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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4月 29日，印度新冠肺炎累

计确诊人数已破三万。据报道，位于

孟买的塔拉维贫民窟 28 日新增 42 例

确诊患者，累计确诊病例达 330例。

这是印度最大的贫民窟，也是亚洲最

大的贫民窟之一。

人口密度高，卫生条件有限，新

冠病毒检测能力不足，确诊病例持续

高位攀升，有13.5亿人口的印度会成

为全球疫情的下一个“震中”吗？外

界不无担忧。

当地时间 4月 5日 21 点，印度民

众熄灯9分钟，点燃蜡烛和油灯为抗

疫祈福。来源：中新网 疫情也冲击

着印度华侨华人的生活与工作。居家

避疫的这段日子，印度华商陈风琼内

心五味杂陈。有对疫情蔓延的担忧、

工厂无法开工的焦虑，也有同胞之间

守望相助的温暖，以及坚守当地扛过

疫情的决心。

3月 24日晚，印度总理莫迪宣布

从当天午夜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为期

21天的“封城”措施，规定“每个村

庄和每条小巷都将严格实施封锁”，

并要求民众取消一切社交活动，除购

买生活必需品等特定情况外一律不要

外出。4月14日，封锁期延长19天。

据媒体报道，由于担忧封锁后购

物不便，不少民众听到莫迪讲话后走

出家门，去附近的市场抢购食品等物

资。不少在孟买等地拉车或经营小店

谋生的印度人开始返乡。

陈风琼介绍，“封城”并未引起

侨胞们的慌乱。在中国和欧洲相继出

现疫情后，大家已经提高了警惕，提

前购置了口罩、消毒水等防疫物资，

并储备了大量食品放置家中。“我从

3月 15日便开始储备物资，购买的米

、油能吃到6月份。还买了不少的土

豆、水果，并提前做了一些泡菜、咸

菜。”

疫情期间储备的水果、土豆等物

资。受访者供图。 她介绍，封锁之

下，蔬菜等生活物资仍可在超市及流

动商贩处购买，但一些印度不常见的

菜如蘑菇、豆腐等涨价明显。肉类供

应减少且价格翻番。

“买肉需要抢购，晚上十点半电

商平台开通购买，限量供应，且仅限

市区送货。羊肉原来一公斤550卢比(

约 51 元人民币)，现在一斤就需 750

卢比。鸡肉之前一公斤 220卢比，现

在一斤的价格涨到了500卢比。”

不过，由于春节前做了不少腊肉

，此后又储备了一些肉类，陈风琼的

餐桌目前并未受到太大的影响。居家

期间，她和旅印中国妇女联合会的姐

妹们一起，研究厨艺，发到微信群里

互相交流。

不过时间一长，家里烹饪中国

菜所需的调料逐渐减少。陈风琼

担心，疫情持续下去，这些调料

无处可买。

印度疫情初期，印度人几乎没

人戴口罩。陈风琼介绍，由于防

范意识较强，侨胞们很早便养成

了外出戴口罩的习惯，这引来一

些当地人异样的眼光。

据她了解，“封城”初期，曾

有少数同胞被拒绝进入小区居住

。也有嫁入印度家庭的中国媳妇

带着孩子在小区公园玩耍时，遭

到旁边的人取笑。随着疫情持续

发展，印度政府规定居民在所有

公共场所都必须佩戴口罩，侨胞

们遇到的“特殊”对待减少。不

过一些印度媒体上，仍不乏“中

国病毒”这类歧视性话语。

“我们尽量减少外出，言行也

很谨慎，要确保自己不受病毒感

染。”陈风琼说，到目前为止，

没听说华侨华人中有疑似、确诊

病例。

疫情之下，在印同胞守望相助

，中国驻印度使领馆也提供多种

服务，成为侨胞们的坚强后盾。

使馆发放的“健康包”。受访者

供图。 陈风琼介绍，印度侨团、商

会组织一起建立了多个互助微信群，

大家在群里及时分享疫情动态及各自

的经历，提醒同胞做好防范。由于

“封城”后需要特别通行证才能出行

，有少量侨胞拿到了通行证，他们也

会帮助其他人采买物资等。有中国留

学生因为学校关闭没有住所，侨胞们

也热心帮忙解决困难。

疫情发生以来，中国驻印度大使

馆组织了多次视频会议，为在印同胞

答疑解惑，提醒大家做好防范，还分

批发放了“健康包”，确保大家有必

要的防疫物资。

“疫情开始后，我手机里的讯

息就没有停过。大家互相提醒互相

鼓励，有问题一起想办法解决。可

以说，印度侨胞没有一个人是孤单

的。”

陈风琼从事印刷包装生意。她

的公司位于印度北方邦诺伊达，这

里是印度手机生产加工基地，也是

华侨华人、中资企业聚集地，距印

度首都新德里约一个小时车程。

2017年，陈风琼来到印度打拼。

前几年时间，她装修厂房、安装设备

、拓展客户资源，一步一步为企业发

展打好基础。在她设定的计划中，

2020年被寄予了厚望。但疫情显然打

乱了她的节奏。

她介绍，印度“封城”一个多月

以来，自己的工厂无法开工，正在洽

谈的业务也全部中止，但工资、厂房

租金等仍需要支出，内心难免焦虑。

工厂处于停产状态。受访者供图

。 “印度现在的疫情形势并不明朗

，如果能很快控制住，大家还能扛过

去。如果疫情持续时间很久，可能很

多华商都没法支撑下去。”

当前的形势下，也有不少华商内

心波动，考虑撤回国内。陈风琼则没

有犹豫，要留在当地扛过这次疫情。

“我的客户没有撤走，我也不会

撤走。虽然疫情对今年的业务影响很

大，但印度市场机遇还是很大，目光

要放长远一些。”

她说：“现在不止是印度受到疫

情影响，全球的状况都不太好，没有

必要埋怨，也不能逃避问题。先让自

己冷静下来，等待机会顺势而为，一

定会守得云开见月明。”

疫情下的印度华商
扛过去，终将守得云开见月明

數字人民幣內測，功能超牛！
會取代現金嗎

最近，隨著壹張數字貨幣錢包

內測圖片的曝光，從2014年就開始

研究的央行數字貨幣，終於揭開神

秘面紗的壹角。

數字貨幣開啟內測
中國人民銀行數字貨幣研究所

日前透露，當前網傳數字人民幣體

系(DC/EP)信息為技術研發過程中的

測試內容，但並不意味著數字人民

幣正式落地發行。當前階段將先行

在深圳、蘇州、雄安、成都及未來的

冬奧場景進行內部封閉試點測試。

而據媒體報道，5月開始，蘇

州市相城區各區級機關和企事業單

位部分人員工資中交通補貼的50%

將以數字貨幣的形式發放。

數字貨幣開啟了內測，大家的

好奇心已然勾起，壹連串問題也接

踵而至：什麼是數字貨幣？有什麼

好處？如何發行使用？會完全取代

紙幣嗎？會不會取代支付寶和微信

支付？會不會超發從而引發通脹？

數字貨幣是什麼？
簡單來說，央行數字貨幣是紙鈔

的數字化替代。它有壹個英文名：DC/

EP(Digital Currency Electronic Pay-

ment)，即數字貨幣和電子支付工具。

“數字貨幣的功能和屬性跟紙鈔完

全壹樣，只不過它的形態是數字化的。

”央行數字貨幣研究所所長穆長春說。

央行行長易綱2019年曾在新聞

發布會上表示，將來中國數字貨幣和

電子支付的目標是替代壹部分M0(流通

中現金)，而並非去替代狹義貨幣M1(

流通中現金+企業活期存款)或廣義貨幣

M2(流通中現金+企業活期存款+定期存

款+居民儲蓄存款+其它存款)。

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副

院長趙錫軍對中新網記者說，數字

貨幣能像紙鈔壹樣流通，它的定位

就是現金的替代，跟現金壹樣是法

幣，有國家信用背書，具有無限法

償性，任何人都不能拒絕接受。

數字貨幣有多牛？
穆長春曾描繪這樣的使用場景：只

要妳我手機上都有DC/EP的數字錢包，

那連網絡都不需要，只要手機有電，兩

個手機碰壹碰，就能把壹個人數字錢包

裏的數字貨幣，轉給另壹個人。

而且，在支付的時候，是不需

要綁定任何銀行賬戶的。不像現在

用微信也好、支付寶也好，都要綁

定壹張銀行卡，但DC/EP不需要。

穆長春說，除非妳要往數字錢

包充錢，或者妳想從數字錢包裏取

錢出來去理財，除此之外，用戶與

用戶之間的相互轉賬是不需要進行

賬戶的綁定的。這就意味著，DC/

EP能像紙鈔壹樣流通。

新網銀行首席研究員董希渺對

記者表示，數字貨幣可以實現“雙離

線支付”，收支雙方都離線，也能進

行支付。只要手機有電，哪怕整個網

絡都斷了也可以實現支付。這壹點確

實比微信支付、支付寶更有優勢。

另外，數字貨幣可以實現可控匿名

，也就是說能滿足匿名支付的需求。只

要妳不犯罪，可以用來進行壹些不想讓

別人知道的消費。而支付寶、微信支付

是跟傳統銀行賬戶體系緊緊綁定的，都

是實名支付，滿足不了匿名的需求。

如何發行使用？
據了解，數字貨幣采取跟現鈔

壹樣的“雙層運營”投放方式——

人民銀行對商業銀行，商業銀行或

商業機構對公眾。並不會直接對公

眾發行數字貨幣。

易綱曾解釋說，“我們數字貨

幣將來的框架是中央銀行和商業銀

行雙層運行體系，不改變現在的貨

幣投放路徑和體系，這樣就充分調

動了市場的積極性。

穆長春指出，數字貨幣的兌換

依然會保持這種結構：商業銀行在

中央銀行開戶，按照百分之百全額

繳納準備金，個人和企業通過商業

銀行或商業機構開立數字錢包。

那麼對於用戶來說，其實也不

需要跑到商業銀行去，只要下載壹

個App，註冊壹下，這個錢包就可

以使用了，比如接收別人的付款，

再比如妳要兌換數字貨幣，那麼只

要用妳的銀行卡進行兌換就行了。

會完全取代紙幣嗎？
穆長春介紹，央行數字貨幣

DC/EP是要從M0入手，也就是說，

要從數字化貨幣替代流通中的紙鈔

和硬幣入手，並非要取代所有的人

民幣。在商業銀行賬戶裏的余額，

實際上已經是以數字化形態存在了

，沒有必要再進行替換。

董希渺認為，數字貨幣不可能

完全取代現金。至少從目前來看，

還存在壹些技術上的限制。另外，

由於用戶習慣不同，不是所有人都

習慣這種支付方式。比如壹些年紀

大的人可能就不接受數字貨幣。但

數字貨幣如果正式推出，對銀行或

商戶來說，就不能拒絕用戶使用。

趙錫軍表示，數字貨幣取代紙

幣面臨兩個約束，壹個使用者是否

願意用，二是技術條件能否滿足，

因為交易支付的速度受制於技術，

當交易數量突破壹定限制，可能會

引起故障、宕機、軟件崩潰。

會沖擊支付寶和微信支付嗎？
“用支付寶還是微信支付？”

