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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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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日 星期三
Wednesday, April 29, 2020

自住房購房補助計畫自住房購房補助計畫(Homebuyer(Homebuyer
Assistance ProgramAssistance Program﹐﹐簡稱簡稱 HAP)HAP)
最高可補助最高可補助$$3030,,000000﹐﹐購屋者須符合以下的條件購屋者須符合以下的條件::

11.. 是首次自住房購房者是首次自住房購房者
22.. 家庭收入不超過規定的限制家庭收入不超過規定的限制
33.. 能夠獲得自住房購屋貸款能夠獲得自住房購屋貸款
44.. 參加參加 88 小時的購房者教育課程小時的購房者教育課程
55.. 有工作有工作﹑﹑每年有付稅每年有付稅﹐﹐是美國公民或綠卡持有是美國公民或綠卡持有
者者
66.. 願意提供所有的相關文件願意提供所有的相關文件
77.. 為休斯頓市居民為休斯頓市居民

洽 詢 電 話 中 文洽 詢 電 話 中 文 : (: (713713)) 725725--17031703 ﹐﹐
英 文英 文 : (: (832832))549549--02820282 Mr.Mr. KimKim

商家名店商家名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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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王室第壹時間發布了路易王子的最新生日照片英國王室第壹時間發布了路易王子的最新生日照片。。路易王子擼起路易王子擼起
襯衫袖子手上塗滿了顏料襯衫袖子手上塗滿了顏料，，印了壹個自己的彩紅手印印了壹個自己的彩紅手印。。

倫敦亞歷山德拉宮倫敦亞歷山德拉宮““變身變身””食品發放處食品發放處

願者在位於英國倫敦北部亞歷山德拉宮內的壹處食品發放處忙碌願者在位於英國倫敦北部亞歷山德拉宮內的壹處食品發放處忙碌。。
在新冠疫情期間在新冠疫情期間，，平時主要作為舉辦展覽和賽事場地的英國倫敦亞歷山平時主要作為舉辦展覽和賽事場地的英國倫敦亞歷山
德拉宮德拉宮““變身變身””食品發放處食品發放處，，供壹些民間慈善機構和社區組織為需要幫供壹些民間慈善機構和社區組織為需要幫
助的群體提供援助助的群體提供援助。。

““秦武士秦武士””邂逅西洋樂邂逅西洋樂
兵馬俑博物館內奏起交響樂兵馬俑博物館內奏起交響樂

演奏家在陜西西安秦始皇兵馬俑壹號坑前進行彩排演奏家在陜西西安秦始皇兵馬俑壹號坑前進行彩排。。近日近日，，西安交西安交
響樂團聯袂陜西歷史博物館響樂團聯袂陜西歷史博物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西安碑林博物館西安碑林博物館、、西西
安博物院和西安城墻安博物院和西安城墻，，舉辦舉辦““雲上國寶音樂會雲上國寶音樂會””系列活動系列活動，，通過網絡直通過網絡直
播的形式播的形式，，為民眾展現音樂與文物交融之美為民眾展現音樂與文物交融之美。。



BB33綜合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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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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補貼設檻
特斯拉會跌破30萬元？

特斯拉中國官網顯示，中國制造

Model 3標準續航升級版和長續航版售價

分別上漲4500元和5000元。同壹天，蔚

來汽車方面推出限時補貼兜底方案，即日

起至4月26日前支付定金的用戶仍享受

2019年補貼標準，差額由蔚來承擔。

對於特斯拉此次漲價主要與新能源

補貼減少有關。官網顯示，私人購買

Model 3標準續航升級版和長續航版的

個人補貼目前分別為2.025萬元和2.25萬

元，較此前分別下降4500元和5000元。

記者註意到，此次新能源補貼新政對

2020年至2022年新能源補貼細則予以明確

，原則上補貼標準分別在上壹年基礎上退

坡10%、20%、30%。而其中最受關註的

，莫過於30萬元的補貼紅線。這意味著過

渡期結束後，購買特斯拉的車輛可能將可

能無法獲得補貼支持。不過，中金公司預

測，這會倒逼包括特斯拉Model 3在內的

眾多品牌在年中降低售價。

無緣補貼？
價超30萬，特斯拉或被排除
去年由於新能源補貼退坡引發新能

源汽車市場首次出現負增長，再加上今年

第壹季度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新能源補

貼延長兩年基本成定局。但車企想享受補

貼的門檻在逐漸提高，而且補貼標準將在

上壹年的基礎上分別退坡10%、20%和

30%。此次，財政部首次對車輛補貼作出

數量上的限制，2022年前每年的補貼規模

不超過200萬輛新能源汽車，超出數量限

制則不再享受補貼。去年我國新能源汽車

的銷量為120.6萬輛，業界預期今年的銷

售量將在110萬輛左右。

新政中最受關註的，莫過於30萬元的

補貼紅線。財政部對售價作出規定，超過

30萬元的新能源汽車將不再享受補貼，但

為支持“換電”等新型商業模式創新發展

，對采取“換電”模式的新能源汽車產品

不執行30萬元限價要求。

中國乘用車市場信息聯席會秘書長

崔東樹認為，30萬元的補貼門檻應該是

很好的導向型政策，“首先是提升補貼

效率，補貼主流產品，對豪華高溢價產

品減少補貼。同時有利於新能源車提升

產品價格競爭力，實現與傳統車價格體

系並軌。最終提升新能源車對傳統燃油

車的替代速度，加速新能源車的滲透率

提升。”

目前，特斯拉在中國售價最低的車

型是Model 3標準續航升級版，其補貼

前售價為32.38萬元，而即將在6月交付

的長續航版補貼前售價為36.655萬元，

這兩款車型已入選新能源補貼目錄，但

由於不支持“換電”模式，售價高於30

萬元門檻線，今年7月22日後這些車型

或將不再享受補貼。

不過，新能源補貼對特斯拉影響可

能有限。在中國制造Model 3入圍新能

源補貼目錄前，特斯拉在中國已頗為暢

銷，中國常年是特斯拉第二大市場。根

據其向SEC(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提交的

文件顯示，2019年特斯拉在中國區實現

營收29.79億美元，同比增長69.55%。

此外，雖然今年第壹季度我國新能

源汽車市場銷量同比下降56%，但特斯

拉的表現卻壹枝獨秀，中國乘用車市場

信息聯席會數據顯示，Model 3壹季度

的銷量高達1.67萬輛，穩居國內純電動

市場銷量第壹名。

還會降價？
國產率提高成本有望降超10%
對於30萬元的售價限制以及“換電”

