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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家 名 店商 家 名 店

˙近59號公路中高層公寓，2臥2衛，2臥半2衛

˙近Westheime 3房2.5衛房，售$189K

Lance Chau
(713)271-9898

貸款: 買房、重貸、出租房貸款、抵押兌現、不查收入
Fast Easy Mortgage

Lchauemail@yahoo.com
RMLO NMLS 246133

6120 Westline Drive Houston, Texas 77036

Venture Equity 房屋買賣/貸款/投資/商業

永創佳業 1031物業延稅交換

2020年4月23日 星期四
Thursday, April 23, 2020

理查德律師事務所理查德律師事務所
擁有強大資深律師團隊擁有強大資深律師團隊
現任哈里斯縣的警察公會法律顧問現任哈里斯縣的警察公會法律顧問
榮獲榮獲「「德州執法法律辯護獎德州執法法律辯護獎」」
專精項目專精項目::
刑事刑事﹕﹕保釋保釋﹑﹑酒駕及一切刑事案件酒駕及一切刑事案件
商業商業﹕﹕國際貿易國際貿易﹑﹑跨國追索跨國追索﹑﹑生意買賣生意買賣﹑﹑商業訴訟商業訴訟﹑﹑地產地產
買賣買賣
家庭家庭﹕﹕離婚離婚﹑﹑監護監護﹑﹑子女撫養費子女撫養費
意外意外﹕﹕車禍車禍﹑﹑意外傷害意外傷害﹑﹑醫生誤診醫生誤診（（不成功不成功 不收費不收費））
電話電話﹕﹕281281--889889--18861886（（中文中文））
地址地址﹕﹕10351035 Dairy Ashford Rd SuiteDairy Ashford Rd Suite 315315﹐﹐Houston TXHouston TX 7707977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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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電視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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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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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廣播合為一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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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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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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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day 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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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用手機讀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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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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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四       2020年4月23日       Thursday, April 23, 2020

▲ 節目截圖 ▲ 節目截圖

《休斯頓論壇》
不容錯過，休斯頓自己的“鏘鏘三人行＂。  

精彩
節目介紹

播出時間：
晚上7點30分首播，錯過首播可關註重播，
重播時間為 4 月24号 （週五）中午1點。 

節目介紹：
休士頓論壇，由李堅強、馬健、常中政聯合主持，分析
探討國際、國家時事，涉及人文、歷史、科技、政治等
熱點議題。節目內容深沉且具有教育意義，對時事感興
趣的觀眾不容錯過這檔休斯頓自己的“鏘鏘三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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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22日（星期三）2 新聞中
國

■責任編輯：周文超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記者李陽波及

中新社報道，陝西

省衛生健康委21日上午發佈通報，2020年4月20日8時至

21日8時，陝西新增境外輸入新冠肺炎確診病例21例，新

增境外輸入無症狀感染者7例，新增境外輸入密切接觸者

166人，而他們全部來自莫斯科入境的同一個國際航班。

俄抵陝航班21人確診
7無症狀感染者含1空乘 166同機密接者集中隔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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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國家醫療專家組成員、北京大
學第一醫院感染科主任王貴強21日在國務
院聯防聯控機制發佈會上表示，核酸複檢呈
陽性患者無明顯症狀仍然可能具有傳染性、
具有傳播的風險，所以要到定點醫院進行隔
離觀察，強調密切的監測和隨訪。

王貴強還介紹，由於新冠肺炎是急性
病毒性傳染病，病程較短，所以導致肺纖
維化發生發展的概率比較低。輕型病例大
部分不會出現肺纖維化，但重症和危重症
可能性較大。
國家衛健委醫政醫管局監察專員郭燕

紅在會上介紹，目前已有77,000多名治癒
患者出院，治癒率達到94%以上。

專家：
復陽者無症狀仍可能有傳染性

資
料
來
源
：
香
港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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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記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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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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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
戶
端
及
環
球
網

近日，中山大學附屬第六醫院蘭平教
授團隊在《柳葉刀》子刊Lancet Gastro-
enterology & Hepatology上發表的最新研
究報告顯示，21%的新冠病毒感染者在住
院期間出現了腹瀉症狀，大大高於原先報
道中的3%。同時，還發現很多新冠病毒
感染患者有血便的症狀。這些結果均支持
了新冠病毒經由消化道的傳播機制。
研究收集了232位匿名新冠病人的病

歷。研究發現，腹瀉症狀和新冠感染重
症、呼吸機的使用以及ICU病房的使用也
有顯著的相關。排除混雜因素的結論顯
示：新冠感染的胃腸症狀可用於預測新冠
感染病人是否會發展成嚴重的呼吸障礙，
有助於為病人設計更加合理的治療方案。

《柳葉刀》：
患者胃腸症狀可預測是否發展成重症

4月8日，內蒙古唯一感染新冠肺炎孕
婦吳穎治癒近兩個月後，順利生下一名女
嬰。母女二人經過兩次新冠病毒核酸檢測，
結果均為陰性。鄂爾多斯市中心醫院在該嬰
兒的血液中檢測到了新冠病毒IgG抗體。鄂
爾多斯市中心醫院兒科主治醫生馬曉宇表
示，“這說明新冠病毒IgG抗體可以通過胎
盤傳遞給嬰兒，一般IgG抗體是保護性抗
體，但是新冠肺炎病毒是否會通過羊水、體
液、血液等途徑感染新生兒還是未知的，所
以我們還需要做好防護，預防感染擴散。”

內蒙古孕婦癒後分娩
新生兒帶抗體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敖敏輝廣州報道）距

離開學只剩下一周時間，廣州啟動對師生的核酸
檢測工作。21日，廣州黃埔區開始分批分時段對
全區中學高三、初三畢業班學生和教職員工進行
免費核酸檢測，覆蓋人數約1.3萬人。檢測工作
將於4月23日前全部完成，在4月27日開學前出
結果，精準掌握師生健康情況。據悉，4月27日
之前，廣州全市將有近20萬高三、初三年級師生
接受核酸檢測。

據了解，4月27日，黃埔區將有33所中學
10,255名學生和2,700多名教職工返校復課。本
次核酸檢測實現高三、初三全體返校人員全覆
蓋，包括學生、教師、保安、廚工、清潔、綠

化、食堂後勤服務人員等。黃埔區紅十字會醫
院、廣州開發區醫院、黃埔區中醫醫院及各社區
衛生服務中心到33所學校設點開展檢測工作。
當天，廣州市第八十六中學、廣州開發區外

國語學校、北京師範大學廣州實驗學校、廣州開
發區中學、黃埔崇德實驗學校等學校師生職工約
3,000多人已進行核酸檢測採樣。

推“如約巴士”定制校園專線
在北京師範大學廣州實驗學校採樣現場，

各流程細緻規範、井然有序。在前期已提交覆
核返校檢查表、個人信息表的基礎上，學生、
教職工還需出示穗康碼、復學碼，經過AR測

溫儀和體溫槍“雙保險”測溫、洗手消毒後，
才能進入校園。採樣以班級為單位，按照人員
編號登記，領取條形碼和採集管，然後拉開間
距等待“叫號”。
據介紹，高三、初三返校後，黃埔區教育

局將聯合交通運輸部門、輔助公交平台和有關
運輸企業，推出“如約巴士”定制校園專線，
固定人員、固定路線、規範消毒、規範管理，
為廣大家長及學生提供更安全、更安心的綠色
出行服務。目前正在組織全面摸查統計學生上
下學交通方式，有校車的規範使用校車，並對
有意向使用“如約巴士”的學生家長和學校進
行登記。

穗啟首批復學師生全核檢 覆蓋20萬人

據介紹，此次新增的21例境外輸入確診病例
和7例境外輸入無症狀感染者均為中國籍，

乘坐國航CA910航班由莫斯科至北京，4月19日
自俄羅斯出發，4月20日抵達第一入境點西安咸
陽國際機場。航班落地後，旅客及機組人員全部
落實海關檢疫、核酸檢測、點對點轉運和隔離診
療、隔離醫學觀察等閉環管理措施，無陝西省內
自行活動軌跡。結合海關及相關檢測機構核酸檢
測結果和臨床症狀，西安市專家組診斷其中21人
為確診病例，7人為無症狀感染者。