“我用數字貨幣！”

未來這種場景可能會成為現實。

董希渺指出，央行數字貨幣是法

定貨幣，而微信支付和支付寶只是壹

種支付方式，數字貨幣的效力完全不

是微信支付和支付寶能夠相提並論的。

從用戶視角看，央行數字貨幣使用範

圍更廣，具有無限法償性，具有強制

性，而其他支付手段並沒有這個功能。

“具體來說，機構或個人不接

受支付寶或微信付款，在法律上沒

有問題。但拒絕用戶使用現金或數

字貨幣付款就是違法的。”董希渺

指出，也許會出現壹種可能，使用

央行數字貨幣的人越來越多，使用

支付寶和微信支付的人越來越少。

趙錫軍表示，數字貨幣推出後

，由於其可以離線支付、安全性更

高、使用範圍更廣，而且不用綁定

銀行賬戶，實現可控匿名，預計雙

方的使用規模可能會此消彼長。

會不會引發通貨膨脹？
數字貨幣發行成本較低，會不

會超發引發通貨膨脹？

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高級研

究員徐遠認為，數字貨幣和紙幣是壹比壹

兌換的，現在商業銀行要獲得數字貨幣，

必須拿以前的貨幣來換，並不增加總量，

這是第壹步，試點的時候並不增加總量。

央行表示，考慮到前期數字貨

幣僅限於試點，短期內不會大量發

行和全面推廣，貨幣流通速度也將

保持正常水平。

妳期待數字貨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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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人民銀行聯合銀保監會

組織召開全國金融精準扶貧工作電視

電話會議。會議強調，各金融機構要

繼續認真做好今年金融扶貧的重點工

作，聚焦“三區三州”等深度貧困地

區和未摘帽貧困縣，用好用足扶貧再

貸款等政策工具，繼續加大金融資源投

入，力爭實現基礎金融服務全覆蓋。

會議還特別指出，要高度重視扶貧領

域融資風險，加強貧困地區信貸質量監

測，進壹步完善扶貧小額信貸政策，管

好用好扶貧小額信貸，防止風險累積。

會議指出，金融系統在支持脫貧

攻堅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近年來，建檔立卡貧困人口及已

脫貧人口貸款余額持續增長，貸款

覆蓋面穩步提升，“三區三州”等

深度貧困地區貸款增速保持較快增

長，基礎金融服務明顯改善。

會議指出，繼續推動金融支持和產

業扶貧結合，對受疫情影響的扶貧龍頭

企業，落實不抽貸、不斷貸、不壓貸的

要求。繼續抓好巡視整改和作風治理，

排查金融扶貧政策落實過程中存在的擔

當作為不夠、政策把握不精準、形式主

義官僚主義等問題，確保及時整改到位

。要高度重視扶貧領域融資風險，加強

貧困地區信貸質量監測，進壹步完善扶

貧小額信貸政策，管好用好扶貧小額信

貸，防止風險累積。

多地正在推動金融扶貧風險防範

和化解。記者從中國人民銀行西安

分行獲悉，其按月開展扶貧小額信

貸質量監測，按季對轄內扶貧小額信貸逾期和不良貸

款金額較高的機構進行通報。向省聯社發送風險提示

函，並在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後，及時推動省聯社對受

疫情影響不能按時收回的貸款進行評估，提前做好風險

研判。與此同時，探索市場化風險化解模式。推動省內保

險、銀行、期貨機構加強合作，在延安等地試點“保險+

期貨+銀行”扶貧模式，其中，2019年富縣蘋果投保1371

萬元，共計賠付1800萬元，是鄭州商品交易所最大的蘋果

價格保險項目理賠額度，覆蓋貧困戶511戶，受益362萬元。

會議要求，要統籌推進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金

融精準扶貧工作，切實拿出決戰決勝的精神狀態，

全面壓實責任，確保完成全年扶貧工作目標任務。

落實好已出臺的各項支持政策，特別是中小微企業

貸款臨時性延期還本付息、扶貧小額信貸延長還款

期限等。實施差異化的監管政策，適當增加信貸政

策彈性，統籌平衡好信貸投放和信用風險。提高保

險保障水平，完善以“農業保險+大病保險”為核心

的保險扶貧體系。認真總結金融精準扶貧典型經驗

，梳理研究金融扶貧政策的延續與優化，完善 2020

年後針對相對貧困地區的支持政策，發展普惠金融，

做好與鄉村振興金融服務的接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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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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02_DUNHUANG 敦煌植牙_1234567B_8

白牙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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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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匹茲堡大學的一名正在對新型冠
狀病毒“Covid-19”進行研究並將取得“非常重要發現” （
very significant findings）的教授週末（5月2日）在家被槍殺。

據匹茲堡羅斯警察局（Ross Police Department) 稱，週六在
匹茲堡大學研究助教授劉冰（Bing Liu) 的聯排別墅中發現他的頭
部、頸部、軀幹和四肢都有槍傷。

調查人員認為，一名身份不明的第二人被發現死於
車內，系在回家之前自殺，相信是他在自殺前槍殺了
劉冰。

偵探警官布萊恩·科赫普（Brian Kohlhepp）說，警
方相信兩人是彼此了解的，但說“沒有跡象表明有人
瞄準了他（劉）是中國人”。

該大學發表聲明說，“對匹茲堡大學多為的研究人
員和令人敬佩的同事劉冰的不幸去世深感悲傷。在這
個困難時期，大學對劉的家人、朋友和同事表示最深
切的同情。 ”

該大學計算機與系統生物學系的同事說：“ 劉冰
即將在了解SARS-CoV-2感染基礎的細胞機制和接
下來的並發症的細胞基礎方面取得非常重要的發現，
”

該大學醫學院的成員將他們的前同事描述為傑出的
研究者和導師（an outstanding researcher and mentor），並承諾完
成劉的研究，“以向他的科學成就致敬”。

歌手格萊姆斯和馬斯克首個兒子問世，名字背後包含寓意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加拿大歌手

格萊姆斯（Grimes)透露了她和特斯拉（Tesla
）和 SpaceX 首席執行官埃隆·馬斯克（Elon
Musk）獨生子的出來及名字背後的含義。

格萊姆斯在星期二的Twitter上宣布了他
們的兒子出生，並告訴粉絲他們為兒子起名
X Æ A-12 Musk。

關於名字選擇的議論來得又快又多，在
線社區的許多成員都在想知道它的發音。

此後，格萊姆斯在Twitter帖子中細分了
兒子姓名的每個字符。

加拿大音樂家格萊姆斯的真實姓名
Claire Elise Boucher，她解釋說“ X”代表
“未知變量”，同時，“Æ”是 AI 精靈
（Elven spelling of AI）的縮寫，它是人工智
能的精靈拼寫，並以多種語言（例如日語）翻譯為“愛”。

這位32歲的明星隨後分享說，兒子名字的一部分是涉及到
這對夫婦最喜歡的航天飛機。

她說：“ A-12是SR-17（我們最喜歡的飛機）的前身，沒
有武器，沒有防禦，只有速度，戰鬥力強，但非暴力。”

格萊姆斯通過透露名字中的“ A”還代表“ Archangel”，

是她最喜歡的一首歌曲。
雖然她很善解人意，但並沒有告知粉絲如何實際發音。
XÆA-12是格萊姆斯和馬斯克的第一個孩子。 48歲的馬斯

克以前的婚姻還有另外五個兒子：一對雙胞胎格裏芬（Griffin）
和哈維爾（Xavier），以及叁胞胎達米安（Damian），撒克遜
（Saxon）和凱（Kai ）。

格萊姆斯1月份在Instagram上發布消息證實了她懷了馬斯克

的孩子。
她寫道：“我感到自己準備不足，因為“不知道” 懷孕是

否應可以看到或有可討論性。”
“我（真的）不明白我的經曆，它也很不錯，但是這會使工

作變得更加艱辛。雖然擅長寫作和有很多荒唐的想法，但是任何
體力的事情都很難。面對網上仇恨者和哈哈之類的東西，我也更
情緒低落，膽怯。”

匹茲堡大學研究Covid-19的教授在家被謀殺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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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中文台和聯禾地產聯手送愛心德州中文台和聯禾地產聯手送愛心

上週五上週五,, 五月一日的上午五月一日的上午
，，德州中文台假聯禾地產的樓德州中文台假聯禾地產的樓
下穿堂放發口罩給德州中文台下穿堂放發口罩給德州中文台
的忠實聽眾們的忠實聽眾們。。由於疫情的關由於疫情的關
係和逐漸的解封係和逐漸的解封，，很多人都已很多人都已
經開始出來活動經開始出來活動。。可是依照政可是依照政
府的規定府的規定，，大家是需要戴口罩大家是需要戴口罩
的的，，但是有些老人家或弱勢朋但是有些老人家或弱勢朋

友們是沒有資源可以拿友們是沒有資源可以拿
到口罩的到口罩的。。德州中文台德州中文台
的一位忠實聽眾非常認的一位忠實聽眾非常認
真的捐贈了一千個口罩真的捐贈了一千個口罩
。。以十個為單位以十個為單位，，包裝包裝
在醫療用的一個紙袋裡在醫療用的一個紙袋裡
面面。。由於聯禾地產的由於聯禾地產的
Josie LinJosie Lin 公司的位置就公司的位置就
在敦煌廣場在敦煌廣場，，而且也是而且也是
德州中文台的地產小百德州中文台的地產小百

科主講人科主講人,, 每個週五每個週五Josie LinJosie Lin
都和胡美俊與我們的華人朋友都和胡美俊與我們的華人朋友
們分享專業知識們分享專業知識，，還有美麗大還有美麗大
方的三三旅遊主持人方的三三旅遊主持人 IrisIris 一同一同
共襄盛舉共襄盛舉!!