模式的支持，各界看法不壹。

汽車創始人李想就表示，30萬的門檻

估計是為了限制特斯拉而設計的，但是卻

給了特斯拉降價的理由和必要性，標準版

可以把價格拉到30萬，補貼後27萬多。

小鵬汽車創始人何小鵬則認為，特

斯拉在中國的毛利有30%，完全有能力

適應新的變化，反

而對部分合資和高

端品牌的新EV產生

更大的挑戰。他預

測，特斯拉年內國

產Model 3長續航版

補貼後大概率會降

價到27.75萬元，比

當前價格33.9 萬元(

特斯拉調整前價格)

下調6.15萬元。

去年上海超級

工廠交付首批中國

制造Model 3時，特

斯拉方面透露其國

產化率只有 30%，

預計今年年中將達

到 70%，年底要到

100% ， 因 此 Model

3 確有價格下探的

空間。安信證券早

前的研究預測，美

國工廠標準版Mod-

el 3的單車成本在23萬元左右，隨著國

產化率的提升，預計中國制造Model 3

的成本可降低10%-15%。

從售價來看，目前Model 3標準續

航升級版補貼前售價距離30萬元門檻線

只有2.38萬元，特斯拉要將售價降低至

30萬元以內並不困難，但長續航版和高

性能版的售價分別達36.655萬和41.98萬

元，想要降低至30萬元以內難度較大。

值得註意的是，由於新能源補貼新

政將於7月22日起才正式實施，而特斯

拉與寧德時代的正式合作又將於7月開

始，屆時國產Model 3的售價或將有新

壹輪下探。目前特斯拉的國產Model 3搭

載的是LG化學和松下供應的動力電池，

而寧德時代向特斯拉供應的動力電池可能

是成本較三元鋰電池更低的磷酸鐵鋰電池

，這將為國產Model 3的降價作準備。

特斯拉創始人埃隆· 馬斯克表示，原

定於4月20日舉行的“電池日”將推遲

至5月中旬，屆時公司或將介紹“無鈷”

電池的應用。

蔚來翻身？
換電模式受鼓勵，蔚來全系車型不

受影響
4月24日，蔚來汽車稱，雖然4月23

日起30萬以上車型將取消國家補貼，但因

蔚來全系車型均支持快速換電，故不受影

響。不過在補貼整體退坡的情況下，ES8/

ES6補貼將減少2000至7000元不等。

為此，蔚來汽車方面推出限時補貼

兜底方案，即日起至4月26日前支付定

金的用戶仍享受2019年補貼標準，差額

由蔚來承擔。

售價高於30萬元但仍納入到補貼範

圍中，蔚來被看作此次新政推出後的贏

家。記者註意到，有關部門鼓勵新能源

車企推廣“換電”模式早已有跡象。去

年12月底，工信部副部長辛國斌在其主

持召開的新能源汽車換電模式研究座談

會上就表示，充電與換電都是新能源汽

車的能源補給方式，兩者不是對立的關

系，各有優勢和特點，應鼓勵包括充電

、換電在內的各種新能源汽車電能補給

模式共同發展，不斷提升新能源汽車的

使用便利性。而近日工信部也提到，將

加快電動汽車整車、燃料電池汽車、動

力電池及充換電領域的重點標準研制。

4月7日，蔚來汽車公布了今年3月

交付量，公司稱3月已交付1533輛汽車

，環比增長116.8%。今年第壹季度的交

付量為3838輛，這壹數字超出公司早前

的預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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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到周二上午8點, 大休斯敦地
區病毒感染人數 9259 人, 196 人死亡,
2888人痊愈.

德州感染人數 25297 人，663 人
死亡。

全美感染人數突破百萬，1，012
，147 ， 56933人死亡。
以下是疫情相關新聞：

德州州長艾伯特周一宣布本周五
居家令將失效，德州第一階段重啓經
濟計劃開始。州長稱，德州確診人數
已經連續17天下降，醫院入診人數也
呈平穩態勢。總統川普今天在推特上
表揚了德州州長的這一做法。

根據這項計劃，從周五開始，零
售商業和餐廳，電影院，商場允許開
放，經營範圍不超過25%。博物館和
圖書館開放，人數規模不超過25%。
獨家商業可以安全重新經營。

教堂和宗教場所從 5 月 1 日開始
陸續開放，室外不超過4人的體育活
動可以進行。

所有有執照的醫護重返工作。
所有醫院必須為病毒確診患者預

留15%的醫療資源
州長表示，重啓商業計劃是一項

義務執行的計劃，商業業主可以根據
自己的情況來決定何時開工。

州長也建議已經開工的一些發廊
，酒吧和健身房的業主，盡可能到五
月中旬再做開工。

州長5月18日將根據確診人數來
決定宣布第二階段的重啓經濟計劃或
者實施更加嚴厲的限制令。。

州長另外強調，州長令並不能替
代各個地市目前采取的地方政策，本
周一，哈瑞斯縣作為德州的重災區，
本周實施的口罩令並強制執行，這一
做法遭到州長和民衆的反對，認為口
罩令只能義務執行，該縣縣長對此表
示遺憾，並希望不要政治化，民衆安
全第一，並將修改規定，符合州長的
要求。

最新疫情報告&重啓經濟第一階段細節

（綜合報導）美國依舊是全球疫情最嚴重的國家。
據 Worldometer 世界實時統計數據，截至北京時間 4 月
28 日 6 時 30 分左右，美國累計確診逾 100 萬例，達
1004942例，死亡56527例。

此時距離美國大選僅有6個月時間，《今日美國》
與薩福克大學共同發布的最新民調顯示，受疫情影響，
川普的支持率被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以44%對38 %反
超6個百分點。此前，川普還領先拜登3個百分點。