據悉，7例境外輸入無症狀感染者中包含1名
機組乘務員，目前確診病例已被送至定點醫院隔

離治療，所有無症狀感染者則在定點醫院隔離醫
學觀察中。此外，該航班確診病例和無症狀感染
者的密切接觸者為同機乘客及乘務人員，共計
166人，也已全部落實集中隔離醫學觀察措施。

綏芬河篩查6類人群
在另一個輸入疫情管控壓力較大的城市黑龍

江綏芬河，官方21日公佈將進一步擴大核酸檢測
排查範圍，對六大類人群以及社會自願申請核酸
檢測人員，將分期分批開展核酸檢測篩查。

結合目前綏芬河市核酸檢測能力以及疫情防
控的需要，該市對隔離點的醫學觀察人員，隔離期

間全部對其進行3次核酸檢測+1次血清抗體檢
測，第1次核酸初篩入境時由海關完成，第2次、
第3次核酸檢測原則上是在隔離醫學觀察的第5天
和隔離期結束時進行，同時第5天還要進行血清學
檢測，目的是盡早發現無症狀感染者或確診病例。
提及的社會六大類人群包括：對門診、住院

等有治療需求的患者、陪護人員；口岸相關工作
人員、醫務人員；疫情防控流調、試驗人員；隔
離點工作人員、社區相關工作人員、學校即將入
學人員、自覺發熱人員；快遞、出租車、窗口單
位、公安司法監管場所、社會福利養老機構、精
神衛生機構等。

■■陝西新增陝西新增2121
例境外輸入確例境外輸入確
診病例均來自診病例均來自
同一航班同一航班。。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2020年4月22日（星期三）5 新聞體
育

■責任編輯：于大海

國際奧委會（IOC）日前在官網發表文章，
對一系列焦點問題進行回答，解釋了為何在疫情
走勢無法預判的情況下，不將東京奧運會推遲到
2022年，同時也表示正在研究如何幫助國際單項
體育聯合會渡過難關。

“我們的日本夥伴和日本首相明確表示，日
本無法承擔（東京奧運會）推遲到明年夏天之
後。對於東京奧組委和日本整個國家來說，這都
是一項艱巨的任務。”IOC表示。

“首先，你需要確保奧運村可用，因為它是
奧運會的核心。同樣，所有的體育場館也需要保
留。成千上萬的人需要繼續工作。所有的夥伴、
贊助商、當地政府都需要整合。推遲（奧運會）

涉及各方的限制和妥協。推遲沒有藍圖，但是國
際奧委會相信所有複雜的部分將最終捏合起來，
給我們帶來一屆偉大的奧運會。”

一些因興奮劑違規而被禁賽的運動員，原本
已無緣2020年舉行的東京奧運會，但在本屆賽事
推遲到2021年之後，一些運動員將在奧運開賽前
解禁復出。對此，IOC表示：“作為全球反興奮
劑管理機構，世界反興奮劑機構已經表示在現行
規則下，興奮劑禁令是按時間順序而不是特定於
某一賽事。國際奧委會曾多次嘗試引入規則，將
那些興奮劑違規的運動員排除在隨後的奧運會之
外。但該提議並未得到體育仲裁法庭的准許。”

■新華社

■■佐敦佐敦（（左左））和積遜教練創出公牛王朝和積遜教練創出公牛王朝。。 美聯社美聯社

■■《《The Last DanceThe Last Dance》》大大
受歡迎受歡迎。。

ESPN FacebookESPN Facebook圖片圖片

■■柏賓柏賓（（左左））一直被視一直被視
為佐敦的為佐敦的““副手副手””。。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由於NBA在3月中因新冠肺炎疫情關係
“停擺”至今，一眾球迷自然非常懷

念有比賽可看的日子；為了幫助球迷“解
渴”，《ESPN》決定將這部原訂在6月播
出的紀錄片，提前到過去周日起播放，每
周日都將播放兩集，並持續至5月17日。

《The Last Dance》內容主要聚焦在
佐敦和芝加哥公牛隊在1997-1998賽季，即
“籃球之神”在公牛的最後一個賽季的奪
冠經歷，其中很多影像資料都是首次公
開，佐敦該季帶領公牛隊第二次完成了
NBA總冠軍“三連冠”，隨後更宣佈退
役。據報製作單位之所以把這部紀錄片名
為《The Last Dance》，原因是在那個球
季，公牛已出現管理層和教練、球員不和
的情況，主帥積遜教練在季中已曾表示這
一季或許是公牛王朝以佐敦、柏賓、洛文
和積遜教練作根基的“The Last Dance”。

據《ESPN》21日表示，每集60分鐘
的《The Last Dance》，首兩集平均有610
萬人觀看，成為《ESPN》史上最高收視的
紀錄片。根據資料顯示，《ESPN》過去最
多人觀賞的紀錄片，是2012年播出有關昔
日美國職棒MLB和職業美足NFL雙棲明星
Bo Jackson的紀錄片，平均有360萬人觀
看。

收益全作慈善用途
據 美 國 傳 媒 報 道 ， 《The Last

Dance》預計能為佐敦帶來約400萬美元的
收益，但他已表明這筆收益將來全部用作
慈善用途。

頭兩集播出後即讓一眾籃球迷瘋
狂 的 佐 敦 紀 錄 片 《The Last
Dance》，據報香港球迷亦可以免費
收看。香港體育串流平台《體通天
下》早前表示，球迷只要下載《體通
天下》App，登記成為會員，頻道便
將會免費播放影片。

《The Last Dance》之所以立即
大受歡迎，原因之一可能是能夠滿足
大家的“八卦”心態。在第一集，內
容即提到公牛準備向第二次NBA三連
霸邁進，但球隊的心態卻和之前有重
大變化，因球隊主管Jerry Krause明
顯和積遜教練，以及一眾球員不太咬
弦，大家似乎均感覺到，公牛王朝很
大機會於這一季後瓦解。至於第2集
節目，主角則是佐敦的好拍檔、“二
哥”柏賓；這位球隊最強“綠葉”一
直在佐敦身後作輔助，但由於他在
1991年時已簽下一紙7年長約，故薪
金和佐敦差天共地，每季只有277萬
美元的薪酬，但柏賓卻未有因此放軟
手腳，專業精神值得敬重。

據德國媒體日前報道，德國
衛生部長延斯施潘認為德甲可以在
5月中下旬重啟，但必須是閉門作
賽。

施潘表示：“綜合考慮當前
疫情態勢，德甲恢復以閉門方式作賽是可行的。關
鍵是如何將感染風險降到最低，閉門比賽是必須
的。恢復足球比賽是恢復正常社會生活的一部

分。”
德國疫情最嚴重、同時也是職業足球最發達的

北威州州長拉舍特認為，重啟聯賽的前提條件是有
系統的考慮和縝密的措施，經過這段時間討論和醞
釀，德國足球職業聯盟制定了一系列保護措施的執
行方案。“可以想像，我們可以重新嘗試閉門比
賽。”

德國足球職業聯盟（DFL）將於明日開會討論

重啟比賽事宜，具體時間尚未確定，有媒體預計最
早是5月9日。如果德甲得以恢復，低級別聯賽、女
足以及德國盃比賽也將逐步提上討論議程。

德國疾控機構羅伯特科赫研究所日前數據顯
示，德國累計新冠病毒確診病例超過14萬，每日新
增病例數呈下降緩和趨勢。20日起，德國開始分批
逐步解除在公共生活方面的限令。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郭正謙）意甲重開風
聲甚囂塵上，不過包括
布雷西亞及烏甸尼斯在
內的六支意甲球隊卻表
態反對疫情嚴峻下重開

球季，而意甲賽會則強硬回應強調
會完成球季，雙方分歧仍大下意甲
要避過“爛尾”危機仍然難關重
重。

意甲至今已停擺個半月，而意
大利的“封城令”暫時只延至5月3
日，有指各支意甲球隊極可能於5月
4日復操，為聯賽重開做準備，不過
布雷西亞、史帕爾、烏甸尼斯、拖
連奴、森多利亞及博洛尼亞六隊認
為現時疫情仍有無法計算的風險，
表態反對重開賽季。而意甲賽會則
無視六間球會的反對，發出聲明重
申希望完成賽季，只要政府許可就
會立刻復賽，強調會跟足國際足
協、歐洲足協及意大利足總的指
引，確保球員健康，賽會與各隊本
周將再次進行會議，進一步討論復
賽安排。