因此在德州中文台忠實觀因此在德州中文台忠實觀
眾出錢眾出錢，，Josie, IrisJosie, Iris和胡美俊出和胡美俊出
力的情況下力的情況下，，一起發放口罩給一起發放口罩給

聽眾朋友們聽眾朋友們。。希望這是一個散希望這是一個散
播種子的行動播種子的行動。。而且德州中文而且德州中文
台有很好的準備台有很好的準備，，就是聽眾必就是聽眾必
須打電話進來預定才能夠得到須打電話進來預定才能夠得到
這個口罩這個口罩。。所以也請大家留心所以也請大家留心
聽德州中文台的廣播聽德州中文台的廣播。。如果大如果大
家意願但需要有一個管道可以家意願但需要有一個管道可以
散播愛心的話散播愛心的話，，德州中文台和德州中文台和
聯禾地產都非常樂於服務聯禾地產都非常樂於服務。。聯聯
禾 地 產 的 電 話 是禾 地 產 的 電 話 是
713713--630630--80008000，，德州中文台德州中文台
的電話是的電話是713713--839839--18801880。。德德
州中文台每周一至周五早上到州中文台每周一至周五早上到
中午中午，，在在AMAM 13201320播出播出，，一周一周
播出播出 5050 ++個小時個小時。。網站是網站是::
www.NiHaoHouston.comwww.NiHaoHouston.com幫助幫助
我們社區的同胞們我們社區的同胞們。。

((美澳連線美澳連線))僑胞致函美衛福部僑胞致函美衛福部 挺台加入世衛挺台加入世衛 楊楚楓楊楚楓
世界衛生大會世界衛生大會 (World Health As(World Health As--

sembly)sembly)五月份即將召開五月份即將召開，，美南地區近兩美南地區近兩
百位僑胞百位僑胞，，於於44月月2222日日，，聯名致函美國聯名致函美國
衛福部部長衛福部部長Alex AzarAlex Azar，，籲請支持台灣參籲請支持台灣參
與世界衛生組織與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World Health Organi--
zation)zation)相關活動相關活動，，協助健全全球醫衞體協助健全全球醫衞體
系系。。

據了解據了解，，寄出的請願函寄出的請願函，，來自德州來自德州
、、路易斯安那州路易斯安那州、、奧克拉荷瑪州奧克拉荷瑪州、、阿肯阿肯
色州及密西西比州近三百多位僑胞聯名色州及密西西比州近三百多位僑胞聯名
發送發送。。為配合各州的為配合各州的 「「居家避疫令居家避疫令」」 ，，
此次是居住當地台灣鄉親首度在線上進此次是居住當地台灣鄉親首度在線上進
行信函聯署行信函聯署。。很多僑胞表示很多僑胞表示，，雖然多位雖然多位
美國政要及民意代表美國政要及民意代表，，已表態支持台灣已表態支持台灣
參與今年的世界衛生組織相關活動參與今年的世界衛生組織相關活動，，但但
台美人仕社區的心聲台美人仕社區的心聲，，必須明確表達必須明確表達，，
所以仍發起聯署活動所以仍發起聯署活動，，再次懇請再次懇請AzarAzar部部
長持續支持台灣返回國際組織長持續支持台灣返回國際組織，，貢獻醫貢獻醫
療專長及分享防疫經驗療專長及分享防疫經驗。。

位於德州休斯頓駐台北經濟文化辦位於德州休斯頓駐台北經濟文化辦
事處處長陳家彥事處處長陳家彥，，對於美南僑胞熱烈支對於美南僑胞熱烈支
持台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相關體系及事持台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相關體系及事
務深表感謝務深表感謝。。他表示他表示，，台灣有能力也有台灣有能力也有
意願協助世界各國改善醫衞品質意願協助世界各國改善醫衞品質；；這次這次
武漢肺炎疫情在全球爆發武漢肺炎疫情在全球爆發，，中華民國除中華民國除
了捐贈歐美國家了捐贈歐美國家10001000萬份醫療口罩萬份醫療口罩，，捐捐
贈行動也在東南亞有需求的國家進行中贈行動也在東南亞有需求的國家進行中
，，具體落實具體落實 「「Taiwan can HelpTaiwan can Help」」 以及以及
「「Taiwan is helpingTaiwan is helping」」 兩個重要概念兩個重要概念。。

我移居美國我移居美國4747 年年，，一句跟當地的美一句跟當地的美
國台胞有交往互動國台胞有交往互動，，我感覺他們雖然遠我感覺他們雖然遠
離台灣寶島離台灣寶島，，但愛護台灣但愛護台灣、、關注台灣之關注台灣之
情情，，依舊是濃不可分依舊是濃不可分。。近日他們對於世近日他們對於世
界衛生組織秘書長譚德塞指責台灣對他界衛生組織秘書長譚德塞指責台灣對他
進行人身攻擊進行人身攻擊，，這個無中生有的指謫這個無中生有的指謫，，
令到台灣內外民眾十分氣憤令到台灣內外民眾十分氣憤。。有多位台有多位台
灣青年灣青年，，發起反抗行動發起反抗行動。。他們號召民眾他們號召民眾
，，一起募資新台幣一起募資新台幣400400萬元萬元（（約約1313..33萬萬
美元美元））買下紐約時報全版廣告買下紐約時報全版廣告，，盼用真盼用真
相回擊譚德塞相回擊譚德塞。。最後僅花費不到最後僅花費不到99小時小時
，，便提早達標便提早達標，，有足夠款項去宣揚有足夠款項去宣揚。。

本次募資由聶永真本次募資由聶永真、、阿滴阿滴、、沃草共沃草共
同創辦人林祖儀同創辦人林祖儀、、迷走工作坊張少濂及迷走工作坊張少濂及
YouTuberYouTuber張志祺張志祺，，共同在嘖嘖募資平台共同在嘖嘖募資平台
上發起上發起 「「刊登紐約時報全版廣告刊登紐約時報全版廣告：：台灣台灣
人寫給世界的一封信人寫給世界的一封信」」 活動活動，，原本預計原本預計
在在1818小時內募資新台幣小時內募資新台幣400400萬元萬元，，但台但台
灣灣1010日下午日下午11時時3030分開始分開始，，截至晚間截至晚間
1010時時，，就已募得超過目標的新台幣就已募得超過目標的新台幣400400
萬元萬元。。

對於此次活動對於此次活動，，發起人在文案中表發起人在文案中表
示示，，台灣自新冠肺炎台灣自新冠肺炎（（20192019冠狀病毒疾冠狀病毒疾
病病，，COVID-COVID-1919））疫情開始疫情開始，，就管控得就管控得
當當，，作為守護全球公衛體系的旗手世界作為守護全球公衛體系的旗手世界
衛生組織衛生組織（（WHOWHO））秘書長譚德塞秘書長譚德塞，，理應理應
對台灣有卻讚賞對台灣有卻讚賞。。但他卻反其道而行之但他卻反其道而行之
，，以激烈言論污衊台灣國際形象以激烈言論污衊台灣國際形象，，抨擊抨擊
全體台灣人全體台灣人，，這才會激發台民有此次募這才會激發台民有此次募

資活動資活動，，去刊登美國最有影響效力的去刊登美國最有影響效力的
「「紐約時報紐約時報」」 全版廣告的想法全版廣告的想法。。

在今次禍延全球的金冠肺炎疫情中在今次禍延全球的金冠肺炎疫情中
，，台灣因超前部署而防疫有成台灣因超前部署而防疫有成，，現在也現在也
開始散播開始散播Taiwan Can HelpTaiwan Can Help的信念的信念，，適適
度向疫情嚴重的國家運送物資度向疫情嚴重的國家運送物資。《。《紐約紐約
時報時報》》報導報導，，民主體制的台灣民主體制的台灣，，正在疫正在疫
情援助外交上與中國競爭情援助外交上與中國競爭，，以抵抗北京以抵抗北京
當局在國際社會長期對台灣的孤立打壓當局在國際社會長期對台灣的孤立打壓
，，而台灣的努力而台灣的努力，，的確在國際間引起迴的確在國際間引起迴
響響。。 「「紐時紐時」」 報導報導，，台灣藉由防疫物資台灣藉由防疫物資
援助援助，，在國際間宣揚自己是民主模範在國際間宣揚自己是民主模範，，
中國則利用疫情危機中國則利用疫情危機，，宣揚專制體制的宣揚專制體制的
優勢優勢。。而台灣捐贈防疫物資而台灣捐贈防疫物資，，分別獲得分別獲得
美國與歐洲國家官員的公開讚揚美國與歐洲國家官員的公開讚揚，，包括包括
微軟創辦人比爾蓋茲微軟創辦人比爾蓋茲（（Bill GatesBill Gates）、）、好好
萊塢大明星芭芭拉史翠珊萊塢大明星芭芭拉史翠珊（（BarbaraBarbara
StreisandStreisand））等政商名流都稱許台灣是防等政商名流都稱許台灣是防
疫典範疫典範。。截至截至44 月月2222日日，，台灣的金冠肺台灣的金冠肺
炎確診病例為炎確診病例為426426例例，，死亡病例為死亡病例為66例例，，
遠低於許多國家遠低於許多國家，，得以不必實施代價高得以不必實施代價高
昂的封城措施昂的封城措施，，一切歸功於在疫情初期一切歸功於在疫情初期
，，即迅速實施旅行限制即迅速實施旅行限制、、篩查入境旅客篩查入境旅客
、、準備防疫物資準備防疫物資。。