在獨立選民中，川普支持率下滑18%，從45%跌至
27%，在男性選民中也經歷支持率下滑，仍有46%男性
選民支持他，支持拜登的選民為35%；在女性選民中，

53%的人支持拜登，支持川普的只有30%。
但這對川普來說只是“外患”，絕不是“內憂”。

民調顯示，川普在共和黨內依然有著堅實的支持基礎，
10個共和黨人中就有9個表示他們將把選票投給川普。

“民調結果強調了川普尋求連任中遇到了疫情帶來
的致命挑戰，加上之前由‘通俄門’啟動的彈劾調查，
想要連任絕非易事。”美媒評論表示。

與此同時，國會眾議院議長佩洛西正式表示支持拜
登，稱其為“經過真戰爭考驗的領袖，將為人民而戰”
。

根據美國國家統計局上週五公佈的數據，耶魯大學一研究小
組首次分析了3月至4月4日五週內全美超額死亡人數。

超額死亡數指超出該地區正常預期的死亡人數，即超過往年
同期的平均死亡數的部分。基於這一基礎概念，該分析團隊通過
模型估算了疫情未發生時可能出現的死亡人數，然後從官方報告
的總死亡人數中減去這個數字，從而計算出超額死亡數。

超額死亡數 = 實際報告總死亡人數 - 預期死亡人數
3月起至4月4日前，美國超額死亡人數共計約15400，遠超

正常預期的數字。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期間共報告新冠肺炎死
亡病例8128例，只有超額死亡數的一半左右。

超額死亡數可作為疾病流行的指標，常用來估計流行開始時
間、地區和規模。該研究結果中遠高正常水平的死亡人數，再次
指向了美國病毒檢測不足的問題。

研究報告指出，根據州公共衛生部門報告，4月4日之前幾

週 內 公 佈
的 死 亡 人
數 未 能 充
分 反 映 新
冠 疫 情 對
美 國 的 影
響 。 就 在
這 些 “ 不
完 整 ” 的
數 字 被 廣
泛 應 用 之
際，許多州政府正考慮解除“居家隔離”措施、重啟經濟。

全美實際新冠病死數，或遠高於此前報告的數字
該研究小組的負責人、耶魯大學流行病學教授丹尼爾·溫伯

格（Daniel Weinberger）認為，異常的超額死亡數表明，全美新
冠病死實際數字要遠高於此前報告的數字。

美國新冠確診超百萬 川普支持率已被拜登反超全美超額死亡數異常
兩倍於新冠肺炎病死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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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魯 冰

香港文匯報訊綜合記者盧靜怡及中

新社報道，27日，北京、上海、廣東多

地寂靜了數月的校門外重新熱鬧起來，

地鐵和公交亦再次出現不少穿校服的年

輕身影。廣東187萬名初高三學生當日

返校復課，為了開學防疫兩不誤，不少

人返校前預先準備進門“三件套”：返

校前14天健康卡、健康碼和核酸檢測證

明。而上海的初高三學生，進入校門前

同樣要先過“四關”：佩戴口罩有序排

隊、手部消毒、通過消毒墊、檢測體

溫。北京約4.9萬名高三年級學生亦結束

“超長寒假”，在當天正式返校復課。

“歡迎高三學子回校！”廣州市第四中學門外
的電子顯示屏亮出溫馨的標語。在廣州中

學校門外的入口處，一台紅外線測溫儀自動給入校
學生量體溫。

往年開學時校門外熙熙攘攘十分熱鬧，如今
變成了人人前後相隔一米有序排隊的畫面。香港
文匯報記者看到，不少學生提前在家裡打印了健
康碼。遞交完紙質健康碼、接受完體溫檢測，部
分學校還需提供核酸檢測證明，學生才能進入校
門第一關。
清晨7時50分，在廣州金道中學舉行了第一場升

旗儀式。校園裡僅有一個班級到現場觀禮，人與人之
間的距離超過1.5米，其他同學則在教室觀看升旗禮
的直播、起立及唱國歌。為了避免集聚，高三初三的

班級都分為A、B班。原本初三共8個班，現在每個班
拆分為A、B班，且每班不超過25名學生。

宿舍逢進必查 每間僅住4人
在黃埔中大附屬外國語實驗中學，校長方勝

昔表示，學校實施小班化教學，無需拆分班級。
每間課室門口都配備額溫槍、免洗消毒洗手液、
學生晨午晚檢登記表。而宿舍區堅守“逢進必
查”原則，為避免學生扎堆，每個宿舍僅住四名
學生。此外，校內還設置了兩個“隔離室”，一
個觀察室，一個“臨時備用教室”、一個“臨時
備用宿舍”，以及一個心理健康室。每個試室內
都配足配齊防疫物品，專人專管的制度保障落實
責任到人。

不少學校花了不少心思準備開學第一課。復課
首日，北京市廣渠門中學舉辦了2020屆高三年級成
人禮作為高三學子們的開學第一課。而在廣州中學
初三7班的教室裡，班主任劉嘉亮老師組織了一堂
非常特別的班會課，學校專門邀請了廣州援助湖北
一線的醫療隊抗疫英雄做授課嘉賓。

增派警力 加強周邊交通疏導
在上海，校門外當天除了學生，還有民警、教

師都在現場，讓不少送孩子上學的家長感到放心。
據了解，上海市公安機關對接教委等部門，在全市
962所首批返校校園周邊道路進一步增派警力，加
強周邊道路交通排堵疏導工作，維護校園周邊治安
環境，保障返校開學工作有序開展。

■■北京北京、、上海上海、、廣東多地初高三學生廣東多地初高三學生2727日復課日復課。。圖為學生在教室進行升旗儀式圖為學生在教室進行升旗儀式。。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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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滬粵開學 畢業班飲頭湯
交健康卡健康碼核酸檢測證 實行小班化避集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倪夢璟上
海報道）“知道要復學，孩子昨天晚
上就很興奮了，自己把書包整理好，
今天早上很早就起床了。”家長吉小
姐說，自己的孩子今年正上初三，已
在家待了近100天，為開學也做足了
準備。“我們同住的家人都要首先在
學校的小程式中上傳隨申碼，並填報
體溫，學校還要求不同年級的學生錯
峰上學。”

學校設隔板保用餐安全
吉小姐發給香港文匯報記者一份

臨港第一中學的入學“家長書”，根
據學校規定，學生以及同住人士每天
需要自查體溫。學校也設置了“臨時
留觀室”，校外人員一律不准入校，
一旦發現學生體溫異常，將由專人帶
至臨時留觀室，具體情況將按照學校
防疫要求執行。