雖然仍有反對聲音，不過意甲
復賽已是如箭在弦，表態反對的六
支球隊均處於聯賽下游人微言輕，
如果復賽決定得到大部分意甲球隊
支持，相信最快5月底可以重開。

若你是年輕的籃球迷，可能對

號稱“籃球之神”的NBA名將米高

佐敦沒有太深刻印象。然而，美國

著名體育頻道《ESPN》就為各位

球迷帶來認識這位“籃球之神”的

機會，從過去周日起，《ESPN》

開始播放以佐敦為題材的十集體育紀錄片

《The Last Dance》，而首兩集開播後隨即引起

廣泛迴響，已一躍成為《ESPN》史上最多人

觀看的紀錄片，足證“籃球之神”至今仍有極

大的影響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浩然

《
體
通
天
下
》免
費
足
本
播
放

IOC解釋東奧只推遲一年原因

德國衛生部長：德甲可在5月中下旬重啟

傳
六
支
意
甲
隊
反
對
重
開
球
季

■■ IOCIOC透露奧運不能再透露奧運不能再
延後更長時間的原因延後更長時間的原因。。

路透社路透社

■■球迷可從體通天下平台觀看球迷可從體通天下平台觀看。。
體通天下體通天下FacebookFacebook截圖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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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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南新聞網站

最新﹗下令戴口罩30天﹐哈里斯郡祭出防疫新措施

重啟德州﹕癌症篩檢﹑醫療程序與手術﹐22日恢復

哈里斯郡監獄95確診﹐將進行大規模新冠疫情測試

【美南新聞記者蕭永群
報導】哈里斯郡郡長於
本日22日下午宣布﹐將
頒布行政命令﹐限制民
眾出入公眾場合時必
須「配戴口罩」﹒
郡長辦公室證實消息
來源﹐並指出郡長伊達
戈 爾（Lina Hidalgo）的
命令將於4月27日生效
﹐並將持續30天﹐而10歲以下的兒童﹐則不
受該命令的限制﹒
郡長在22日新聞發布會上表示﹐「我們一
定要用到我們所有的任何工具」﹐根據最新

研究顯示﹐新
冠 病 毒 出 現
無 症 狀 帶 原
者﹐因此面罩
會 阻 擋 這 類
型 傳 染 ﹒ 此
外﹐她更強調
並 不 是 帶 了
面罩﹐就不用
進 行 社 交 隔

離﹒
休斯頓市長特納（Sylvester Turner）指出﹐光
是休斯頓市就有34起死亡﹐全部都是過去
有身體疾病者﹐因此即使已為自己很健康﹐

若其實是無症狀感染者﹐就可能感染到這
些身體狀況欠佳者﹐甚至造成他人死亡﹒
特納也預計在23日的新聞發布會中﹐宣布
要提供約7萬口罩﹐給
需要幫助者的一些措
施﹒
郡長於3月11日發布
的「居家令」預計將一
直有效到 4 月 30 日﹒
該命令指出﹐只有必
要工作者﹑出外採購﹑
或去看醫生等特殊時刻才能出門﹒
過去曾公開表示哈里斯郡可能成為疫情重
災區的德州州長艾伯特（Greg Abbott）﹐如

今在接受KPRC 2新聞台採訪時表示﹕「哈
里斯郡和德州其他地方一樣﹐狀況良好﹒
無論是在休斯頓市還是在哈里斯郡﹐感染

人數都在不斷減少﹒」
對此﹐休斯頓市長特納似乎也
持謹慎樂觀態度﹐21日的疫情
報告中﹐他指出了新增了20起
案件﹐但沒有死亡﹒
而郡長伊達爾戈的看法有些
不同﹐21 日的新聞發布會上﹐
她報告了休斯敦市以外的146

例新病例﹐其中有1人死亡﹒雖然目前感
染曲線的確有平緩趨勢﹐然而仍然不能鬆
懈﹒

【美南新聞記者蕭永群報導】根據州長「重
啟德州」進程﹐從22日開始﹐對目前醫療程
序的種種限制即將取消﹐也就是說目前已
能進行各項篩檢﹐以及擇期進行手術﹒
隨著各項限制的放寬﹐如今幾乎所有的手
術和程序現在都可以恢復﹐前提是不對醫
院病人收容空間造成影響﹑或佔據防護用

品的使用﹒
根據德州醫學委員會（Texas Medical Board
）的說法﹐可進行的程序包括身體檢查﹑非
侵入性診斷測試﹑進行實驗室測試﹐或獲取
樣本以進行實驗室測試等﹒這些非緊急﹑
不會威脅生命的程序手術不會因為被推遲
而惡化﹒

這項命令意味著﹐正在苦苦等待癌症篩查
的人﹐如今終於可以解決
他們的煩惱了﹒對於任何
類型的癌症﹐時間都是至
關重要的﹐早期發現是生
存的關鍵﹒
德州醫學委員會也於21 日發布了更細節

的指南﹐表示只要不耗盡醫院的能力或個
人防護用品﹐非緊急的﹑可選的
程序和手術﹐便可以在醫生的
批准下進行﹒
官員們希望至少分配25％的醫
院容量給新冠肺炎患者﹐並為

抗疫的前線人員保留口罩和呼吸機﹒

【美南新聞記者蕭永群報導】美國聯邦眾議
員希拉·傑克遜·李（Sheila Jackson Lee）上
週呼籲﹐應對哈里斯郡監獄進行廣泛的新
冠疫情測試﹐如今﹐這個訴求即將被實現﹒

在 21 日記者會中﹐她表示
測試將立即在監獄內展開﹐
接受對象將包括囚犯和監
獄內職員﹒過去﹐病毒測試
都是逐步進行的﹐並只針對
出現症狀的人群﹒
據哈里斯郡警長岡薩雷斯
（Ed Gonzalez）指出﹐每年大
約有 9 萬名兒童的父母入
獄﹒岡薩雷斯說﹕「這個環

境經常被人遺忘﹐因為我們是監獄系統﹒
但是人們忘記了他們在被判有罪之前是無
辜的﹒」「他們都是人類﹒他們也有家庭﹒」
議員希拉·傑克遜·李對監獄中缺乏測試的

問題表示關切﹐警
長辦公室表示﹐截
至 20 日﹐有 95 名
囚犯被確診為陽
性﹒
監 獄 醫 學 總 監
Laxman Sunder 博
士表示﹐21 日只
會 針 對 獄 內 2％
的人口進行測試﹐
但目前的目標是
能將測試比例調高至20％﹒
根據目前資料顯示﹐約有50名囚犯正遭受
隔離﹐並正在等待測試結果﹐超過2,100名

囚犯正在觀察
隔離中﹐他們沒
有出現症狀﹐但
可能曾經暴露
於病毒中﹒
警長辦公室指
出﹐所有監獄工
作人員和囚犯
都被發放了口
罩﹒要求員工
在值班時戴口

罩﹒警長辦公室已經有126名員工被診斷
出該病毒﹐其中的108人便是在監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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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 美國麻省總
醫院）在這篇文章中
• 如果您家中有人出現症狀，
最安全的方法是先假設他們患
有新型冠狀病毒
• 患者或代表患者的看護者應
諮詢家庭醫生，將患者的具體
症狀以及本身任何基礎疾病情
況告知醫生
• 如果您家中有人生病，請設
置隔離區，以便他們可以自我
隔離。盡量使患者的隔離空間
舒適，這樣他們就無需離開房
間

如果您家中有人生病，請
不要急於購買過多的用品。相
反，請留在家中並遵循最新的
指南處理新型冠狀病毒。在此
，麻省總醫院急診醫生Shu-
han He為照顧感染新型冠狀病
毒家庭成員的看護者提供瞭如
下6條提示。
假設他們患有新型冠狀病毒

由於測試依然有限，但大
流行已達到頂峰，因此如果您
家中的任何人出現症狀，最好

假定他們已經患上了新型冠狀
病毒。儘管每個家庭的成員組
成都不盡相同，但重要的是指
定一個健康，有能力的人作為
看護者。即使只是有疑似症狀
，也最好要自我在室內隔離，
以免感染其他人。何醫生說：
“即使沒有接受新型冠狀病毒
測試，最好也要進行自我隔離
。”
知道什麼時候應該去醫院