報導指出報導指出，，台灣積極爭取全球認同台灣積極爭取全球認同
，，也讓更多人質疑中國在外交場域對台也讓更多人質疑中國在外交場域對台
灣的孤立造法灣的孤立造法，，是否有些過態是否有些過態。。台灣人台灣人
也是中國人也是中國人，，為什麼要阻止台灣加入世為什麼要阻止台灣加入世
衛組織衛組織？？假如因為台灣長期被拒於世衛假如因為台灣長期被拒於世衛

組織門外組織門外，，因而未能得到世界各地的健因而未能得到世界各地的健
康衛生防護信息康衛生防護信息，，因而導至台灣民眾發因而導至台灣民眾發
病以至死亡病以至死亡，，大陸政府又於心何忍大陸政府又於心何忍？？這這
無疑對北京長年累月地宣稱統一台灣無疑對北京長年累月地宣稱統一台灣，，
作出嚴重的相反效果作出嚴重的相反效果。。這種拒台於千里這種拒台於千里
的強硬動作的強硬動作，，只會激怒台灣人民的抗中只會激怒台灣人民的抗中
情緒情緒，，更升高兩岸敵對的態勢更升高兩岸敵對的態勢。。中國官中國官
方有眾多有識之仕方有眾多有識之仕，，緣何會走這樣愚蠢緣何會走這樣愚蠢
之路之路，，真的令人費解真的令人費解。。

疫情並未讓北京放鬆對台灣的進犯疫情並未讓北京放鬆對台灣的進犯
，，解放軍艦艇仍在台海航行解放軍艦艇仍在台海航行。。中國甚至中國甚至
有評論家宣稱有評論家宣稱，，若台灣繼續若台灣繼續 「「以疫求獨以疫求獨
」」 拓展外交場域拓展外交場域，，北京當局可能會在經北京當局可能會在經
濟上懲罰台灣濟上懲罰台灣，，甚至可能使美中之間的甚至可能使美中之間的
緊張關係更加惡化緊張關係更加惡化。。

不過台灣許多民眾也積極在網路分不過台灣許多民眾也積極在網路分
享享#TaiwanCanHelp#TaiwanCanHelp 的關鍵字標籤的關鍵字標籤，，並並
募資在西方媒體宣揚台灣的防疫成功募資在西方媒體宣揚台灣的防疫成功。。
他們說他們說：： 「「誰能孤立台灣誰能孤立台灣？？誰都不能誰都不能。。
」」

44 月下旬月下旬，，共計共計127127位歐洲政要透位歐洲政要透
過聯名致函過聯名致函，，向歐盟高級官員及向歐盟高級官員及WHOWHO秘秘
書長譚德塞表示書長譚德塞表示，，WHOWHO長期排除台灣是長期排除台灣是
對台灣民眾的歧視與不公對台灣民眾的歧視與不公。。

台灣外交部在發布新聞稿指出台灣外交部在發布新聞稿指出，，台台
灣長期受世界衛生組織灣長期受世界衛生組織（（WHOWHO））歧視與歧視與
不公平待遇不公平待遇，，引起國際關注引起國際關注，，歐洲議會歐洲議會
6767位跨黨團議員位跨黨團議員，，1818日聯名致函歐洲聯日聯名致函歐洲聯
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級代表波瑞爾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級代表波瑞爾（（JoJo--

sep Borrellsep Borrell），），而德國國會而德國國會6060位跨黨派位跨黨派
議員議員 也一併連署致函譚德塞也一併連署致函譚德塞，，共計共計127127
位歐洲政要為台灣發聲位歐洲政要為台灣發聲，，一致肯定台灣一致肯定台灣
對新冠肺炎疫情的因應模式值得學習對新冠肺炎疫情的因應模式值得學習，，
WHOWHO排除台灣是對台灣民眾的歧視與不排除台灣是對台灣民眾的歧視與不
公公。。

2727位歐盟政要位歐盟政要，，強烈支持台灣參與強烈支持台灣參與
預定預定55月舉行的世界衛生大會月舉行的世界衛生大會（（WHAWHA））
，，希望譚德塞秉持專業希望譚德塞秉持專業、、中立中立、、倫理立倫理立
塲的想法塲的想法，，不要忽視台灣民眾的健康福不要忽視台灣民眾的健康福
祉祉，，邀請台灣參加邀請台灣參加，，以符合以符合WHOWHO 「「全民全民
均健均健」」 （（Health forAllHealth forAll）、）、 「「不遺棄任何不遺棄任何
人人」」 （（Leave no one behindLeave no one behind））的一貫宗的一貫宗
旨旨。。

德國國會聯名函發起人謝安妮德國國會聯名函發起人謝安妮
（（Anita SchaferAnita Schafer））支持台灣以觀察員身支持台灣以觀察員身
分參與分參與WHOWHO相關會議與活動相關會議與活動，，包括全球包括全球
疫情警報與反應網絡疫情警報與反應網絡（（GOARNGOARN）。）。此外此外
，，將台灣納入國際衛生體系將台灣納入國際衛生體系，，有助在醫有助在醫
療物資供應及疫苗研發等領域促進國際療物資供應及疫苗研發等領域促進國際
合作合作，，對抗新冠肺炎對抗新冠肺炎（（20192019冠狀病毒疾冠狀病毒疾
病病，，COVID-COVID-1919））蔓延全球蔓延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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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休斯頓報導) 在新型冠狀
病毒流行期間，許多人待在家中的
時間變長很多，家戶戶都要用電，
而做生意更少不了電，您知道如何
聰明用電而能省錢嗎？休斯頓有30
多個電力公司，各家收費規則與服
務都不同，選對電力公司，能省心
又省錢。其中，Reliant 電力公司是
歷史最悠久的一家，口碑信譽也好
，曾獲BBB 的年度Excellent 最優獎
，無論是規模或服務，都獲得專業
肯定。

Reliant 電力公司提供住家和商
業用電、搬家通電、轉換電力公司
等服務，加上有華人專門為華裔社
區服務，不少民眾換過幾家電力公
司後，最後又回到Reliant，感覺還
是Reliant的服務比較好。

有專人負責華裔市場
民眾劉太太表示，她經朋友介

紹，轉用Reliant 的電，Reliant有華
語的市場負責人員幫忙，她叫林玉
儀(Yuyi Lin)，協助接電等相關事項
，覺得她服務很親切，尤其是解釋
的很清楚。

林玉儀負責經營Reliant 電力公
司休斯頓的華裔市場，國語、粵語
和英文都相當流利，曾在Reliant門
市部銷售 8 年，為住家提供搬家通
電、轉換電力公司等服務。與她合
作過的民眾，都有很好的評價，說
她在解釋用電的部分非常清楚。

用電的訣竅，告訴您如何省錢

在商業用電的部分，知道秘訣和不
知道，所交的電費會相差很多，有
技巧地用電，將會幫你省下很多錢
。商業電費主要由兩部分組成的，
我們分別來了解如下：

第一部分是 Energy Charge：
電 的 量 度 單 位 是 千 瓦 時

（KWH)，Energy Charge 這部分是
電力公司決定的價格。通常天然氣
和供求關係會決定 Energy Charge，
在合同期內是一個固定的價格。一
般來說，越長的合同越便宜，例如
五年合同就比一年合同便宜。

Nodal Pass Through: 有時候，
如果某城市高峰期不夠電用，會向
別的城市要電，如果長途運輸電，
運輸過程中電會損耗很多，所以有
些公司有這項收費，一般是用電量
少的公司。Reliant 公司的 Energy

Charge已經包含這部分在裡面，用
電量大的公司，可包可不包，看具
體合同而定。

第二部分是Demand (KW) ：
Demand 是你用電的速度。比

如說接滿同樣大小的一缸水，你可
以打開水龍頭慢慢地裝一個小時，
也可以快快用15分鐘裝滿。家居用
電一般沒什麼區別，用多少算多少
。但是，商業用電差別可大，越快
裝滿越貴。

商業電算你15分鐘的用電速度
。如果你15分鐘用電很多，電線桿
公司會為你準備大的用電量，會收
貴很多。這部分費用由電線桿公司
收，並非電力公司決定，是由你自
己怎麼用來決定。休斯頓的電線桿
公司是Center Point。

有技巧地用電，將會幫你省很
多錢

比如一家Home Depot，晚上要
給機器充電，起初全部機器一齊充
，結果發現電費很貴。後來分開充
電，電費便宜多了。所以盡量不要
集中一齊用電，這樣子省很多的。
而且如果你只要一個月曾經集中急
用電，下幾個月帳單也會受影響。
上面情形有點類似網速越快，收費
越貴。

務必先弄清楚收費規則
另外一位用戶陳先生表示，有

些電力公司希望增加客戶，只說了
部分用電收費，等到實際上收到電

費通知，收費
往往高出很多
。而Reliant 電
力公司的林小
姐，會據實說
明每一項的收
費，能源費用
是多少？輸電
費用是多少？
月費是多少？
白紙黑字清清
楚楚，用戶同
意之後才簽約

。
另外，有些公司一千度與兩千

度的用電有很大的費用差別，或是
有隱藏費用，用戶以為找到便宜的
計畫，但實際上卻吃虧了。例如，
1001kWh 與 1999kWh 同價，如果
你平時用 1001 kWh 左右就虧了，
用1999kkwh比較合算。所以，要根
據自家用電量來選擇不同計劃。按
標準，電力公司都要提供2000 kwh
的 平 均 價 ， 但 有 時 1999 kwh 和
2000 kwh會差很遠，有人一看2000
KWh 均價便宜就簽了，但實際上，
他們可能用不到2000 kwh 。

因此，提醒民眾，在找電力公
司時，務必先弄清楚收費規則，找
一家信譽優良、誠實可靠的電力公
司才是上策。

自住的房子盡量要簽合同
此外要注意的是，有些小的電

力公司可能會倒閉，倒閉之後，因
為轉手給其它公司，價格可能猛長
，等你知道時，已經太晚了。例如
，前兩年，因為石油價格太低，以
致有幾個德州大的用煤生產電力的
工廠競爭不過，最後關閉了，由於
電供不應求，大熱天會導致 Energy
Charge 猛增，所以要避免那種 En-
ergy Charge 會變的計劃，比如去年
夏天，有個公司曾經1 kwh 要 $9，
真是嚇死人的天價。