“孩子畢竟初三了，是關鍵的
一年，孩子也很希望去學校能夠有
更好的學習環境，而且現在情況穩
定，我們家長其實還是比較放心
的。”吉小姐表示，班主任也隨時
會在班級群中發送學生情況，比如
初三的學生們是有專門的行走通道
的，因為之後其他年級的學生就算
復學了，也可以讓學生們相互不干
擾。她同時透露，目前由於學校並
沒有全部復學，自己孩子所在年級
的學生可在食堂吃飯，但需自帶湯
匙和筷子，而待五一後，初三年級
將獨立在教室中用餐。“可以有效
減少孩子集聚，加強安全。”
另有上海台商子弟學校的家長表

示，學校在公共場所設置了隔板等
物，保障了獨立空間，“例如在飯堂
設立了多個洗手台，以及玻璃隔板，
讓孩子們用餐的同時保障安全。”

上
海
：
家
長
學
生
填
報
體
溫
不
同
年
級
錯
峰
上
學

■■有學校為開學的學生準備了一堂有有學校為開學的學生準備了一堂有
關新冠肺炎知識的宣傳課關新冠肺炎知識的宣傳課。。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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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

■責任編輯：李岐山

■■““鳥巢鳥巢””獲獲Olympic ChannelOlympic Channel在在IGIG評評
選的選的““你最喜歡的奧運體育場你最喜歡的奧運體育場””。。

instagraminstagram截圖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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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埔獲榮譽主席蔡尚圻借出大埔獲榮譽主席蔡尚圻借出77位數字現金解燃眉之急位數字現金解燃眉之急。。
球會圖片球會圖片

■■蘇炳添獨攬男子蘇炳添獨攬男子100100米及室內米及室內6060米兩項亞洲紀錄米兩項亞洲紀錄。。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目前由中國選手保持的世界紀錄只
有女子20公里競走一項。2016年

里約奧運會女子20公里競走冠軍劉虹是
該項目世界紀錄的保持者。劉虹在2015
年國際田聯競走挑戰賽拉科魯尼亞站女
子20公里競走比賽中以1小時24分38
秒的成績奪冠，該成績也成功刷新了該
項目世界紀錄，並保持至今。

集奧運會、世錦賽、亞運會冠軍
於一身的劉虹在里約奧運會後因懷孕生
子暫別賽場將近兩年時間。2018年7月
復出後的她經過一年時間在2019年多
哈世錦賽用冠軍宣告王者歸來。世界紀
錄加身、世錦賽冠軍護體的劉虹將是
2020年東京奧運會上中國田徑隊的奪

金大熱。
亞洲紀錄方面，中國男子短跑雙

星蘇炳添、謝震業都將亞洲紀錄寫在自
己名下，蘇炳添更是一人包攬3項亞洲
紀錄。蘇炳添和卡塔爾選手奧古諾德共
同保持着男子100米亞洲紀錄：9秒
91。這個成績是在2018年國際田聯馬
德里挑戰賽上取得的，蘇炳添贏得了該
站賽事冠軍。此外，他還獨享男子室內
60米6秒42的亞洲紀錄。

中國女將在田賽呈強勢
謝震業在2019年鑽石聯賽倫敦站

男子200米比賽中，以19秒88的成績
奪得冠軍，並刷新了此前由奧古諾德保
持的亞洲紀錄。另外，2019年世界田
徑接力賽，中國男子和女子4×200米
接力隊分別刷新亞洲紀錄，成績分別是
1分21秒70和1分32秒76。已退役的
亞洲“女飛人”李雪梅是女子100米和
200米的亞洲紀錄保持者。兩個項目的
亞洲紀錄分別是10秒97和22秒01。

田賽方面，中國女子鏈球名將王
崢在2014年中國田徑投擲項目公開賽
上取得的77米68的成績成功刷新亞洲
紀錄。女子鉛球亞洲紀錄是21米76，
這個成績由鉛球名宿李素梅保持着。中
國女子撐桿跳選手李玲在2019年5月舉
行的鑽石聯賽上海站比賽中跳出4米72
的成績，刷新亞洲紀錄。此外男子三級
跳亞洲紀錄也由中國運動員保持，李延
熙在2009年第十一屆全運會上將該項
目亞洲紀錄提升至17米59，至今未被
打破。 ■中新網

國際奧委會旗下奧林匹克頻道（Olympic Channel）最近在社
交平台instagram策劃發起了“你最喜歡的奧運體育場”全球網絡
投票活動。在與2000年悉尼奧運會主體育場、2016年里約奧運會
主體育場、2018年平昌冬奧會主體育場的角逐中，2008年北京奧
運會主體育場“鳥巢”最終勝出，榮膺最受歡迎奧運體育場。
2008年8月8日，北京奧運會開幕式在國家體育場（“鳥

巢”）舉行，讓世界銘記了這一建築奇跡，也向世界講述了“中
國故事”，“鳥巢”身姿自此在奧運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鳥巢”因其獨特的建築外形而得名。參差交錯的鋼體主結

構與地面基座交相融合，宛如“樹和樹根”，有如孕育生命的搖
籃，亦如繁衍生息的巢穴。

2008年北京奧運會期間，“鳥巢”作為主體育場，承擔了
開閉幕式、田徑賽事和足球決賽。
2022年，“鳥巢”將再次迎來北京冬奧會、冬殘奧會開閉

幕式，演繹冬奧激情。 ■中新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淦）距離本月30
日的報名期限尚餘幾天，到底會有多少支球隊繼
續參加8月重開的港超球季，似乎已逐漸明朗。
一如本報兩星期前報道，香港飛馬及佳聯元朗均

已放棄組軍完成餘下賽事，唯一懸念就是標準流浪會否在最後一刻
回心轉意，令參戰隊數維持雙位數。

香港足球總會本月中旬決定於8月重開球季，完成今季餘下賽
事，並設下報名死線，要求各有意參戰球隊在本月30日前表態，若有
球隊放棄參賽，則可先免卻處分，並保留席位，11月續戰新球季。隨
着死線臨近，各會意向他逐漸清晰，香港飛馬已明確表示放棄餘下球
季，但仍傾向11月繼續參戰。至於傳出拖欠薪金的和富大埔及愉園，
則會繼續完成賽事。近年多次因為贊助商問題而欠薪的大埔，27日午
發信知會傳媒，指已獲榮譽主席蔡尚圻借出7位數字現金予球會解燃
眉之急，現有贊助商也會“完成本季餘下賽事”，但沒有明確表示會
否出戰新球季。根據規例，若有球會未能保證管理及財政健全，足總
便有權取消其資格。
至於愉園亦派出定心丸，表示“短期內將處理好仍未發出的薪

