个耳光，解解心里的气！”

这场疯狂的掘金运动席卷了香椿树街，最后却

不了了之。

﹁
掘
金
热
﹂

吴燕近来发现老公见了女的就喊

美女，远远地就喊，笑眯眯地喊，好

像有点儿情不自禁，真是气坏了！有

的女人长得比她还丑还难看，老公也

笑脸灿烂，美女美女喊个不停。

她生气了，真生气了。因为她的

老公从不喊她美女，有时还看着她尖

叫：“哇噻！你有一根白发耶！”

“哎哟，你眼角长皱纹了耶！”结婚

才三年，老公就嫌她是一个黄脸婆了

。虽然他没说吴燕是黄脸婆，但吴燕

猜他心里就是这么想的。

晚饭后，老公又迫不及待地上网

了，好像吴燕这个美女是空气。吴燕

漫不经心地看着电视，想着如何让老

公关注她，如何跟电脑抢老公，如何

能让老公心甘情愿花点时间陪她散步

、逛街、说话。

做新娘，做一个甜蜜、幸福而美

丽的新娘，是每一个女孩的梦想，是

女孩从情窦初开就在心底悄悄憧憬的

。吴燕也是这样。为了迎接这一天的

到来，在婚礼当天做一个美丽的新娘

，她早早准备着，让肌肤完美无瑕，

让身段苗条性感，让头发光彩照人。

突然，吴燕想起她和老公照婚纱

照当天，还是男朋友的老公情不自禁

地说她漂亮。她心潮澎湃，赶紧翻出

她和老公的婚纱照影集，送到老公面

前，请他欣赏。他却惊愕地望着吴燕

，大惑不解：“老婆，都看了无数遍了，

你把影集翻出来干吗？”

吴燕一听心凉透了，没得到老公赞美

，喊我一声美女，我的良苦用心白费了！

她藏好影集，赶紧洗脸、洗澡，把自己打

扮得漂漂亮亮的，还特意穿上薄、露、透

的性感吊带裙。她想，吊带加碎花，甜美

加性感白色荷叶边，往老公面前一站，我

就不信他不叫美女。

为了让老公喊她美女，确保万无一失

，吴燕还小心翼翼地做美甲。她先涂基础

油，然后涂美甲油，等两分钟后再涂一遍

，最后涂上护甲油，让指甲看起来晶莹亮

泽。

打扮好后，吴燕在梳妆镜前照了又照

，被自己的花容月貌性感迷人感动得不得

了。她心里惬意地想着：只要我稍微“折

腾折腾”自己，自己就和妙龄少女一样的

闭月羞花，一样的沉鱼落雁。

她神清气爽，精神焕发，神采奕奕，

轻轻地走到老公的身旁，娇柔地说：“老

公，不早了，睡觉吧。”老公头也不抬，

随口说道：“还早呢，10点睡觉。”

想不到老公如此木头木脑的，吴燕很

懊恼，只好开门见山地说：“你看，我穿

吊带裙好看吗？”老公这才看了她一眼，

平静得像一潭死水，说：“我说了多少次

，在家里穿可以，在外面穿丑死了。”

吴燕简直要疯了！我精心打扮自己，

就换来一句“丑死了”，我不理你了！她

瞪了老公一眼，一扭屁股，随手拿起一本

女性时尚杂志，半躺在床上看了起来。

老公似乎知道吴燕生气了，连忙走进

房间，深情地望着吴燕，眉开眼笑地说：

“美女，美女！”吴燕听了心花怒放：老

公终于发现我是美女啦，终于肯喊我美女

啦！吴燕赶紧甜蜜蜜地说：“讨厌！都老

夫老妻了，还喊美女，真肉麻！”

老公认真地说：“肉麻什么呀！你看

看你拿的书，封面上那个女的，正当妙龄

，明眸皓齿，肌白肤嫩，亭亭玉立，不是

美女是什么！”

原来老公说的美女不是自己，吴燕气

急败坏了：“滚！”

老公站在吴燕面前，感到莫名其妙，

皱着眉头大惑不解地说：“老婆，封面女

郎那么漂亮，我喊几声美女怎么啦？你还

吃封面女郎的醋，真是不可思议哟！”

原来是那个美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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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秦鴻鈞 ）媽媽樂抽油煙機公
司日前表示：最近新冠病毒疫情嚴峻，染疫
率直線上升，美國這兩週正處於關鍵性時期
，提醒在這段危險高發期，儘量減少外出，
在家用餐，遠離傳染源又可保持健康。健康