如果是自住的房子，盡量要簽
合同，沒有合同的電費會時不時的
漲價。

通電ID
住戶也可憑駕照、社安號、外

國護照通電。剛來美國憑護照辦電
，多數要查證件，一般提前 5 天辦
比較好，因為查證件需要二個工作
曰。對大部分人，如果不需查證件
，5點之前辦理，可當天通電。

如轉換到 Reliant，不須要打電
話取消原來公司，Reliant會替客戶
把原來公司取代。若是住戶通知原
來公司斷電，反而造成公司交接手
之中停了電。

多項方便的服務
Reliant依不同計畫有多項方便的服
務，每週會寄出用電摘要的電子郵
件，讓用戶了解自家的用電情況，
幫助降低能源使用量。有些計劃還
會 提 供 免 費 的 Nest Thermostat ™
and Google Hub and Google Mini，
Nest Thermostat 可以自己編程以節
省用電，可以用手機遠程控制溫度
，甚至在中國動一下手指， 也可控
制美國家裡的溫度。

而Google Home Mini 很有意思
，可用語音搜索信息，然後Google
Home Mini 會語音回答你。對孩子
來說，是個不錯的學習方式，好玩
又長知識。如果是獨居老人，沒事
也可以找Google Mini 對話，但前提
是要會說英文！

萬一用電量暴增，Reliant 也提
供簡訊提醒，讓民眾注意。此外，
Reliant 提供全天候客服，一年 365
天、天天24小時，都有電話真人服
務。

此外，林玉儀也為房地產經紀
人提供特別服務，通電很容易，讓
管理房屋更有效率。

詳情請洽Reliant 電力公司林玉
儀(Yuyi Lin)，電話: 713-898-8043
。 Email: Yuyi.Lin@nrg.com。 微信
ID: yuyilin2005。

ReliantReliant 電力公司評價高電力公司評價高 服務周到服務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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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虎跑泉，天色就暗了下来

，路上的行车纷纷打开车灯，灯光

时不时地闪烁着我的眼睛，微微摇

晃中预示着今天的旅行即将结束。

妻的头轻轻地靠在我的肩上，为了

她，我一个姿势保持很久，实在忍

不了，不得不站起来活动活动胳膊

脚。一脸茫然的妻也站了起来，够

不着抓手，只好又依在我的胸前，

双手环搂着我的腰间。老夫老妻在

别人面前有这种亲昵的动作，有点

不好意思，可心里觉得蛮不错，有

了让人有所依靠后的自豪感。 车

到了一号公园，就下了我们俩。快

速回到宾馆，简单洗洗涮涮，想去

有名的“外婆家”饭店吃饭，可挂

号预约一看，要等上数个小时，只

好做罢，在附近找了一个环境比较

幽雅的酒楼，妻兑现了对我的承诺

，我们奢侈了一回：西湖醋鱼、叫

花鸡、龙井虾仁、一个鸡蛋羹外加

一瓶啤酒。我们也文文雅雅地吃了

一顿“名宴”。

一出酒楼，匆匆地向西湖走去

，准备欣赏夜间的西湖。穿过公路

，远远地看见靠近湖滨路的西湖边

，有好几束绿色的光柱，在天空上横七

竖八地扫描着，西湖一偶的水面上有许

多五颜六色的彩灯，灯光璀璨，色彩斑

斓——喷泉表演。在回来的路上，导游

就告诉我们，夜晚西湖有音乐喷泉表演

，只不过被吃饭的事情给遗忘了。激动

的我，在匆忙中连“撞”好几人，好在

大家都往一个方向走，着急的心情可以

理解，并没有发生什么不愉快，就这样

还在催妻快走快走。

到了到了，到了喷泉旁，可表演结

束了，让我非常失望非常懊恼，可是，

人群还在那聚集，没有散场的意思，一

问才知道，过一会还有一场。

要说杭州是座爱情城，一点也不为

过，看！今天来观看表演的观众，大都

成双成对，在临时插播的音乐里，她们

有的深情对视，有的亲热相拥，更有甚

者他们相互搂抱频频亲吻。我羡慕她们

年轻，羡慕他们的热情，也羡慕他们大

胆。我紧紧握着妻子的手，脸上表现淡

然的神态，其实我在想：这么浪漫的场

景，这么温馨的氛围，适合有情人表达

心中的情和意。

这时，插播音乐停止，一首女高音

独唱悠然唱起，水面的灯光亮了起来，

大体围成圆的图案。喷泉喷起，先从外

层到内层，依次旋转、摇摆、跳动。歌

曲委婉抒情，喷泉跟着舒展扭动，高高

低低，错落有致，集中散开，变化着美

妙姿势。特别中心几组喷泉，竟能一扭

一扭地把水舞起来，就像唱戏的长长水

袖。这时歌声上扬，音乐激昂，四面八

方的水柱整齐划一地往中心喷去，随着

女高音的音量猛然拔高，应声在喷泉落

点，突然射出一道冲天大水柱，像水龙

一般带着激情腾空而起，在大家的惊呼

声中，水柱越喷越高越喷越高……高到

似乎碰着了天。正当我极力地仰望时，

歌声停止水柱突然消失，漫天的水花瞬

间落下，犹如倾盆大雨从天而降，撒向

五彩缤纷的湖面。

就在人们低下头，心也随之放下时

，湖中的所有喷头喷出密密的水雾，水

中各种彩灯来回切换，渲染烘托，给人们

制造出一个晶莹剔透五光十色的梦幻世界

，看得我如醉如痴不可思议。微风吹来，

微微的小水珠越过水面，洒落在栏杆上、

树木上，椅背上、路上、大伙身上、我的

身上，一切都有。润润地，凉凉地，就像

开春的春雨，轻飘飘的、毛绒绒的，潮湿

了我的头发和衣裳，也潮湿了我那颗欢喜

的心。我和妻站在水雾中不走不躲，倾心

享受这份意外惊喜。

离开喷泉，我与妻牵手并肩，走在

垂柳与花草之间的湖边路上。夜下的西

湖美丽异常:远处的山峦依稀看见轮廓，

湖心的小岛若隐若现，湖边的柳枝欢喜

高兴，时不时地亲吻一下湖水，深深浅

浅，飘飘荡荡。有人说：杭州是座柔水

缱绻的城市，一点也不假，水是她的外

表，水也是她的魂魄。上有天堂，下有

苏杭。处处唯美的西湖就是诗，是一首

首流动的诗；就是画，是一幅幅天然的

画。欣赏中，不由得让我想起我的家乡

，也是这么美丽——炊烟袅袅村庄，清

澈见底的池塘，依依低垂的柳丝，小桥

流水鹅鸭。

来到五公园附近，这儿有一处台阶

，可走近湖水。与妻拾级而下，我蹲下

身伸出手，撩起西湖的柔水，泼向前方

，“哗啦”一声荡起一圈涟漪，缓缓地

向湖中散去。我的眼神贴着水面，追逐

那些似是而非的水纹：暗淡的天光下，

湖水幽幽，被多如星辰的彩灯浸染得妩

媚而温情；正是氤氲出这些奇颜异彩，

使得整个西湖姿媚更浓，就像一位仙子

，穿着薄如蝉翼的露装，仰卧在花红柳

绿丛中……那突闪突闪的水光，不就是

她那美丽的眼眸吗？

就在我脸红心跳时，一向怕凉水的

妻，问我水凉不凉，我赶紧说可以温温

的。妻学着我的模样，轻轻撩起湖水，

戏耍地洒向不远的荷，荷一副不屑一顾

的神态；妻又撩起湖水洒向她，荷轻蔑

斜视一眼，仍然漠然置之；一时兴起的

妻，双手合拢掬起满满的一捧水，使劲

地泼向荷，荷含嗔似怨渺视我们，并摇

晃着身子，把衣裙上滚动的水珠抖落湖

面，立刻恢复到高雅与清秀。呵呵呵呵

！妻高兴地大笑起来，好长时间没有听

到妻那呵呵的笑声，声音清脆爽朗，开

心愉悦，也感染了我，让我动容。

往前走，左转就是断桥。伫立桥头

，放眼四望，前方有雷峰塔，后方有保

俶塔，眼前是静谧和清闲的西湖，还有

飘着淡香的微风。断桥之上，不得不想

起白娘子和许仙断桥相会的故事。故事

中的人妖相恋，凄美委婉，感人无数，

给每个来西湖游玩的人以无尽的追思。

今晚在此扶栏凭吊，怀古抒情，思绪飞

扬间，我为之动情，为之荡气回肠。

今晚没有月光没有星光。在望隔湖

相对的雷峰塔，心中涌起无限的柔情与

不忍，塔下那个白娘子，不知是否还在念

经忏悔。虽然我不是佛门弟子，每当梵音

与钟鼓响起，每当在威严的我佛面前，我

都会虔诚膜拜。我真想，再次拜见我佛之

时，定向他请问：与我执手相握的这个人

，是不是与我前生有约的那个人？

情满西湖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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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高教隱憂美國高教隱憂﹐﹐川普擬對川普擬對持持OPTOPT中國留學生中國留學生開刀開刀
【美南新聞記者蕭永群報導】儘管美國高
校正面臨著巨大的危險﹐且越來越難吸引
國際學生﹒但川普政府可能會對畢業後
打算留在美國參加可選實踐訓練（OPT）
的學生施加新的限制﹒新措施很可能特
別針對「中國學生」﹐而中國由學生也是佔
美國國際學生的最主要一部分﹒
今年 4 月 22 日﹐川普政府發布公告﹐將暫
停大多數新移民入境至少60天﹐並需要進
行30天審查﹐對臨時簽證持有者施加各種
新限制﹒
據悉﹐川普政府下一步可能會對畢業後持
有OPT的國際學生開刀﹐特別針對中國留
學生與STEM相關專業﹒在4月27日﹐代
理國土安全部部長基爾梅（Brad Kilmeade
）接受電台採訪時表示﹐OPT計畫是可能
是美國政府下個目標﹒基爾梅德引述了
議員湯姆·科頓（Tom Cotton）的論點﹐即
應該禁止中國學生來美國進行技術領域