酬，我們亦已向球員承諾會繼續履行既定合約、不會減薪，球隊鐵
定會參加今季餘下的港超比賽，並已着手為下個球季組軍”。

東京奧運會官網近日列出了由中國運動員保持的田徑紀

錄，其中世界紀錄1項，亞洲紀錄12項。其中，劉虹保持女子

20公里競走世界紀錄，蘇炳添獨攬男子100米，男子室內60

米2項亞洲紀錄。

“鳥巢”膺最受喜愛奧運體育場

港超八月重開 大埔愉園參賽

中國田徑紀錄冊中國田徑紀錄冊 劉虹保競走世績劉虹保競走世績

中國女欖海口集訓 備戰東奧

■■ 劉虹保持着女子劉虹保持着女子2020公里競公里競
走世界紀錄走世界紀錄。。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首
次獲得奧運參賽資格的中國女子七人
欖球隊本月中起在海口觀瀾湖足球訓
練基地展開集訓，備戰延期舉行的東
京奧運會。
據悉，球隊在海口進行三周以上

的集訓。
七人欖球於2016年里約奧運會首

次成為奧運比賽項目，不過中國女隊
於去年年底才首獲奧運入場券。為了
以更好地備戰，全隊於去年12月奔赴
新西蘭冬訓，在當地，針對各人體
脂、體重、臥推、深蹲等確定了目標
值。經過兩個多月的海外冬訓，全隊
的凝聚力高漲，運動員的體能得到很
大提高，技術也更趨成熟。
“對於年輕且處於上升期的中國隊

來說，東京奧運會延期舉行，隊伍多了
一年時間備戰。年輕運動員可以更好地
強化基本技術，提高競技水平。”領隊

賈吉坡坦言：“這是我們縮短與世界強
隊差距的機會，因此要充分利用這段時
間，做好訓練安排，尤其要狠抓體能訓
練。”
“我們希望通過不斷提升技戰術

水平，形成具有中國女隊特點的打
法。”賈吉坡說。

■■謝震業去年在鑽石聯賽倫敦站刷新男謝震業去年在鑽石聯賽倫敦站刷新男
子子200200米亞洲紀錄米亞洲紀錄。。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 中國女子七人欖球隊進中國女子七人欖球隊進
行對抗訓練行對抗訓練。。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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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冠狀病毒襲擊震驚 紐約市急救醫生選擇自殺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

道】紐約曼哈頓一家醫院急
診科主任在醫療前線花了數
天時間與冠狀病毒作鬥爭的
過程中，受到冠狀病毒襲擊
的震驚，選擇了自殺。

星期一（4 月 27 日），
自殺醫生的父親菲利普·布賴
恩（Philip Breen）博士告訴
《紐約時報》說，他的女兒
勞娜·布賴恩（Lorna Breen）
博士在冠狀病毒大流行期間
是紐約長老會艾倫醫院的醫
生，他說：“她試圖做好自
己的工作，結果她自殺了。
”

兩天前，紐約布朗克斯
EMT目睹了因新冠病毒殘酷
無情地殺害感染者，一位男
士用退役的紐約警察老爸的
槍自殺。

悲劇的主角，23 歲的新
員 工 約 翰·蒙 德 羅 （John
Mondello） ， 在 布 朗 克 斯
（Bronx） 的 EMS18 站 工 作
，該站是處理著該市最大的
911通話量之一。

布賴恩博士告訴《紐約
時報》，她女兒勞娜星期天
在弗吉尼亞州夏洛茨維爾
（Charlottesville） 自 殺 去 世
，在那裏她一直與家人待在
一起。

布賴恩說，他的女兒在
工作時染上冠狀病毒，但在
休養了大約一個半星期後開
始恢複工作。盡管如此，醫院還是再次將她送回家繼續隔離，她
的家人將她帶到了弗吉尼亞。

他說，她沒有精神病史，但是，當他們最後一次講話時，她
告訴他天天不斷觀察傳染病患者的死亡是多麽令人不快的事情，
包括甚至在將其從救護車上帶走之前還有些人死亡。

布賴恩告訴《泰晤士報》：“她確實工作在抗疫前線的戰鬥
中。” “請確保她被稱贊為英雄，’’他補充說，“她和其他
已死的人一樣是一個受害者。”

布賴恩後來被傳到《郵報》（The Post），他表示自己太心

煩了，無法繼續講話。
精神衛生專業人員告訴《郵報》，大流行性創傷後應激障礙

正成為一個非常現實的危機。
斯坦福大學國際創傷壓力研究學會負責人斯坦福大學教授德

布拉·凱森說：“風險最大的人群是一線醫療工作者以及失去親
人的人。”

一名在紐約工作的重症監護病房醫生周一表示，有時病毒對
感染者的襲擊幾乎無法讓任何人去應付。

她說：“有一陣子，感覺就像我們站在瀑布下，無法呼吸空
氣。” “現在感覺很忙，但沒有令人窒息的感覺。

“我當時處于低谷，但是，我希望我終于可以從中脫穎而出
。”

不過，醫生補充說：“這仍然令人非常沮喪，因為ICU中的
人並沒有真正地擺脫出來，而且我認為我的患者不會活下去。”

她承認，對大流行期間在醫院外鼓掌的人們以及其他人表示
對醫護人員的敬意，她有不同的感。

她說：“每當我聽到拍手聲時，我都會哭泣。” “但這也
很奇怪，因為我們都沒有人像英雄一樣，因為我們被這種疾病擊
敗了。”