患者或代表患者的看護者
應諮詢醫生，以討論他們所遇
到的具體症狀以及任何基礎疾
病。每個案例都是不同的，與
醫生的溝通至關重要。

此外，何醫生建議看護者
特別留意一種重要症狀：呼吸
急促。患者在家中可以使用氧
氣監測儀，但更多的家庭如沒
有這種設備，只需詢問患者是
否感覺呼吸短促。如果您覺得
患者並不能準確表達他們的情
況，只需做一個簡單的測試，
就是觀察他們在正常活動中的
呼吸狀況。

何醫生說：“如果他們想
要喝咖啡，但是走去拿咖啡都
感覺有氣喘，或者坐下的時候
也感覺呼吸困難，他們應該去
醫院。” “這是非常明確的界
限。”

如果患者看起來還能夠坐
車去醫院，那麼看護者可以自
行開車送他們去醫院。但是，
如果他們呼吸急促而無法下床
，就立即叫救護車。
在家中隔離

如果不需要住院，請在家
中設置隔離區。每個家庭都不
一樣。無論與誰同住，都要製
定計劃並清楚地傳達界限和期
望。請明確您家庭的處理計劃
，並考慮使用清單作為指導，
與您的家人或室友討論在這種
情況下的處理方法。

何醫生說：“我的建議是
盡可能地隔離。” “如果您在
家人身邊，包括在室內，也一
定要戴上口罩，這是有效的隔
離。然後非常注意個人衛生，
並儘量減少訪客。 ”

隔離區域的安排將取決於
您的資源。如果您有足夠的空
間讓患者使用指定的一間臥室
和一間浴室。但如果空間有限
，請制定房間使用時間表，以
使患者盡可能與大家隔離。當
患者在隔離區外的空間進行活
動的這段時間，家裡的成員要
以應對外出要做的防護措施一
樣（戴口罩和手套），並在患
者回到隔離區後進行清潔。

患者和看護者都應戴口罩
，即使在室內也要戴口罩，以
減少將病毒傳播給家裡其他人
的機會。

何醫生說：“當一個感染
新型冠狀病毒的患者咳嗽時，
這些飛沫會在空氣中停留很長
的一段時間。” “因此，如果
您戴著口罩，它確實將會減少
您感染的機會。 ”
使隔離區盡可能的舒適

盡量使患者的隔離空間舒
適，這樣他們就無需離開房間
。將一些基礎的用品放到該區
域。這可以包括以下物品：

• 體溫計
• 脈搏血氧儀
• 消毒濕巾
• 紙巾
• 止咳及局部鎮痛外用藥膏
（VaporRub）
• 泰諾
• 止咳糖漿

同時，為隔離患者提供情
感支持，因為隔離是困難且孤
獨的。看護者可以為他們提供
食物，因此患者不必去廚房，
也可以提供物品讓他們可以自
我娛樂，例如書籍和電子設備
。

何醫生 說：“確保患者有
足夠的資源，這樣他們有足夠
的時間休息和照顧自己。”

清潔和消毒房屋
擦拭常用物品，例如電話

，電視遙控器，桌子和檯面。
如果生病的人是輕症，他們可
以自己清潔並消毒自己的隔離
空間，而看護者則可以打掃隔
離空間以外的所有區域。

切記如果患者在房間裡走
動時感覺呼吸困難，則可能需
要去醫院。
關注最新消息

隨著更多新型冠狀病毒信
息和事實的披露，疫情可能會
不斷變化。所以看護者必須經
常關注最新消息，緊跟最新的
科學依據和最新建議。

關於家中有人感染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的6條提示：家中看護者指南

截止到週三上午, 大休斯敦地區病
毒感染人數 7808人, 157人死亡, 2067
人痊癒.

德州感染人數 20196人，517人死
亡。

全美感染人數819,321， 45356人
死亡。
以下是疫情相關新聞：

本週二，德州州長，哈瑞斯縣縣長
，休斯頓市市長分別舉辦媒體會，對疫
情狀況做通報。

德州州長艾伯特在接受媒體採訪時
表示，目前哈瑞斯縣和休斯頓市疫情控制相對
穩定，和整個德州一樣，抑製曲線正在拉長。
休斯頓市長特納表現出謹慎樂觀，報告顯示，
週二休斯頓市僅有20例新增感染病例，無一
人死亡。

哈瑞斯縣縣長麗達 Lina Hidalgo '則通報有
146個新增病例，並強調檢測的重要性。

盡管三人的數字稍有不同，但州長，市長
和縣長都認為，繼續加強檢測數量和範圍十分
重要，並警告複工恢複正常是一個緩慢的過程
。

本週，H-E-B宣布，從4月27日開始，
該店工作時間延長，從早晨7點至晚上10點，
方便顧客在疫情期間購物，受到疫情影響，該
店在前段時間縮短了營業時間。

休斯頓地區最新疫情報告以及相關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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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記者李陽波及

中新社報道，陝西

省衛生健康委21日上午發佈通報，2020年4月20日8時至

21日8時，陝西新增境外輸入新冠肺炎確診病例21例，新

增境外輸入無症狀感染者7例，新增境外輸入密切接觸者

166人，而他們全部來自莫斯科入境的同一個國際航班。

俄抵陝航班21人確診
7無症狀感染者含1空乘 166同機密接者集中隔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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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國家醫療專家組成員、北京大
學第一醫院感染科主任王貴強21日在國務
院聯防聯控機制發佈會上表示，核酸複檢呈
陽性患者無明顯症狀仍然可能具有傳染性、
具有傳播的風險，所以要到定點醫院進行隔
離觀察，強調密切的監測和隨訪。

王貴強還介紹，由於新冠肺炎是急性
病毒性傳染病，病程較短，所以導致肺纖
維化發生發展的概率比較低。輕型病例大
部分不會出現肺纖維化，但重症和危重症
可能性較大。
國家衛健委醫政醫管局監察專員郭燕

紅在會上介紹，目前已有77,000多名治癒
患者出院，治癒率達到94%以上。

專家：
復陽者無症狀仍可能有傳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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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山大學附屬第六醫院蘭平教
授團隊在《柳葉刀》子刊Lancet Gastro-
enterology & Hepatology上發表的最新研
究報告顯示，21%的新冠病毒感染者在住
院期間出現了腹瀉症狀，大大高於原先報
道中的3%。同時，還發現很多新冠病毒
感染患者有血便的症狀。這些結果均支持
了新冠病毒經由消化道的傳播機制。
研究收集了232位匿名新冠病人的病

歷。研究發現，腹瀉症狀和新冠感染重
症、呼吸機的使用以及ICU病房的使用也
有顯著的相關。排除混雜因素的結論顯
示：新冠感染的胃腸症狀可用於預測新冠
感染病人是否會發展成嚴重的呼吸障礙，
有助於為病人設計更加合理的治療方案。

《柳葉刀》：
患者胃腸症狀可預測是否發展成重症

4月8日，內蒙古唯一感染新冠肺炎孕
婦吳穎治癒近兩個月後，順利生下一名女
嬰。母女二人經過兩次新冠病毒核酸檢測，
結果均為陰性。鄂爾多斯市中心醫院在該嬰
兒的血液中檢測到了新冠病毒IgG抗體。鄂
爾多斯市中心醫院兒科主治醫生馬曉宇表
示，“這說明新冠病毒IgG抗體可以通過胎
盤傳遞給嬰兒，一般IgG抗體是保護性抗
體，但是新冠肺炎病毒是否會通過羊水、體
液、血液等途徑感染新生兒還是未知的，所
以我們還需要做好防護，預防感染擴散。”

內蒙古孕婦癒後分娩
新生兒帶抗體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敖敏輝廣州報道）距

離開學只剩下一周時間，廣州啟動對師生的核酸
檢測工作。21日，廣州黃埔區開始分批分時段對
全區中學高三、初三畢業班學生和教職員工進行
免費核酸檢測，覆蓋人數約1.3萬人。檢測工作
將於4月23日前全部完成，在4月27日開學前出
結果，精準掌握師生健康情況。據悉，4月27日
之前，廣州全市將有近20萬高三、初三年級師生
接受核酸檢測。

據了解，4月27日，黃埔區將有33所中學
10,255名學生和2,700多名教職工返校復課。本
次核酸檢測實現高三、初三全體返校人員全覆
蓋，包括學生、教師、保安、廚工、清潔、綠