學 習 ﹐因
為他們會
把這些知
識帶回到
中國﹒
「從 國 土
安全部的
角度來看
﹐我 們 當
然非常擔
心中國學
生的工作
簽證數量
﹐這 些 簽
證使他們可以用此進入美國學習﹑逗留﹒」
他特別指出﹕「我們看到其中某些程序﹐在
過去可能被濫用﹒該部門正在進行相關
工作﹒我知道﹐參議員科頓對中國的顧慮
非常直言不諱﹒」

隨著新冠肺炎蔓延﹐美國政府準備抓準這
次機會﹐擬針對中國留學生簽證祭出新的
限制﹑並制定長遠的規劃﹒然而﹐如此一
來恐使美國高教收入銳減﹐因為國外留學
生通常繳交比美國人﹑州內學生高出許多

的學費﹑而特別中國又是赴美留學生比例
的大宗﹒
事實上﹐試圖拿OPT開刀的情形也不是頭
一遭了﹒比如現任川普政府移民政策的
首席顧問斯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
曾在2015年﹐幫助參議員傑夫·塞申斯和
特德·克魯茲的起草了一項法案（S. 2394）
﹐該法案打算取消OPT﹐並禁止幾乎所有
的國際學生在獲得學位後﹐繼續待在美國
工作﹐除非他們曾經在國外有10年的工作
經驗﹒而這項法案當初遭到否決﹒2019
年也曾傳出要砍OPT消息﹐引得留學生人
心惶惶﹒
中國學生可能會成為美國政府用來轉移
「因抗疫失去民心」的焦點目標﹐新冠病毒
目前在美國﹐已經奪走了超過6萬8000多
條生命﹒ 外媒報導﹐對中國進行「報復」恐
是年底選戰戰略的一部分﹒

【美南新聞記者蕭永群報導】休斯頓市政府
於6日通過一筆1500萬元的「租客紓困金」
﹐將補助那些因新冠疫情影響而收入的人
四到五月的房租﹒
房東可以從5月7日開始﹐通過BakerRip-

ley申請資金﹐這個組織負責該
項目的協調工作﹒ 5月13日﹐
則會開放申請房客申請﹒此
外﹐全州範圍內暫時驅逐命令
將於5月18日到期﹒
要符合這個紓困金的資格﹐租
戶必須住在休斯敦﹐4月和/或
5 月有拖欠租金﹐但是在 4 月
之前必須證明有正常繳房租﹐
並且要證明他們無力支付房
租﹐是冠狀病毒直接導致的結

果﹐且收入比原本居住地區薪資中位數少
80％者才符合資格﹒
議會成員和倡導者市長特納（Sylvester
Turner）表示﹐資金來自聯邦政府4億多美
元的紓困金中的一部分﹐採「先到先得」的

方式分配﹐並且可能很快用完﹒休斯頓大
都會組織（The Metropolitan Organization
of Houston）發表聲明說﹐估計可能需要高
達1億美元﹐才能解決全市7萬名租客的需
求﹒
根據這項計劃﹐房東將從4月和5月免收所
有遲交房租罰款和利息等﹐允許租金高於
1056元的房客﹐進入付款計劃﹐並在4月和
5月取消了任何驅離程序﹒ 副市長Pro
Tem和與市議會議員Martha Castex Ta-
tum提出了一項修正案﹐將暫停遲繳罰
金的期限延長到了6月﹒但是﹐該法案
並未通過﹒
墨西哥灣沿岸地區AFL-CIO政治總監
Jay Malone指出﹕「在這項法令的概述中
﹐紓困金可以提供7000到13000人」然而

「這個問題的規模其實更大……此外﹐這筆
紓困金只限制給（居住地區薪資中位數少）
80％者﹐代表還有許多的人失去了收入﹐但
並未被照料到﹒」
議會成員格雷格·特拉維斯（Greg Travis）
表示﹕「我們目前只能幫助1萬3000人﹐因
此我們必須挑選贏家和輸家﹐但有總比沒
有好﹒」

休斯頓市通過休斯頓市通過15001500萬萬「「租客紓困金租客紓困金」」﹐﹐1313日開始採先搶先贏制日開始採先搶先贏制

在休士頓實施居家令期間在休士頓實施居家令期間，，光鹽社光鹽社
為有需要的民眾提供遠程服務為有需要的民眾提供遠程服務。。可以通可以通
過微信和電話聯系我們過微信和電話聯系我們。。如果您和您的如果您和您的
家人有任何健康保險的需求請聯絡我們家人有任何健康保險的需求請聯絡我們
。。光鹽社在此提醒廣大民眾光鹽社在此提醒廣大民眾，，醫療健康醫療健康
保險的主要目的是為投保人應付無法預保險的主要目的是為投保人應付無法預
測的醫療服務需求測的醫療服務需求，，並且避免財務風險並且避免財務風險
。。

由於由於COVID-COVID-1919的社區傳播的社區傳播，，近期近期
有很多沒有健康保險的民眾向光鹽社詢有很多沒有健康保險的民眾向光鹽社詢
問如何申請健康保險問如何申請健康保險。。對於目前沒有保對於目前沒有保
險的人險的人，，有如下幾種方法可以申請健康有如下幾種方法可以申請健康
保險保險：：

根據根據HHSC(HHSC( 德州人事健康委員會德州人事健康委員會
)) 的信息的信息：：COVID-COVID-1919傳播期間到期的傳播期間到期的
SNAPSNAP和和Medicaid/CHIPMedicaid/CHIP的福利計劃將的福利計劃將
自動更新自動更新。。你們將在需要再次更新時你們將在需要再次更新時，，
通過郵件通知您通過郵件通知您。。

11.. 1818歲以下的未成年人歲以下的未成年人。。如果家如果家
庭收入低於一定的標準庭收入低於一定的標準，，並且子女是公並且子女是公
民或綠卡民或綠卡，，可以申請州政府提供兒童的可以申請州政府提供兒童的
Medicaid/CHIPMedicaid/CHIP。。只要收入符合條件只要收入符合條件，，
可以隨時申請可以隨時申請。。

22.. 孕婦孕婦。。如果家庭收入低於一定的如果家庭收入低於一定的
標準標準，，可以申請州政府提供的孕婦的可以申請州政府提供的孕婦的
Medicaid/CHIPMedicaid/CHIP。。只要收入符合條件只要收入符合條件，，
可以隨時申請可以隨時申請。。

33.. 住在住在Harris countyHarris county的居民的居民。。如果如果
家庭收入低於一定的標準家庭收入低於一定的標準，，可以申請金可以申請金
卡卡。。只要收入符合條件只要收入符合條件，，可以隨時申請可以隨時申請
。。註註：：金卡並不是醫療保險金卡並不是醫療保險，，只是一種只是一種
醫療補助醫療補助。。新的申請人可以將申請資料新的申請人可以將申請資料
郵寄或者送到指定地點郵寄或者送到指定地點。。

-- 為了應對疫情為了應對疫情，，減緩減緩COVID-COVID-1919
病毒的傳播病毒的傳播。。休斯頓哈裏斯縣健康系統休斯頓哈裏斯縣健康系統
（（Harris Health SystemHarris Health System））將正在接受將正在接受
Financial Assistance ProgramFinancial Assistance Program即金卡計即金卡計
劃的民眾劃的民眾，，並且近期到期的金卡計劃有並且近期到期的金卡計劃有
效期延長了效期延長了9090天天。。 大家可以在有效期大家可以在有效期
前兩周更新金卡計劃前兩周更新金卡計劃。。

20202020年年33月到期的將延期至月到期的將延期至20202020
年年66月月3030日日。。

20202020年年44月到期的將延期至月到期的將延期至20202020年年
77月月3131日日。。

20202020年年55月到期的將延期至月到期的將延期至20202020年年
88月月3131日日。。

44.. 發生以下幾種個人情況變化發生以下幾種個人情況變化————
家庭成員的變化家庭成員的變化//搬家搬家//失去健康保險失去健康保險//身身
份轉變等份轉變等———可能會符合特殊註冊期—可能會符合特殊註冊期。。
如果符合如果符合MarketplaceMarketplace的特殊註冊期的特殊註冊期，，

可以通過可以通過MarketplaceMarketplace申請個人健康保申請個人健康保
險險。。需要在發生重大情況變化的之前或需要在發生重大情況變化的之前或
者之後者之後6060天申請天申請。。

光鹽社在此提醒廣大民眾光鹽社在此提醒廣大民眾，，醫療健醫療健
康保險的主要目的是為投保人應付無法康保險的主要目的是為投保人應付無法
預測的醫療服務需求預測的醫療服務需求，，並且避免財務風並且避免財務風
險險。。而且對於而且對於MarketplaceMarketplace來說來說，，如果如果
錯過了市場開放期錯過了市場開放期（（1111月月11日至日至1212月月
1515日日），），除非您有重大情況的改變除非您有重大情況的改變，，否否
則無法通過則無法通過MarketplaceMarketplace申請健康保險申請健康保險
。。

健康保險具體情況請咨詢光鹽社健康保險具體情況請咨詢光鹽社，，
服務免費服務免費。。

詳解在德州如何領取失業保障金詳解在德州如何領取失業保障金
44//1313//20202020

什麽是失業保障金什麽是失業保障金
失業保障金是雇主支付的保險計劃失業保障金是雇主支付的保險計劃

的一部分的一部分，，該計劃為符合條件的個人該計劃為符合條件的個人，，
在他們無過錯失業的情況下提供臨時的在他們無過錯失業的情況下提供臨時的
，，部分的收入替代部分的收入替代。。

哪些人有資格領取失業保障金哪些人有資格領取失業保障金
Texas Workforce CommissionTexas Workforce Commission 根據以根據以
下內容評估您是否可以領取失業保障金下內容評估您是否可以領取失業保障金
：：