十三不靠

带点文人气，却不是文人。

文人圈子，有个人既在圈内又在圈

外，这人叫汪无奇。人长得周正，不流

俗，平时喜欢穿一件天青色的长衫，净

袜皂鞋，带点文人气，却不是文人。

说他在文人圈内，只是说文人们都

知道有一个造笔的人，造的笔讲究好使

，还能写写画画，居然都挺好。说他在

圈外，是很少有文人见过他，更很少有

人见过他的书画。说白了，他只是有些

飘飘忽忽的小名声在文人圈内偶尔传一

传而已。

他爹原在安徽徽州造笔。徽州笔好

，那时，天津的笔庄笔店都从南边进货

，他却看好天津这个四通八达的码头，

举家搬到天津，就地造笔，开店卖笔。

店名起得好，叫作“一枝春”，地点在

针市街。临街四五间屋，后边一个小院

，前店后厂，吃饱干活，日子过得不错

。汪无奇自小跟着爹学手艺，长大随着

爹干活。他天生好书画，人有悟性，无

师自通。但他不在文人圈里，是好是坏

，谁也不知，说好说坏，他也不在意。

他有个性，自己随爹造笔卖笔，活得开

心，并不求在书画上出人头地。他父亲

过世之后，照旧这样干活养家，书画自

娱。他挺喜欢这么活着，轻松又自我。

汪无奇造的笔是徽州笔，羊毫、狼

毫、兼毫三种。自己写字作画用的却是

自制的鸡毫笔。鸡毛是从家里养的公鸡

屁股上拔下来的。他画画走石涛八大一

路，写字偏爱南北朝的游僧安道一的隶

书。人不受拘束，画也随心所欲。

可是他没想到，外边虽然没几个人

见过他的字和画，却不少人说他的字和

画好，渐渐竟还有奇才怪才鬼才之说。

偶然听到了，一笑而已，只当人家拿他

打趣。

可是他不明白，那些人念叨他干嘛

？自己不过一个造笔的，画好画坏跟谁

也没关系，他也不想跟谁有关系。写写

画画，只是为了自己一乐，只要自己高

兴就得了。

一天，锅店街上的于三找他。于三

迷字画，喜欢用一枝春的笔。这人在书

画圈里到处乱窜，三教九流全认得。今

儿他一来就嚷着说，城里一位书画圈里

的大名人盛登云要见见汪无奇。还说：

“人家的画不卖银子，只卖金子。

想得到他的画今年缴了钱还不行，后年

才能取到画。可人家点名要见你，叫我

领你去。”

汪无奇很好奇，他说：“我卖笔，

又不卖画，见他干嘛？”

“不是你要见人家，是人家要见你

，才叫我来找你，见见面总是好事，说

不定人家是看上了你家的笔呢。”

汪无奇没见过大名人，怕见大名人

。一听说人家可能看上一枝春的笔，便

随着于三去了。他走进盛登云的大门就

蒙了。这房子、门楼、客厅、排场、摆

饰，还有盛登天那股子牛劲，叫他发怵

，只想走掉。他发现盛登云眼珠是白的

，这人怎么没黑眼珠，好像城隍庙鬼会

的白无常。后来盛登云瞥他一眼，才见

这人有黑眼珠，不过眼睛一直朝上，不

屑看他而已。既然瞧不上他，为嘛还要

请他来？

而且，盛登云没有请他坐，自己却

坐在那里，旁若无人，一个劲儿夸赞自

己。他还没见过人这么夸赞自己的。盛

登云说秦祖永《桐阴论画》中把画分作

“逸、神、妙、能”四品，他说自己早

在十年前就把“逸”字踩在脚底下了。

于三好奇，问他：

“那么您是哪一品呢？”

“自然是极品了！”盛登云说完，

仰面大笑，直露出了嗓子眼儿。

汪无奇不再听他说，而是侧目去看

他挂在墙上的他的画。不看则已，一看

差点笑出声来。心想：“这样的屁画也

算名家？”于是他不想在这里受罪，告

辞出来。

走出盛家，汪无奇问于三：“这位

姓盛的在咱天津排第几位？”

“自然是头一号，至少也是头一流

。我能拉你去见二三流吗？你说你还想

见谁，我都能带你去见。马家桐？张和

庵？赵芷僊？见谁都行，我都认得。但

你见他们时，可不能提这位盛先生，他

们之间谁也瞧不起谁，互相骂。”于三

说。

“行了行了，我谁也甭见了，还是

关上门自己玩吧。我不费这劲。”汪无

奇说。

汪无奇以为关上门，就与世隔绝了

。其实不然，他卖笔，就离不开写字画

画的人。再说，他还有几个爱好书画的

熟人，虽然都没什么名气，画也没人要

，却使劲往这里边扎。这几个人都佩服

他，说他有才，恨不得他出名，于是到

处夸他。这样，书画圈里就把他愈说愈

神。人们只是嘴上说，并没有看到过他

的画。看不到也好，没法挑刺，要说只

能说好。

如是这样，倒也相安无事。

可是一天，一个老爷坐着轿子上门

来找他。这人穿戴讲究，气概不凡，身

后跟着两个青衣仆从，进门就要看字看

画。汪无奇见这人身带官气，他更怵当

官的，不敢靠前也不想靠前。便说自己

是造笔的，没念过书，哪里会画画。说

话时，脑筋一转，又说：“我想您可能

找错人了。听说城里边有一个与我同名

的人，能写善画，来买过笔。听说他也

叫汪无奇，是汪无奇还是王无奇，我就

不清楚了。人家是名人，不会与我多说

话。”

这位老爷听了，沉着脸转身走了。

这事叫于三知道了，埋怨他说：

“你干嘛不拿出画来给他看？天津能写

能画的人多了，凭嘛找上你家，就是耳

闻你大名了。天津八大家，有一家瞧上

你，你就不白活这一辈子了！”

谁想汪无奇听了，笑了笑，并不当

事。

事后，市面上就有流言出来，尤其

在文人圈子里传得厉害。这传言听起来

吓人，说那天去拜访汪无奇的是知县大

人刘孟扬。刘孟扬是有学问和好书画的

人，字写得好。可是汪无奇没拿画给他

看，叫知县大人碰了一鼻子灰！

传这段话的人，嘛心思都有。有的

是说他是一位奇人，性情狷介古怪，连

知县大人跑来微服私访也不买账。有的

说他不过一个小手艺人，没见过世面，

狗屁不懂，硬把津门父母官得罪了，祸

到临头了。有的则猜不透汪无奇到底是

傻、是痴、是愚，还是真怪，有钱不赚

，有官不靠，摸不透他到底哪一号人。

这事过后，文人圈子开始真的把他

当回事了。

有一个小文人叫孟解元，喜欢徽笔

，常来一枝春。半年后的一个晚上，孟

解元领着一位中年人来串门。汪无奇不

喜欢和生人交往，因与孟解元熟识，不

好谢绝，让进屋来。来客是位中年人，

说话京腔，文雅和善，不叫人讨厌。孟

解元说，这位来客是京城人，会画画，

尤精泼墨山水。这人今天在孟解元家画

了一下午，孟解元忽想应该请他到这儿

来，给汪无奇画一幅，他想叫汪无奇见

识一下京城的画艺。孟解元说：

“反正他是京城人，天津这边只认

得我，再没熟人。明天一早人家就回去

了。”