化、食堂後勤服務人員等。黃埔區紅十字會醫
院、廣州開發區醫院、黃埔區中醫醫院及各社區
衛生服務中心到33所學校設點開展檢測工作。
當天，廣州市第八十六中學、廣州開發區外

國語學校、北京師範大學廣州實驗學校、廣州開
發區中學、黃埔崇德實驗學校等學校師生職工約
3,000多人已進行核酸檢測採樣。

推“如約巴士”定制校園專線
在北京師範大學廣州實驗學校採樣現場，

各流程細緻規範、井然有序。在前期已提交覆
核返校檢查表、個人信息表的基礎上，學生、
教職工還需出示穗康碼、復學碼，經過AR測

溫儀和體溫槍“雙保險”測溫、洗手消毒後，
才能進入校園。採樣以班級為單位，按照人員
編號登記，領取條形碼和採集管，然後拉開間
距等待“叫號”。
據介紹，高三、初三返校後，黃埔區教育

局將聯合交通運輸部門、輔助公交平台和有關
運輸企業，推出“如約巴士”定制校園專線，
固定人員、固定路線、規範消毒、規範管理，
為廣大家長及學生提供更安全、更安心的綠色
出行服務。目前正在組織全面摸查統計學生上
下學交通方式，有校車的規範使用校車，並對
有意向使用“如約巴士”的學生家長和學校進
行登記。

穗啟首批復學師生全核檢 覆蓋20萬人

據介紹，此次新增的21例境外輸入確診病例
和7例境外輸入無症狀感染者均為中國籍，

乘坐國航CA910航班由莫斯科至北京，4月19日
自俄羅斯出發，4月20日抵達第一入境點西安咸
陽國際機場。航班落地後，旅客及機組人員全部
落實海關檢疫、核酸檢測、點對點轉運和隔離診
療、隔離醫學觀察等閉環管理措施，無陝西省內
自行活動軌跡。結合海關及相關檢測機構核酸檢
測結果和臨床症狀，西安市專家組診斷其中21人
為確診病例，7人為無症狀感染者。

據悉，7例境外輸入無症狀感染者中包含1名
機組乘務員，目前確診病例已被送至定點醫院隔

離治療，所有無症狀感染者則在定點醫院隔離醫
學觀察中。此外，該航班確診病例和無症狀感染
者的密切接觸者為同機乘客及乘務人員，共計
166人，也已全部落實集中隔離醫學觀察措施。

綏芬河篩查6類人群
在另一個輸入疫情管控壓力較大的城市黑龍

江綏芬河，官方21日公佈將進一步擴大核酸檢測
排查範圍，對六大類人群以及社會自願申請核酸
檢測人員，將分期分批開展核酸檢測篩查。

結合目前綏芬河市核酸檢測能力以及疫情防
控的需要，該市對隔離點的醫學觀察人員，隔離期

間全部對其進行3次核酸檢測+1次血清抗體檢
測，第1次核酸初篩入境時由海關完成，第2次、
第3次核酸檢測原則上是在隔離醫學觀察的第5天
和隔離期結束時進行，同時第5天還要進行血清學
檢測，目的是盡早發現無症狀感染者或確診病例。
提及的社會六大類人群包括：對門診、住院

等有治療需求的患者、陪護人員；口岸相關工作
人員、醫務人員；疫情防控流調、試驗人員；隔
離點工作人員、社區相關工作人員、學校即將入
學人員、自覺發熱人員；快遞、出租車、窗口單
位、公安司法監管場所、社會福利養老機構、精
神衛生機構等。

■■陝西新增陝西新增2121
例境外輸入確例境外輸入確
診病例均來自診病例均來自
同一航班同一航班。。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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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藝人都遵守居家抗疫，減少外出，“校
長”譚詠麟也不例外，10多天一直留在家中

抗疫，但他在社交平台留言：“可能因為這陣子
在家看得太多電影所以越睡越早，試過有晚竟然
睡了十個半小時；起床發現越睡得多……越睏、
越累，但是我相信我們會堅持得到的！曙光快
現，加油！”
而經過10多日待在家中，直至近日新冠肺炎確

診數字維持單位數，20日更首次出現“零確診”，
譚校長亦留言：“今日（20日）到現在為止零確
診，把握機會將鬍子刮掉實現承諾！”

21日校長戴着口罩外出舒展筋骨，他在社交平
台說道：“一個人行山其實也不錯！”有粉絲留言
笑校長太靚仔很危險，要去當他的保鑣！譚校長其
實日前已經選擇了沒人的地方外出走走，他於社交
平台留言：“在家躺着太多天了，選擇戶外和自己
開會。”阿倫又趁天氣好，相約了剛過生日的彭健

新出海去釣魚，但他們當然有遵守“限聚令”，同
船只有三個人，當釣到大石斑時，校長不忘貼上戰
利品的照片留言：“三個臭皮匠梗有一個諸葛亮，
你們說那個是誰？”有網民就猜應是釣魚高手彭健
新，但亦有粉絲說校長那麼聰明，一看就知道他就
是諸葛亮。

霍啟剛偕郭晶晶親子共讀
另外，港協暨奧委會副會長霍啟剛平日工作繁

重，今次新冠肺炎疫情致使社會活動減少之下，令
他增加與家人相處時間，再者所有學校仍在停課階
段，更讓他珍惜同子女相處。身為家長的啟剛之前
便同兒子一同炮製美食，近日他同太太郭晶晶偕同
兒子霍中曦一起享受閱讀樂趣，簡單的相處，也可
以好幸福。
啟剛之前分享完同子女下廚樂趣，他覺得這

段時間，對於家長們來說，孩子每天呆在家裡是

一種“新挑戰”，孩子們除了記得要在家做點運
動保持身體健康以外，同時也要保持心靈快樂的
狀態！於是便發掘同孩子共享樂趣，同兒子研究
“廚藝”，好不好吃不是重點，重點是從頭到尾
完成一個任務，和媽媽妹妹一起分享。
20日晚他在社交平台再分享同家人相敘的美好

時間，他與太太郭晶晶齊齊為大仔解讀圖書，但見
太太和兒子細心聆聽父親的講讀，聽得津津有味，
啟剛又溫馨地捏兒子的臉蛋兒，幸福洋溢。霍啟剛
留言：“閱讀象徵我和寶貝們珍貴的相處時光，同
時也可以靜心一起探索書本中的世界。每當寶貝們
依偎着我，讀到有趣的地方大家一起嘻哈大笑，讀
到緊張情節時他們會捉緊我手臂，幸福同滿足就是
這樣簡單！”
此外，陳曉東上月底在港落區參與過一些派

口罩及抗疫包的慈善活動後，於月初舉家已飛到
北京準備投入工作，不過抵京後要即到酒店接受

居家隔離。東東早前於社交平台留言：“我的第
0個隔離天？ 從飛機落地開始，海關，檢疫，這
一路所有在前線，耐心醫護工作人員，以及適
（悉）心的#酒店 安排！”上載照片中，他跟女
兒都有做足防禦措施，確保安全。

東東替家人寵物拍寫真
至於在居家隔離期間，不少人會顯廚藝、宅家

健身，東東則以攝影去打發時間，以鏡頭去捕捉太
太、兩個女兒生活上的動態和點滴，即使連其愛
犬、金魚也被攝入鏡頭當中，將興趣投入枯燥的隔
離生活，變出十足趣味。21日東東在其社交平台上
載了10多張他的照片作品，並留言：“#顏值才華
互吹大賽# 我的居家隔離攝影，把家人和寵物都拍
了遍寫真！我的拍攝技術還行哇？”粉絲看過東東
的作品，紛紛留言大讚他的自拍照，有顏值又有唱
功！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記者 阿祖阿祖、、李思穎李思穎））香港新冠肺炎香港新冠肺炎2020日再現日再現