11.. 過去的薪水過去的薪水
過去的薪水是評估是否可以領取失過去的薪水是評估是否可以領取失

業保障金的因素之一業保障金的因素之一，，也是計算失業保也是計算失業保

障金的基礎障金的基礎。。您的雇主會向您的雇主會向 TexasTexas
Workforce CommissionWorkforce Commission 報告在基準期報告在基準期
向您支付了多少薪水向您支付了多少薪水，，Texas WorkTexas Work--
force Commissionforce Commission以這階段的薪水來計以這階段的薪水來計
算您的失業保障金算您的失業保障金。。

基準期是指基準期是指：：您申報失業保障金的您申報失業保障金的
生效日期的那個季度之前的最後五個完生效日期的那個季度之前的最後五個完
整日歷季度的前四個季度整日歷季度的前四個季度。。通俗一些說通俗一些說
，，以下圖為例以下圖為例，，綠色代表您失業保障金綠色代表您失業保障金
的生效日期所在的季度的生效日期所在的季度，，藍色代表計算藍色代表計算
您失業保障金的基準期您失業保障金的基準期。。例如您的失業例如您的失業
保障金申請是今年四月生效的保障金申請是今年四月生效的，，TexasTexas
Workforce CommissionWorkforce Commission 則會根據您去則會根據您去
年一月到十二月的收入來計算您應領取年一月到十二月的收入來計算您應領取
到的失業保障金的金額到的失業保障金的金額。。

如果在基準期內沒有足夠的薪水如果在基準期內沒有足夠的薪水，，
Texas Workforce CommissionTexas Workforce Commission 將無法將無法
向您支付失業保障金向您支付失業保障金。。

您在基準期期間至少要領取超過一您在基準期期間至少要領取超過一
個季度的薪水個季度的薪水。。

您的基準期的薪水總額至少是您每您的基準期的薪水總額至少是您每
周領取福利金額的周領取福利金額的3737倍倍。。

22.. 屬於無過錯失業屬於無過錯失業
失業是由於缺乏工作失業是由於缺乏工作，，而不是因為而不是因為

您的表現您的表現，，行為不當行為不當，，或者工作過錯等或者工作過錯等
原因被解雇原因被解雇。。

33.. 後續要求後續要求
身體健康身體健康，，有能力工作有能力工作
持續的在找工作持續的在找工作
可以隨時去做全職的工作可以隨時去做全職的工作
可以合法的在美國可以合法的在美國

按 照按 照 Texas Workforce CommisTexas Workforce Commis--
sionsion的要求的要求，，向他們報告找工作的狀態向他們報告找工作的狀態
按照按照 Texas Workforce CommissionTexas Workforce Commission 的的
要求要求，，參加再就業的一些活動參加再就業的一些活動，，等等等等

失業保障金批準之後失業保障金批準之後，，必須要符合必須要符合
上述要求才可以持續的領取到失業保障上述要求才可以持續的領取到失業保障
金金。。

領取失業保障金的金額和期限領取失業保障金的金額和期限
您領取的失業保障金的金額是根據您領取的失業保障金的金額是根據

您在基準期領取的薪水來計算的您在基準期領取的薪水來計算的。。在德在德
州失業保障金的範圍是在每周州失業保障金的範圍是在每周$$ 6969到到$$
521521之間之間（（德州的最低和最高每周福利德州的最低和最高每周福利
金額金額），），具體取決於您過去的薪水具體取決於您過去的薪水。。

如果您的失業保障金申請被批準了如果您的失業保障金申請被批準了
，，則從您申請的那一周的周日開始生效則從您申請的那一周的周日開始生效
，，有效期為有效期為5252周周。。

何時申請何時申請
失業後失業後，，可以立即申請可以立即申請。。
註意註意，，要等到最後一個工作日結束要等到最後一個工作日結束

之後才可以申請之後才可以申請。。
需要準備哪些資料需要準備哪些資料

社安卡社安卡

最後一任雇主的公司名稱最後一任雇主的公司名稱，，地址地址，，聯系聯系
電話電話
最後一份工作的起止日期最後一份工作的起止日期
如果不是公民如果不是公民，，需要需要A numberA number

如何申請如何申請
可以登錄可以登錄 Texas Workforce CommisTexas Workforce Commis--
sionsion網站申請網站申請
以 上 信 息 來 源 於以 上 信 息 來 源 於 Texas WorkforceTexas Workforce
CommissionCommission

光鹽社可以協助民眾申請失業保障光鹽社可以協助民眾申請失業保障
金金

光鹽社是個非營利性的服務組織光鹽社是個非營利性的服務組織，，
自自20142014年開始為政府指定的授權的協年開始為政府指定的授權的協
助民眾購買健康保險交易市場個人保險助民眾購買健康保險交易市場個人保險
的機構的機構，，同時也是德州人事與健康委員同時也是德州人事與健康委員
會會（（Texas Human and Health ServicTexas Human and Health Servic--
eses））指定的社區合作機構指定的社區合作機構，，有多名州政有多名州政
府認證的府認證的Medicaid/CHIPMedicaid/CHIP導航員導航員。。

為了更好的服務有需要的朋友為了更好的服務有需要的朋友，，更更
方便您聯絡我們方便您聯絡我們，，光鹽社增加以下方便光鹽社增加以下方便
您的聯絡方式您的聯絡方式：：

11..接受微信服務報名接受微信服務報名。。請掃碼填表請掃碼填表
。。

22.. 光鹽社手機號光鹽社手機號 832832--206206--34293429
可以接收語音和短信可以接收語音和短信。。

33.. 發 電 子 郵 件 到發 電 子 郵 件 到 LSAHOUSLSAHOUS--
TON@GMAIL.COMTON@GMAIL.COM

44.. 辦公室電話辦公室電話 713713--988988--47244724，，可可
留言留言。。

我們會在一個工作日之內回復您我們會在一個工作日之內回復您。。
歡迎您聯絡我們歡迎您聯絡我們。。

疫情之下疫情之下，，光鹽社為有需要的民眾提供遠程服務光鹽社為有需要的民眾提供遠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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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7 最新疫情報告 & 疫情相關新聞
（本報訊）截止到週四上午, 大休斯敦地區病毒感染人數

11665人, 294人死亡, 4188人痊癒.德州感染人數34422人，948人
死亡。全美感染人數 1266442， 74595人死亡。

以下是疫情相關新聞：
隨著病毒檢測的規模擴大，根據最新的德州確診病例報告，

德州病毒感染人數仍在繼續增長，報告結果並沒有出人意料，德
州感染人數最多的地區集中在人口密集的哈瑞斯縣和休斯頓地區
，聖安東尼奧地區，靠近奧斯汀和達拉斯附近地區。

為了感謝一線的醫療工作者，休斯頓馬自達Mazda汽車銷售
商為他們推出免費更換機油服務，這項服務將持續至6月1日，
除了馬自達車輛以外的其他車輛車主也可以到該車商指定的銷售
處進行機構更換。

具體地點：

Joe Myers Mazda
Jeff Haas Mazda
Gullo Mazda of Conroe
Russell & Smith Mazda
Parkway Family Mazda
Greenway Mazda
Team Gillman Mazda
Demontrond Mazda
更多詳情可上網：
https://insidemazda.mazdausa.com/press-release/essen-

tial-car-care-program/
為了盡快研製遏制冠狀病毒感染的疫苗，德州農工大學醫療

科學中心率領五家專業醫療機構，包括安德森癌症研究中心以及

貝勒醫學院聯合進行疫苗開發並取得突破進展。
此次推出的長期用作治療結核病的疫苗，在臨床測試中被發

現對減緩和治療冠狀病毒有積極療效，也為目前世界對病毒一籌
莫展的醫學現狀帶來希望，50名醫護工作者自願做義工進行第四
階段的臨床實驗和疫苗注射，以觀察療效。

如果臨床測試成功，有望在六個月內進行推廣。
休斯頓大都會交通局METRO 為了在疫情期間，幫助一些

靠公共交通通勤的市民，對所有的市內公交車，輕軌車，停車以
及轉車等服務項目停止收費，何時繼續收費將另行通知。

更多詳情可上網：
https://www.ridemetro.org/Pages/FareDiscountedFare.aspx

(本報訊)問答：關於中風風險和新型冠狀病毒的知識在此問
答中，神經科副主席Aneesh Singhal醫師描述了感染新型冠狀病
毒患者的凝血障礙風險，可採用的治療選擇，和患者如何預防中
風以及如果出現症狀怎麼辦。

問：年輕的感染新型冠狀病毒的患者更容易中風嗎？
答： 感染新型冠狀病毒的患者與中風的數據僅限於一些小

病例報告。一份報告描述了五名年輕患者（年齡在33-49歲之間
），由於血液凝塊阻塞了主要腦動脈而導致嚴重中風。而這五名
患者在醫院裡就診時都確診了感染新型冠狀病毒。

這提醒了我們，年輕人和其他健康成年人的嚴重中風發生率
很高。但是，來自中國和英國的研究報告中提到，嚴重中風發生

在那些原已患有心血管疾病和重症的老年患者
之間，通常發生在入院後一到三週之間。對此
我們需要進行更多的研究，但是對於老年人和
年輕人來說，感染新型冠狀病毒以引發嚴重中
風的風險確實有小幅增加。
問：可能是什麼原因造成的？
答：新型冠狀病毒的患者發生血栓的風險很高
，這些血栓會堵塞或進入腦動脈或靜脈，導致
中風。的確，在已發表的病例中，異常凝血似
乎是中風的主要機制。新型冠狀病毒可能會直
接侵入腦血管，破壞其內壁（內皮），或誘發
免疫抵抗和炎症反應，這些都會導致中風。也
有一些患者出現腦出血。當然，年齡和原有的
心血管疾病合併症（例如高血壓和糖尿病），
本就令這些老人更容易感染新型冠狀病毒，他
們本身也是中風的高風險人群。
問：臨床醫生如何治療有中風或凝血問題的新