这句话叫汪无奇放下了素常的戒心

，领他们去到后院的书斋，铺纸研墨。

京都来客一挽袖子，抓一支羊毫大笔，

连水带墨挥上去，很快就浓浓淡淡，山

重水复，满纸云烟。画得虽不算好，却

勾起汪无奇的画兴。画画的人来了画兴

，刀枪拦不住。

他待来客画完，把画撤去，为自己

铺上一张白宣。他用自造的鸡毫笔来作

画。鸡毛特别，有细有粗，有软有硬，

毛上有油，水墨一抹，异趣横生，处处

都有意外，时时闪出灵光。京城来客惊

呼：

“好一片墨荷，当世的石涛八大！

我头一次见用鸡毛扎笔作画，胜过凤羽

啊！”

从没人见过汪无奇作画，孟解元也

是头一次看，又惊奇又兴奋，连连叫好

，像是看戏。汪无奇被鼓动得画兴只增

不减，浑身发热，脑袋冒汗。他脱掉长

衫，一身单裤单褂，信手又画了一幅风

竹。京城来客就势说：“用这鸡毫写字

如何？怕不如画画好使吧。”汪无奇听

了，二话没说，又铺一张纸，换一支两

尺多长的粗杆鸡毫大笔蘸了浓墨，写了

八个大字：“风生水起，逸兴真情。”

京城来客说：“这几个字——尤其

这个‘真’字，放在今天这儿再好没有

了！”

汪无奇听了高兴之极，以为遇到知

己。谁知这时京城来客忽从怀中摸出一

包死重的东西，递给汪无奇。汪无奇不

知是嘛意思，京城来客解释说：“这是

三根金条，我买下您这两幅画一幅字了

。您给我盖上印章吧。”

汪无奇更觉奇怪，心想你没问我卖

不卖，怎么就叫我盖图章？他说：“我

是卖笔的，从来不卖字画。再说，你干

嘛给我这么多钱？”

京城来客说：“你的字画明天会更

值钱！老实跟您说，我是在京城琉璃厂

开画店的，久闻大名，特意来拜访。今

儿看到您作画，比听的厉害。我来帮您

卖画吧！您要信得过我，咱们六四分成

，您六我四。但是有言在先，咱们成交

之后，您的画和字只能叫我卖，不能再

给旁人，送人字画也得叫我点头才行。

我知道您不和天津这里的人交往，我们

和这里的人也没来往。等您的画价在京

城卖起来，我保您在天津称王！”京城

来客说到这里，满脸堆笑，再没有刚才

那种文雅劲了。

孟解元在一旁说：“等您功成名就

，我给您研墨！”

谁料汪无奇听了，立时变了一个人

。他非但没接过金条，反而像被人羞辱

似的，一脸怒气。他扭身把自己刚刚画

的画、写的字抓起来，唰唰撕成碎片，

又将京城来客那幅泼墨山水塞给孟解元

，不再说话，送客出门。那两人出去之

后走了半天，仍然一脸惊愕与不解。

从此，汪无奇再不与任何人交往。

于三来过两趟，都叫他倔走。孟解元不

敢再露一面，但人人不明白，天津卫是

个赚钱的地方，为嘛有钱不赚？卖笔不

也是为了赚钱，可那是赚小钱。这不是

推走财神爷，扭身去讨饭吗？

孟解元把他经过的这怪事到处去说

，无人能解。有人骂汪无奇傻蛋，有人

骂他天生穷命，到头穷死。

汪无奇的街坊却说，他一如往常，

忙时造笔卖笔，闲时耍耍笔墨。各人的

快乐，只有自己明白。一次，汪无奇的

老婆在邻家打牌，他去找老婆。人问他

会不会打牌，他说：“小时候会打，但

只打一种牌——十三不靠。一四七、二

五八、三六九，还有东西南北中发白，

哪张也不靠着哪张，他只会这一种，也

只喜欢这一种，别的都不会。”他还说

：“这种牌难打，不靠旁人，全要自摸

，这才好玩！”说到这里，他眼睛一亮

，似有所得，回家便用鸡毫笔写了“十

三不靠”的横幅，挂在书斋迎面墙上，

成了他的斋号。

曾有人问他的不靠是哪十三个？他

指指横幅左边，有一行指甲大小的字写

的边款：

吾所不靠乃权贵名人大户混混家产

亲戚朋友女人小恩小惠坑人骗人送字送

画卖字卖画以及拼命是也

对于他，最要紧还是最后三样。不靠

送字送画，是不拿自己之所爱换取好处；

不靠卖字卖画，是不败坏自己的雅兴；不

靠拼命，就是劳逸有度，知足常乐。

这人活到民国十一年才死掉，死前

七天，似乎已知自己大限将至，把书斋

中所有字画，还有他用了一辈子的鸡毫

笔一把火烧掉。

冯骥才：天津卫人比人厉害，没有没治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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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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示風貌建築、特色美食、傳統文化，探尋人文故事

▲ 節目截圖

節目介紹：
CCTV4“城市1對1”欄目是全球唯一一檔固定的城市交流訪談欄目，
每期節目選擇中外兩個城市，通過小片展示以及演播室嘉賓講述，展示
風貌建築，特色美食，傳統文化，探尋人文故事，展現城市魅力。
本期主題：《城市1對1》康養勝地 中國·石柱——·聖克拉拉

▲ 節目截圖

《城市一對一 》精彩
節目介紹

播出時間：
播出時間為晚上7：30-8：30，重播時間次日下午1：00-2：00敬請關註。

4/27/2020 -5/3/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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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28 29 30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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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6/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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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度國際 (重播) 中華醫藥  (重播)

中國地名大會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海峽兩岸 (重播)

今日關注 (重播)

中國地名大會  (重播)

今日亞洲 (重播)

國家回憶  (重播)

中國輿論場  (重播)

中國文藝 (重播)

中華情 遠方的家

中華情 (重播)

中國文藝 (重播) 國家回憶 (重播) 轉轉發現愛 (重播)

深度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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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度國際 (重播) 中華醫藥  (重播)國家回憶  (重播)

中國輿論場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美南大咖談 (重播)

深度國際 中華醫藥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今日關注 (重播)

今日亞洲  (重播)