““零確診零確診”，”，疫情有緩和跡象疫情有緩和跡象，，但但2121日又回升到日又回升到44個確診個案個確診個案，，全港全港

市民抗疫仍不能鬆懈市民抗疫仍不能鬆懈，，政府亦決定將原本在本周四政府亦決定將原本在本周四（（2323日日））午夜到期午夜到期

的的““限聚令限聚令””防疫措施延長防疫措施延長1414天天，，全民要繼續忍耐全民要繼續忍耐，，齊心抗疫齊心抗疫。。藝人藝人

及名人亦樂於與大家分享疫境中的日常及名人亦樂於與大家分享疫境中的日常，，互相勉勵打氣互相勉勵打氣。。由於香港由於香港2020

日錄得日錄得““零確診零確診”，”，校長譚詠麟校長譚詠麟（（阿倫阿倫））終於可兌現承諾刮掉鬍子終於可兌現承諾刮掉鬍子；；

港協暨奧委會副會長霍啟剛亦珍惜疫境下的親子時光港協暨奧委會副會長霍啟剛亦珍惜疫境下的親子時光，，享受天倫之享受天倫之

樂樂，，藝人陳曉東藝人陳曉東（（東東東東））亦在社交網頁分享隔離期間的攝影寫真亦在社交網頁分享隔離期間的攝影寫真，，

各適其適各適其適，，疫境下依然可活得精彩快樂疫境下依然可活得精彩快樂。。

阿倫兌現承諾刮鬍子阿倫兌現承諾刮鬍子

藝人名人疫境活得快樂精彩

零確診

■■譚校長刮鬍子後變回靚仔樣譚校長刮鬍子後變回靚仔樣。。

■■阿倫約了健仔出海釣魚阿倫約了健仔出海釣魚。。

■■陳曉東兩位千金自然陳曉東兩位千金自然
成為寫真的主角成為寫真的主角。。■■陳曉東睡覺的樣子也入鏡陳曉東睡覺的樣子也入鏡。。

◀◀霍啟剛偕郭晶晶親子共讀霍啟剛偕郭晶晶親子共讀，，幸福洋溢幸福洋溢。。

香港文匯報訊 22日是地球日，而今年是地球
日50周年，環保女神鍾楚紅（䁥稱：紅姑）最近接
受環保團體“綠惜地球”訪問，並分享對地球狀況
的觀察。
紅姑首先為地球現時整體的生態健康評分，她

指偏向給予低分數。因全球有好多自然生態危機，
特別擔心全球暖化及水位上升問題，好多物種每日
都在消失，消失速度也在增加，令人好沮喪。

她認為這50年間，人類對地球生態做過最壞的
事情，第一，是過度砍伐樹林，威脅動植物生物
鏈。第二，是用太多一次性即棄用品，例如Fast
Fashion、快餐，引致過度生產，白白浪費很多能源
和資源，很多工廠也未有承擔處理污染物的責任。
她說：“貪方便，往往是對環境最大的破壞。”她
指可幸是環保意識抬頭，很多人開始厭惡“Fast文
化”。
問到紅姑會做些什麼個人行動，讓50年後的地

球更健康？她答會盡量減少碳排放，例如多走路，
少點乘車；減少一次性即棄用品，從改變自己的消

費模式入手，在消費時會多考慮物品的來源及最後
出路（棄掉時如何處理）。
紅姑很“惜物”，她稱家中的沙發已使用超過

30年，如家中的傢具壞了，會先考慮如何維修，而
不是“即棄”。她說：“物品越舊，越有感情，
越值得保護。”她又說很欣賞歐洲人的“惜物”
精神，當地流行Flea Market（跳虱市場），市場
上每件舊物都有其價值，所以她毫不介意用二手
物品！

地球日50周年
鍾楚紅倡“惜物”精神

香港文匯報訊 有“暖男
爸爸”之稱的黎諾懿近日獲邀
出席保險公司發佈會，並首次
以“視像直播”形式跟一眾理
財顧問及嘉賓分享理財心得，
黎諾懿期間自爆年少時曾在股
票巿場“碰釘”損失過百萬
（港元，下同），令他經一事
長一智，日後選擇投資產品時
會加倍留神。
受到疫情的影響，今次發

佈會特意選擇以“視像直播”
形式進行，黎諾懿坦言曾做會
計工作，深明財富要不斷增值才能追上通脹，
所以會將七成資金用作投資、三成作儲蓄，投
資上會選擇波幅穩定且定期派息的股票及債券
基金。

家庭為中心 投資要保守
自言是“穩陣派”的黎諾懿，原來在投資上

也有出現“黑歷史”，他表示：“年少時曾因為
太進取，在股票巿場損失過百萬，險些一鋪清
袋！廿多歲時好冒險，學人買仙股、消息股，只

要別人稱有內幕消息，我就會
投資，結果有次輸掉過百萬，
當時非常心疼，唯有從失敗中
吸取教訓。現在有了家室，個
人理財及投資取向都趨向保守
及小心，事事以家庭為中心，
會選穩健及低風險的產品，亦
會請教經紀或理財顧問。”
作為圈中暖爸的黎諾懿，

不時在社交平台發佈跟兒子黎
峰睿（小春雞）的生活照片，
溫馨滿瀉。問到黎諾懿可有為
兒子準備儲蓄基金？他即“嚴

父”上身稱：“只買了醫療保險給他，一份儲
蓄基金、教育基金等都沒有買，作為父親，除
了基本生活所需外，不會給予他太多東西；我
想訓練他的獨立性，作為男孩應該靠自己爭
取，長大後有東西想買，就自己去想辦法賺
錢，在這方面教育，我跟太太方向一致，不想
小春雞成為二世祖。”不過，黎諾懿顯然偏
心，他笑言倘若有女兒，情況會截然不同：
“女兒是要來‘寵’的！如果有個女兒，我定
會將所有東西都轉給她！”

■■黎諾懿黎諾懿
表示不會表示不會
讓小春雞讓小春雞
成為二世成為二世
祖祖。。

黎諾懿自爆買股票曾輸百萬

■■鍾楚紅是真正的環保女神鍾楚紅是真正的環保女神，，一直關心環保工一直關心環保工
作作。。 圖片圖片：“：“綠惜地球綠惜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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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記者李陽波及

中新社報道，陝西

省衛生健康委21日上午發佈通報，2020年4月20日8時至

21日8時，陝西新增境外輸入新冠肺炎確診病例21例，新

增境外輸入無症狀感染者7例，新增境外輸入密切接觸者

166人，而他們全部來自莫斯科入境的同一個國際航班。

俄抵陝航班21人確診
7無症狀感染者含1空乘 166同機密接者集中隔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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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國家醫療專家組成員、北京大
學第一醫院感染科主任王貴強21日在國務
院聯防聯控機制發佈會上表示，核酸複檢呈
陽性患者無明顯症狀仍然可能具有傳染性、
具有傳播的風險，所以要到定點醫院進行隔
離觀察，強調密切的監測和隨訪。

王貴強還介紹，由於新冠肺炎是急性
病毒性傳染病，病程較短，所以導致肺纖
維化發生發展的概率比較低。輕型病例大
部分不會出現肺纖維化，但重症和危重症
可能性較大。
國家衛健委醫政醫管局監察專員郭燕

紅在會上介紹，目前已有77,000多名治癒
患者出院，治癒率達到94%以上。

專家：
復陽者無症狀仍可能有傳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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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山大學附屬第六醫院蘭平教
授團隊在《柳葉刀》子刊Lancet Gastro-
enterology & Hepatology上發表的最新研
究報告顯示，21%的新冠病毒感染者在住
院期間出現了腹瀉症狀，大大高於原先報
道中的3%。同時，還發現很多新冠病毒
感染患者有血便的症狀。這些結果均支持
了新冠病毒經由消化道的傳播機制。
研究收集了232位匿名新冠病人的病

歷。研究發現，腹瀉症狀和新冠感染重
症、呼吸機的使用以及ICU病房的使用也
有顯著的相關。排除混雜因素的結論顯
示：新冠感染的胃腸症狀可用於預測新冠
感染病人是否會發展成嚴重的呼吸障礙，
有助於為病人設計更加合理的治療方案。

《柳葉刀》：
患者胃腸症狀可預測是否發展成重症

4月8日，內蒙古唯一感染新冠肺炎孕
婦吳穎治癒近兩個月後，順利生下一名女
嬰。母女二人經過兩次新冠病毒核酸檢測，
結果均為陰性。鄂爾多斯市中心醫院在該嬰
兒的血液中檢測到了新冠病毒IgG抗體。鄂
爾多斯市中心醫院兒科主治醫生馬曉宇表
示，“這說明新冠病毒IgG抗體可以通過胎
盤傳遞給嬰兒，一般IgG抗體是保護性抗
體，但是新冠肺炎病毒是否會通過羊水、體
液、血液等途徑感染新生兒還是未知的，所
以我們還需要做好防護，預防感染擴散。”