在家做飯時，一把好的炒鍋很重要的，
媽媽樂的富士健康炒鍋採用日本專利合金材
料以古法鑄造而成，不含鐵氟龍塗層，聚熱
性強，小火可達到大火效果，硬度高可用鐵

鏟，經久耐用。冷熱油都不沾鍋，重量比不
鏽鋼五層鍋輕70%，炒起菜來得心應手，基
於健康的理念，為媽媽們精心設計的。

據美國一項大規模研究發現，常用於不
沾鍋、食物防油紙的化學物質全氟化碳（鐵
氟龍Teflon），恐緻女性提早進入更年期；醫
學專家表示，全氟化碳對女性荷爾蒙的影響
，導緻更年期提早報到，建議家中不沾鍋有
嚴重刮痕時最好換新，不要使用。

好鍋搭配好抽油煙機，才可以確保油煙
徹底被抽除，確保媽媽的健康，媽媽樂抽油
煙機公司總裁Robert強調，其實選購一台好
的抽油煙機對健康至關重要，尤其是家庭主
婦，油煙中的危害物質對健康構成了極大的
傷害，短期未必有感覺，但是積少成多，一
旦健康出現紅燈，為時已晚。

媽媽樂抽油煙機公司的 「皇家系列」 被
譽為抽油煙機的 「王者」 ，豪華型敞開式設
計，渾然一體的純不繡鋼打造，高精度手工
藝製造，領先的無邊縫處理技術，輕觸式感
應開關，大屏幕液晶顯示，抽油煙機配合多
個LED燈，滿足了家庭主婦們在烹飪是對色香
味的挑剔。

現在，抽油煙機已成為家家戶戶的廚房
必備，但是，仍然有許多業者，把隻適用於

亞洲二眼爐頭抽吸方式的抽油煙機，直接在
美國銷售，安裝到美國四眼爐頭上，導緻油
煙抽吸不完整，嚴重污染廚房，長期以來給
家庭主婦的身體健康帶來隱患。

媽媽樂抽油煙機專為美國家庭的 「四眼
爐頭」 設計，已申請專利的斜風箱，符合流
體動力學的原理設計，由薄往厚送風無阻力
，排風量大，吸力比他牌強1/3，聲音卻隻有
他牌的1/2。

「媽媽樂」 抽油煙機一直專注於廚房的
高端領域、堅持製作質量最好、服務最優秀
的抽油煙機，品牌知名度、忠誠度、銷售業
績等多項指標均穩居業界榜首，市場佔有率
超過80%。

媽 媽 樂 公 司 全 美 免 費 電 話
1-800-635-7888， 626-309-9989， 地 址
8609 Valley Blvd.,Rosemead，網上有媽媽樂
產品的影片示範www.PacAirUsa.com。

新冠肺炎疫情高發期新冠肺炎疫情高發期
媽媽樂抽油煙機建議儘量在家用餐媽媽樂抽油煙機建議儘量在家用餐

本報記者黃麗珊報導本報記者黃麗珊報導

美南銀行疫期繼續為社區服務美南銀行疫期繼續為社區服務

美南銀行製做簡易愛心防疫袋美南銀行製做簡易愛心防疫袋200200餘個贈送予休士頓餘個贈送予休士頓
晚晴老人公寓晚晴老人公寓

隨著新型冠狀病毒隨著新型冠狀病毒COVID-COVID-1919在美國的疫情越來越發嚴峻在美國的疫情越來越發嚴峻，，各區的防疫物資嚴重缺乏的情況下各區的防疫物資嚴重缺乏的情況下
，，美南銀行經全體董事會同意並決定美南銀行經全體董事會同意並決定，，銀行將本著取之社會銀行將本著取之社會、、人飢己飢的精神人飢己飢的精神，，拿出銀行內現拿出銀行內現
有的部份防疫用品同時再增添購買相關防疫物資數量有的部份防疫用品同時再增添購買相關防疫物資數量，，如口罩如口罩、、酒精酒精、、免洗手清潔液和防護面免洗手清潔液和防護面
罩等罩等,,其目的是意從社區開始防堵疫情其目的是意從社區開始防堵疫情，，並且支持和感謝警察和消防單位為社區安全的防疫服務並且支持和感謝警察和消防單位為社區安全的防疫服務

..美南總行行員利用上班工作空檔之餘美南總行行員利用上班工作空檔之餘，，大家分工合作特別製做大家分工合作特別製做
簡易愛心防疫袋簡易愛心防疫袋200200餘個贈送予休士頓晚晴老人公寓用於關懷餘個贈送予休士頓晚晴老人公寓用於關懷

長者的健康和幫助他們能夠提高防疫長者的健康和幫助他們能夠提高防疫

銀行員工利用工作空檔為老人公寓的愛心防疫袋幫忙分裝準備銀行員工利用工作空檔為老人公寓的愛心防疫袋幫忙分裝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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