遠方的家 (重播)

美南大咖談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海峽兩岸 (重播)

Southern Television 15.3             2020年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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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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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三       2020年4月29日       Wednesday, April 29, 2020



BB88休城社區
星期三       2020年4月29日       Wednesday, April 29, 2020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美國股市近期波
動，這取決於美國市場的重新開放。除了重新
開放示威者以外，許多州還安排每個州重新開
放部分業務，以緩解急劇上升的失業問題並恢
復脆弱的經濟。德州州長艾伯特（Greg Abbot
）宣布，該州的“居家令”4月30日到期，將
於5月1日起分階段開放經濟活動。在第一階
段，零售店、飯店、電影院和購物中心可以重
新開業，但接待率不得超過25%，隨著疫情受
到控制可再酌情擴大。艾伯特表示，他希望理
髮店、體育館和酒吧等“盡快”開業，預期不
遲於5月中旬。在此之前，從上週末開始，包
括阿拉斯加州、密歇根州、肯塔基州、密西西
比州在內超過10個州已經宣佈各自的“有限制
”商業重啟計劃，小型服務類商業活動在遵照
指導意見、進行適當防護情況下可以重新開放
。田納西州還宣布餐館也可以重新營業。一天
前，紐約州州長安德魯-科莫（Andrew Cuomo
）討論了從5月15日開始在該州遭受疫情影響
較小的地區重新開始建設和恢復生產的問題。
美國全國商業經濟協會27日發布的調查報告顯
示，受冠狀病毒疫情蔓延導緻美國經濟大面積
“停擺”影響，多數經濟學家預計美國經濟將
陷入萎縮。

28日，美股週二早盤悉數轉跌，醫藥與科
技板塊領跌。市場聚焦美歐重啟經濟進程與大
公司財報。全球還從未經歷過眼下這種病毒大
流行，投資者也從來沒有面對如此嚴重或迅速
的經濟活動下滑。自從向許多美國家庭獲得刺
激性檢查以來已有幾週了，儘管史無前例的政

策刺激帶來一片歡呼，但是美國的金融狀況卻
表現出與2008年可怕的相似性。如果這種模式
繼續下去，則意味著各種資產至少還會再遭受
一次拋售的痛苦。截至3月份的第三週，衡量
股票、債券和貨幣市場壓力的彭博美國金融狀
況指數在經歷了一個月的下跌，之後在隨後的
一個月裡收復了一半的跌幅。億萬富豪投資者
Carl Icahn上週五對彭博電視台表示，他正在囤
積現金，遠離股票，為大流行病造成更嚴重破
壞做準備。

最近 ，冠狀病毒疫情出現趨緩的跡象，歐
洲多國及美國多州陸續重啟經濟。為了挽救衰
退的經濟，各國正在考慮放鬆旨在遏制病毒傳
播的封鎖措施。週一美股收高，主要股指錄得
連續第二個交易日上漲，標普500指數與納指
均創 3 月初以來的最高值，道指站上 24000 點
關口。決策者為抗擊疫情、支持經濟而採取的
積極措施，使股市得到支撐。週一，美國小企
業協會（Small Business Association）重新開始
接受針對數十億美元援助計劃的貸款申請，該
計劃上周剛剛獲得了國會授權的資金補充。同
時，美聯儲擴大了其市政流動性融資工具的適
用範圍，將為人口較少的縣市提供短期信貸。
在歐洲，近來，西班牙、意大利、法國等疫情
嚴重國家的治愈人數不斷上升，其他國家疫情
也出現減緩趨勢。歐洲多國政府正計劃逐漸解
除為應對疫情出台的限制性措施，適度復工復
產。美國德州和俄亥俄州也宣布將逐步解除隔
離措施、重啟經濟。

德州居家令30日到期5月1日起分段開放經濟活動
零售店飯店電影院和購物中心可以25%接待率先開業

德州州長艾伯特德州州長艾伯特（（Greg AbbotGreg Abbot））宣布宣布，，該州的該州的““居家令居家令””44月月3030日到期日到期，，將於將於55月月11日起分階段開日起分階段開
放經濟活動放經濟活動。。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
「美南山東同鄉會」最近預備捐

贈一些醫護用口罩及葷素搭配的
盒飯，給奮戰在一綫崗位，勞苦
功高的華裔警察。口罩將擇日在
美南新聞大樓門口頒發。另外
，.由 「美南山東同鄉會」副會
長徐洪濱準備了葷素搭配的盒飯
，希望中國城附近的華裔（或亞
裔）警察，今天（4月29日，星
期三）到敦煌廣場 「友家」餐廳
領取。

據 「美南山東同鄉會」會長
修宗明表示：口罩頒發將擇日在
「美南新聞大樓」前廣埸舉行，

歡迎各華裔警察盡快與 「美南山
東同鄉會」副會長秦鴻鈞聯繫
（713-306-6808 ），同鄉會好
事先準備口罩數量。並儘速擇日
舉行捐贈儀式。

居家防疫期間，提高人體免疫力，是個人防疫的重要基礎。那麼如何更好的抵抗病毒，提
高人體免疫力呢?中醫尤其重視“未病先防，有病早治，既病防變，病後固本”。保持健康生活
模式才能增強身體抵抗力。若論到實踐健康生活，最基本的莫如不吸煙和不飲酒，還包括均衡
飲食、恆常運動、心境開朗及充足休息。

張朝慧是德州執照針灸師，中醫師。中國湖北中醫學院畢業，30餘年臨床經驗。休斯頓執
業近20年。
主題: 現場中醫師與你談如何防疫和增強免疫力
講員: 張朝慧中醫師
時間: 2020年5月2日,星期六,下午2-4點
ZOOM 網上會議室鏈接:
https://zoom.us/j/95928351888
或撥打: +1 346 248 7799 US (Houston)
會議號碼:959 2835 1888
本活動免費，歡迎所有社區人士踴躍參加! (開放現場問答)

光鹽社健康講座 中醫師與你談如何防疫和增強免疫力

「美南山東同鄉會」 贈送華裔警察盒飯及口罩
盒飯今天中午在敦煌廣場 「友家」 餐館發送

圖為美南山東同鄉會將於今天中午在敦煌廣場圖為美南山東同鄉會將於今天中午在敦煌廣場 「「友家友家」」 餐廳捐餐廳捐
贈發放的葷素搭配的盒飯贈發放的葷素搭配的盒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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