內蒙古孕婦癒後分娩
新生兒帶抗體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敖敏輝廣州報道）距

離開學只剩下一周時間，廣州啟動對師生的核酸
檢測工作。21日，廣州黃埔區開始分批分時段對
全區中學高三、初三畢業班學生和教職員工進行
免費核酸檢測，覆蓋人數約1.3萬人。檢測工作
將於4月23日前全部完成，在4月27日開學前出
結果，精準掌握師生健康情況。據悉，4月27日
之前，廣州全市將有近20萬高三、初三年級師生
接受核酸檢測。

據了解，4月27日，黃埔區將有33所中學
10,255名學生和2,700多名教職工返校復課。本
次核酸檢測實現高三、初三全體返校人員全覆
蓋，包括學生、教師、保安、廚工、清潔、綠

化、食堂後勤服務人員等。黃埔區紅十字會醫
院、廣州開發區醫院、黃埔區中醫醫院及各社區
衛生服務中心到33所學校設點開展檢測工作。
當天，廣州市第八十六中學、廣州開發區外

國語學校、北京師範大學廣州實驗學校、廣州開
發區中學、黃埔崇德實驗學校等學校師生職工約
3,000多人已進行核酸檢測採樣。

推“如約巴士”定制校園專線
在北京師範大學廣州實驗學校採樣現場，

各流程細緻規範、井然有序。在前期已提交覆
核返校檢查表、個人信息表的基礎上，學生、
教職工還需出示穗康碼、復學碼，經過AR測

溫儀和體溫槍“雙保險”測溫、洗手消毒後，
才能進入校園。採樣以班級為單位，按照人員
編號登記，領取條形碼和採集管，然後拉開間
距等待“叫號”。
據介紹，高三、初三返校後，黃埔區教育

局將聯合交通運輸部門、輔助公交平台和有關
運輸企業，推出“如約巴士”定制校園專線，
固定人員、固定路線、規範消毒、規範管理，
為廣大家長及學生提供更安全、更安心的綠色
出行服務。目前正在組織全面摸查統計學生上
下學交通方式，有校車的規範使用校車，並對
有意向使用“如約巴士”的學生家長和學校進
行登記。

穗啟首批復學師生全核檢 覆蓋20萬人

據介紹，此次新增的21例境外輸入確診病例
和7例境外輸入無症狀感染者均為中國籍，

乘坐國航CA910航班由莫斯科至北京，4月19日
自俄羅斯出發，4月20日抵達第一入境點西安咸
陽國際機場。航班落地後，旅客及機組人員全部
落實海關檢疫、核酸檢測、點對點轉運和隔離診
療、隔離醫學觀察等閉環管理措施，無陝西省內
自行活動軌跡。結合海關及相關檢測機構核酸檢
測結果和臨床症狀，西安市專家組診斷其中21人
為確診病例，7人為無症狀感染者。

據悉，7例境外輸入無症狀感染者中包含1名
機組乘務員，目前確診病例已被送至定點醫院隔

離治療，所有無症狀感染者則在定點醫院隔離醫
學觀察中。此外，該航班確診病例和無症狀感染
者的密切接觸者為同機乘客及乘務人員，共計
166人，也已全部落實集中隔離醫學觀察措施。

綏芬河篩查6類人群
在另一個輸入疫情管控壓力較大的城市黑龍

江綏芬河，官方21日公佈將進一步擴大核酸檢測
排查範圍，對六大類人群以及社會自願申請核酸
檢測人員，將分期分批開展核酸檢測篩查。

結合目前綏芬河市核酸檢測能力以及疫情防
控的需要，該市對隔離點的醫學觀察人員，隔離期

間全部對其進行3次核酸檢測+1次血清抗體檢
測，第1次核酸初篩入境時由海關完成，第2次、
第3次核酸檢測原則上是在隔離醫學觀察的第5天
和隔離期結束時進行，同時第5天還要進行血清學
檢測，目的是盡早發現無症狀感染者或確診病例。
提及的社會六大類人群包括：對門診、住院

等有治療需求的患者、陪護人員；口岸相關工作
人員、醫務人員；疫情防控流調、試驗人員；隔
離點工作人員、社區相關工作人員、學校即將入
學人員、自覺發熱人員；快遞、出租車、窗口單
位、公安司法監管場所、社會福利養老機構、精
神衛生機構等。

■■陝西新增陝西新增2121
例境外輸入確例境外輸入確
診病例均來自診病例均來自
同一航班同一航班。。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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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名接受採訪的中共黨建學者指出，習近平時隔5年再赴陝西，特別
點名秦嶺違建這個“大教訓”，言行均釋出深意。 資料來源：中新社

三、政治紀律和政治意識
只能加強，不能削弱

中央黨校
（國家行政學院）

教授戴焰軍

秦嶺違建造成非常惡劣的社會
影響，一批涉事幹部受到查處，其
中最重要的一個教訓是“絕不能置
中央三令五申於不顧”，必須強化
政治紀律，絕不能利用地方資源謀
取個人私利，對越線行為必須從嚴
堅決懲處。只有真正落實主體責
任，才能確保從中央到地方政令貫
通，令行禁止。

二、形式主義、官僚主
義問題須警鐘長鳴

中央黨校
（國家行政學院）

教授張希賢

讓秦嶺違建警鐘長鳴，契
合中國發展的現實需要。今年
是決戰脫貧攻堅、決勝全面小
康之年，加新冠肺炎疫情影
響，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的風險
挑戰加大。中共已印發通知，
特別要求嚴肅查處不敬畏不在
乎、空泛表態、敷衍塞責、弄
虛作假、陽奉陰違等問題。

一、生態保護紅線
絕不能突破

中央黨校
（國家行政學院）

教授竹立家

習近平談秦嶺違
建，既是面向陝西，也
是面向全國。各地須引
以為戒，向殺雞取卵式
開發、粗放利用、奢侈
消費等錯誤行為模式徹
底告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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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天下午，習近平首先到位於商洛市柞水縣的
秦嶺牛背梁國家級自然保護區，考察秦嶺生

態保護情況。
秦嶺牛背梁國家級自然保護區位於秦嶺山脈

東段，被譽為秦嶺東部的綠色明珠。東西綿延約
1,600公里的秦嶺，是一道巨大的生態安全屏障，
發揮着調節氣候、保持水土、涵養水源、維護生
物多樣性等諸多功能。然而，秦嶺的自然生態，
因違建別墅問題而遭受破壞。習近平強調，秦嶺
違建是一個大教訓。從今往後，在陝西當幹部，
首先要了解這個教訓，切勿重蹈覆轍，切實做守
護秦嶺生態的衛士。

撐起數十萬人日常用水
據保護區官方網站介紹，陝西牛背梁國家級

自然保護區1987年建立，1988年經國務院批准為
國家級自然保護區。保護區位於秦嶺山脈東段，
橫跨秦嶺主脊南北坡，地處柞水、寧陝、長安三
縣（區）交匯區域，總面積16,418公頃，是“秦
嶺自然保護區群”的重要組成部分。保護區蘊藏
着眾多的珍稀動、植物資源，被譽為動植物種的
“天然基因庫”。

對秦嶺而言，它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及代表
性，被譽為秦嶺東部的綠色明珠，具有很高的保
護和研究價值。此外，保護區內分佈有旬河、石
砭峪河、乾佑河等，是長江、黃河兩大水系的分
水嶺，是漢江、渭河支流的重要源頭，支撐着沿
岸數十萬人民的生產生活用水，也是西安市的重
要水源涵養地。

六度就違建及環保作批示
近年來，在全國各地考察調研期間，習近平

多次赴山區查看生態情況，叮囑保護生態環境。
習近平總書記歷來高度重視秦嶺生態保護工作。
黨的十八大以來，總書記曾就秦嶺北麓違建別
墅、環保生態問題作出六次批示指示，要求“務
必高度重視，以堅決的態度予以整治，以實際行
動遏止此類破壞生態文明的問題蔓延擴散”“對
此類問題，就要扭住不放、一抓到底，不徹底解
決、絕不放手”“首先從政治紀律查起，徹底查
處整而未治、陽奉陰違、禁而不絕的問題”。

事實證明，正是由於習近平總書記對於秦
嶺違建別墅問題的扭住不放、親力親為，
才開啟了2018年7月對秦嶺違建別墅徹
底整治。2018年7月之後，位於秦嶺北
麓西安境內的1,100多棟違建別墅被依
法拆除，多名高級領導幹部因違紀違
法問題被立案偵查。對此，新華網
文章指出，從禁而不絕到令行禁
止，從違建別墅的野蠻生長到山
川復綠鬱鬱葱葱，這是一場生
態保護的戰役，更是一場針對
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的決勝戰役。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及共產

黨新聞網報道，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

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20日在陝

西考察調研。

■■ 習近平習近平2121日到陝西省安康市平利縣老縣鎮日到陝西省安康市平利縣老縣鎮，，在在
茶園考察脫貧攻堅情況茶園考察脫貧攻堅情況。。 新華社新華社

違建是個大教訓 望在陝幹部切勿重蹈覆轍

切實做秦嶺生態衛士
習
近
平
：

“小木耳，大產業。”20日
下午，習近平總書記到陝西省商
洛市柞水縣小嶺鎮金米村實地考
察產業扶貧成果，在點讚當地特
產木耳的同時，他亦表示，電商

作為新興業態，既可以推銷農副產品、幫助群
眾脫貧致富，又可以推動鄉村振興，是大有可
為的。

據了解，柞水縣地處秦嶺國家中央公園的
核心區，因擁有大量生產木耳的最佳適生樹種
“柞樹”而得名。柞樹又被稱作耳樹，非常適
合生長黑木耳。

研發生產銷售一條龍
習近平總書記此次實地考察的金米村是柞

水縣著名的貧困村，“九山半水半分田”的現
狀，讓這裡交通不便、經濟落後，很多農戶因
此長期處於貧困。近年來，為了破解貧困難
題，柞水縣創新“兩借兩還”模式，將木耳作
為脫貧攻堅主導產業，制定“1萬畝土地、1億
袋規模、5千噸產量、3億元（人民幣，下同）
產值”木耳產業“1153”計劃，輻射帶動全縣9
個鎮辦42個村發展木耳產業。

作為推行木耳產業脫貧戰略的重點村落，
金米村不僅通過“借貸還耳”、“借棚還耳”
的方式，將所有的木耳大棚和菌包認領到戶，
真正實現戶戶有產業、人人有事幹。同時還引
入現代農業企業，並規劃建設現代農業產業園
區， 構建集研發、生產、加工、倉儲、銷售為
一體的木耳全產業鏈條，全力將“小木耳”做
成貧困群眾增收致富的“大產業”。

謀生門路選擇更多
隨着木耳產業逐漸步入快車道，金米村也開

始了舊貌換新顏的快速轉變。據悉，2019年金米
村木耳產業基地積極爭取各方資金400多萬元，
修建大棚52個，發展木耳產業156萬袋，累計帶
動187戶549人貧困群眾穩定脫貧，戶均增收近
5,000 元。該村的貧困發生率也由 2015 年的
21.85%降至2019年的0.23%。

對於木耳產業給村裡帶來的巨大改變，曾
經的貧困戶盧傳財深有感受，他在接受當地媒
體採訪時表示，以前想要日子過得好一點，就
只能出外務工，而現在在家門口就掙錢了。
“我借了兩個大棚，有吊袋木耳3萬袋，村集體
公司既保銷路，又保價格，粗略算了一下，今
年我將有兩萬元左右的保底收入。”

產業園領群眾增收
除了脫貧，木耳產業如今在金米村還擔負起

穩定致富創收的“重任”。據了解，目前位於金
木村的“柞水縣金米現代農業產業園區”，已經
發展了智能聯動木耳大棚5個、木耳種植600萬
袋，建成了木耳大數據中心，以及年產2,000萬
袋的木耳菌包生產線和1,000噸的木耳分揀包裝
生產線各1條。引入的5家農業龍頭企業，年可生
產木耳菌包2,000萬袋、乾木耳1,000噸。在“產
業發展、集體增收、農民致富”這種良性發展新
模式下，很多農戶開始了更高水平的發展。

今年65歲的金米村村民陳多秀，2019年春
季，她與3戶貧困戶向村集體經濟借27萬袋菌
棒，聯合發展產業，收入約8萬元。秋季又借兩
個大棚3.36萬袋菌棒種植木耳，帶動20多貧困
戶在木耳基地務工，既富了自己的口袋，也帶
動了群眾增收。

據介紹，在木耳產業快速發展的同時，柞
水縣也開始鼓勵木耳種植戶和經營戶開始“觸
電”，通過電商平台探索全域產業發展新模
式。目前，該縣已經發展村級淘寶服務站 30
個、淘寶網店22個，發展各類電商平台81個，
打造線上線下木耳雙渠道銷售網。特別是在疫
情期間，包括金米村在內的很多農戶開始線上
銷售木耳的模式。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陽波 西安報道

﹁小
木
耳
﹂攻
電
商

﹁大
產
業
﹂振
鄉
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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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違建警鐘長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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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 / 秦鴻鈞報導 ）成立逾二十年的
「美南國際電視」 本月（4 月 9 日）正式進入

I-Talk BB， 邁入了一個新的里程碑。面對美國、
加拿大人五十萬華人訂戶， 「美南國際電視」 的
宣傳力及影響力將更為深遠，無遠弗屆。 「美南

國際電視」 將視觀眾的層級及廣度，新開拓了不
少嶄新的份量節目，如 「美南哈佛廣場」 、 「美
南哈佛新聞」 等節目。

由於 I-Talk BB的電視質量要求甚高，除了高
清螢幕，對電視的品質也要求甚嚴。現在美國的

電視台僅有洛杉磯及紐約各一家電視台獲
准進入， 「美南國際電視」 是全美第三家
獲准進入的，非常不容易。由於其為華語
頻道，連中國也是一流的電視台才得以進
入，如湖南衛視、浙江衞視。

一般觀眾可通過以下四條渠道觀看
「美南國際電視」 ：（一 ）擁有原 「美南

國際電視」 15.3 頻道的天線者，（二 ）用
手機掃 「美南新聞」 15.3 的微信公眾號
（見圖）就可進入直接觀看 ，（三）裝設
I-Talk BB ，每月只需花$4.99 裝設座機電話
，只要家有電腦Wi-fi 即可裝設電視機頂盒
，觀看每天24小時播放的 I-Talk B B 電視
節目，一年僅$60元，平均每月僅$5 元，
（四）上U2 觀看 「美南國際電視」 優秀節
目選段。

詳情請電：（281）498-4310 美南新
聞查詢。

山東友家山東友家
小龍蝦新品推出小龍蝦新品推出

「「美南國際電視美南國際電視」」 四月九日正式進入四月九日正式進入I-Talk BBI-Talk BB
面對美面對美、、加五十萬訂戶加五十萬訂戶，，影響力無遠弗屆影響力無遠弗屆

敦煌廣場門牌111
推出新品，路易安那風味大號小龍蝦: 7.99
$現金不加稅 三磅起買，裏面有土豆、玉
米、紅腸……。每周二.三.四，下午二點開

始到六點；有興趣打電話：
店裏：7137718909

預定熱線； 832 878-1868

小熊川菜響應芝加小熊川菜響應芝加
哥老四川的全國號哥老四川的全國號
召召，，參與參與““愛心守愛心守
護護 共同抗疫共同抗疫””活動活動

小熊川菜響應芝加哥老四川的全國
號召，參與“愛心守護 共同抗疫
”活動 即日起，在職醫護人員，
警察，消防員，媒體工作者，凡憑
工作證，可到小熊川菜免費領取工
作盒飯一份，直到堂吃禁令結束。
小熊川菜3家店全部開放，任選。
Mala Sichuan Bistro Chinatown 小
熊川菜中國城店 9348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Contact:
713.995.1889 Mala Sichuan Bistro
Montrose 小熊川菜中領館店 1201
Westheimer Rd, Ste B, Houston, TX
77006 Contact: 832.767.0911 Mala
Sichuan Bistro Katy Asian Town 小

熊川菜katy亞州城店 23119
Colonial Pkwy Bldg C1, Katy, TX
77449 Contact: 281.665.3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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