型冠狀病毒患者？
答： 由於存在較高的凝血風險，尤其對於那些新型冠狀病

毒重症病人，因此在肝癌患者中使用稀釋劑（如肝素）可以預防
腦，肺，腿和其他組織中的血凝塊。但是，該策略需要與腦出血
的風險平衡處理。

在中風症狀發作後數小時內到醫院就診的患者中，沒有證據
表明我們需要改變原有的治療方法。血塊破壞藥物的靜脈tPA和
導管的血塊清除策略在改善預後方面非常有效。

常規住院治療程序並未因為新型冠狀病毒大流行而發生變化
。服用諸如阿司匹林，氯吡格雷，華法林，阿哌沙班等藥物可預

防中風進展或複發。嚴重中風或腦出血的患者將接受神經外科手
術干預。儘管在大流行期間ICU床位負擔沉重，但仍可使用高級
神經重症監護。控制血壓和血糖水平，預防並發症（如吸入性肺
炎），治療發燒和任何感染都是必不可少的手段。尚不清楚是否
可以通過使用用於治療新型冠狀病毒的藥物（例如雷姆昔韋和托
珠單抗）來降低中風的風險。

問：患者可以採取什麼措施預防中風？
答： 考慮到新型冠狀病毒與中風的風險，我們必須戴口罩

並遵守社交距離和手衛生等指導原則，以減少病毒感染的風險。
即使留在家裡，保持身體活躍也很重要。健康的飲食，規律的鍛
煉，戒菸和依時服藥仍然是中風預防的支柱。如果擔心拿藥不方
便，請手頭多準備一些藥物。儘管有數據表明某些降壓藥物
（ACEI和ARB）會加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但它們可以減少病
毒性肺炎的肺損傷。當前的國家指南不建議停止或更改ACE抑
製劑或ARB。

問：患者應注意哪些症狀？
答： 關於大腦，感染新型冠狀病毒的患者會出現意識混亂

，頭痛，嗅覺喪失，嗜睡，嗜睡和中風症狀。中風最常見的症狀
是突然發作的面部，手臂或腿部無力或麻木，缺乏協調能力，視
力喪失，複視，說話或理解困難以及嚴重的頭痛。

問：如果患者出現中風症狀該怎麼辦？
答：很簡單。立即撥打911，並說“我可能中風了”。護理

人員已接受過培訓，可以將中風患者運送到最近的醫院，在中風
專家的監督下，可以迅速提供腦成像和進行挽救生命的中風治療
。無論新型冠狀病毒大流行如何發展，我希望患者將繼續受益於
中風治療的驚人進步以及近幾年來發展起來的越趨完善的中風基
礎設施。

麻省總醫院健康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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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記者江今葉華盛頓2日
專電）旅美作家於梨華傳出於1日
病逝華府不幸消息，享壽89歲。即
將接任華府華文作家協會會長的王
志榮對於於梨華的病逝深感遺憾，
也難忘於梨華形體雖小卻陽光燦爛
的身影。

作家季季在個人臉書上貼文表
示， 「悼別小說前輩於梨華」，指
稱於梨華是因為感染2019冠狀病毒
疾病（COVID-19，武漢肺炎）不
幸病逝。

甫獲得投票當選的候任華府華文
作家協會會長王志榮接受中央社訪
問時表示，確實接獲於梨華不幸病

逝的消息，但是否如外界傳聞是因
為感染武漢肺炎喪生，他無法確
認。

回憶於梨華，王志榮表示，第一
次和於梨華面對面接觸是在4年前
的華府華文作家工作坊，當時於梨
華負責教授華文小說寫作工作坊。

王志榮說，那時對梨華的印象是
個子小小卻很開朗，跟她的小說總
給人的鄉愁、悲戚不同。於梨華是
個 「很漂亮，表情像個孩子、陽光
的人」，和她相處感受到溫暖、喜
悅與開朗。

1931出生於上海的於梨華，早在
台灣大學就學期間就在 「文學雜

誌」、 「野風雜誌」、 「現代文
學」等刊物發表文章；1963年推出
第一本著作 「夢回青河」後，持續
不斷創作，至2009年間已出版逾20
本小說。

天下雜誌在她2016年返台的報導
中曾寫到，以描寫留學生生活見長
的於梨華，作為 「來來來、來台
大；去去去、去美國」一代的她，
生活周遭留學生的喜怒哀樂、事業
情感成敗、家庭問題、鄉愁等，都
成了她筆下動人的題材。
（編輯：劉學源）

旅美作家於梨華病逝

旅美作家於梨華（右）傳出於1日病逝華府不幸消息，享壽89歲。（圖取自facebook.com/
tec2c）(取材自中央社網站)

2020之春，註定將以最沉重的方式留在華府作協的史冊內、留在所有會員的記
憶中。

幹事會以最悲傷最不捨的心情告知大家，《又見棕櫚，又見棕櫚》的作者、我
們華府作協的於梨華老師，近日因病永遠離開了我們。

一生創作800多萬字，她是留學生文學的鼻祖，是文壇巨擘，是多少年來文壇上
響噹噹的名字，是許多文學愛好者追逐的人物。

她是華府作協的驕傲，是我們的旗幟，是我們所有會員的榜樣和向心的力量。
她是我們的資深會員，是我們寫作工坊的十幾年的老師，是我們幹事會最倚重

的支持，是我們最平易近人的忘年之友。
她的離去，是我們華府作協巨大的損失，是華府作協難以承受的心痛與哀傷！
她是幹事會最經常相處的老作家之一，是寫作工坊年年拜請任教的固定老師。

多年來幹事會定期前去探望。今年2月還去拜訪，幫她收拾新出版的精選集。工坊學
員年年和她歡聚，去年的結業典禮師生們更是圍繞在她的身邊舉行。如今音容笑貌
仍歷歷在目，她卻已駕鶴西去，大家震驚又震驚，心痛不已！

聖誕節前幹事會拜訪過的幾位老作家，其中兩位一是劉大白之女劉緣子、另一
便是華府作協的旗幟於梨華。沒想到才幾個月過去，她倆在一個月之內先後離去。
另還有兩位資深會員也於近期因病辭世。2020 之春，註定是華府作協最深切的傷
痛！

幹事會計劃將出【文繫中華特刊】，專事予以紀念。在此特別徵稿，敬請會員
寫下悼念詩詞或紀念文章。字數須控制在2000以內。可以電郵本會（回覆此Email即
可）。

【文繫中華特刊】截稿日期：5月15日。此後所有的紀念文字無論何時賜稿，
仍均錄用，將刊於【華府作協專欄】之中。

沉痛哀悼於梨華老師！
我們敬愛的於老師千古！

華府作協幹事會敬上
2020年5月2日

華府華文作家協會追悼

（中央社記者陳秉弘台北3
日電）被封為 「留學生文學
鼻祖」的作家於梨華在美國
華府辭世。文訊總編輯封德
屏表示，於梨華書寫留學生
生活、女性處境的作品，對
早期台灣文壇影響至深。

於梨華在美國時間5月1日
於華府逝世，享壽 89 歲。封
德屏在電話訪問中告知中央
社 記 者 ， 於 梨 華 離 世 的 消
息，對於文壇很多人都很衝
擊，但是否因感染武漢肺炎
（2019 冠狀病毒疾病，CO-
VID-19）而離世，目前依然
無法確認。

於梨華 1931 年出生在中國
上海，在 1947 年時，隨著父
親舉家遷徙到台灣。同年，
於 梨 華 考 入 台 灣 大 學 外 文
系 ， 1948 年 轉 入 歷 史 系 ，
1953 年畢業後，前往美國留
學，進入美國加州大學洛杉
磯分校就讀，以新聞學專業
取得碩士學位。

於梨華一生寫作不輟，創
作時間將近 60 年。1963 年，
於梨華回台，由皇冠出版社
替 她 出 版 第 一 本 長 篇 小 說
「夢回青河」，當時這部作

品再版6次，藉著這部作品，
於梨華在台灣一舉成名。

於梨華在 60 年代正式踏入
文 壇 ， 自 「夢 回 青 河 」 開
始，至2009年，出版逾20本
的作品。她以留學生的日常
為題材創作，也書寫女性，
她最為知名的作品為長篇小
說 「又 見 棕 櫚 ， 又 見 棕
櫚」，這本小說中表現出留
美學生當時的迷惘及寂寞，
也因此讓於梨華得到 「留學
生文學鼻祖」的封號。

封德屏說，於梨華的留學
生 文 學 在 台 灣 文 壇 已 是 經
典；但另一方面，於梨華對
女性角色的描寫，女性在社
會處境的關懷，在早期都是
非常先驅的作品， 「她善於
描寫女性，作品除了讓台灣
人看到早期華人在異域的生
活，也看到女性在社會中所
受到的壓抑。」

封 德 屏 說 ， 於 梨 華 曾 在
1962 年回台，那時於梨華的
小女兒才剛出生，於梨華帶

著女兒回到台南娘家，在隔
年就交出 「夢回青河」，能
藉此觀察到，她與台灣土地
的連結也相當深刻。

封德屏解釋，當年於梨華
的作品，與台灣 60 年代時，
現代主義文學正炙熱發展有
重 要 相 關 ， 「她 的 創 作 夠
多、夠快、夠好」，在台灣
著作十分暢銷，是台灣文壇
發 展 中 相 當 重 要 的 一 個 節
點。

台灣時間5月2日晚間，作
家季季在臉書發文，哀悼於

梨華辭世。季季在電話訪問
中告訴中央社記者，於梨華
的文采很早就被看見，於梨
華 1956 年在美國留學時，曾
經以英文小說 「揚子江頭幾
多愁」（Sorrow at the End of
the Yangtze River），獲得著
名電影公司米高梅公司在學
校設立的文藝獎第一名。

於梨華逝世的消息震動台
灣文壇，作家陳芳明得知消
息後，在臉書以 「告別於梨
華」為題發文表示，得知於
梨華辭世的消息後，內心極
為震動。陳芳明回憶，他在
大三時參加文藝營，於梨華
曾到寫作班演講，那是他最
接近於梨華的時刻。

陳芳明文中寫道於梨華作
品之於他的影響，也書寫曾
經與於梨華的連結，坦言從
於梨華作品中，能夠觀察到
於梨華對於美國華人文化的
批判。陳芳明表示， 「事實
上我對現代小說的接觸，便
是 從 她 的 『夢 回 青 河 』 開
始。她的作品，有我年少時

期的寄託。她的離去，似乎
也遠離她自己所帶來的紛
擾。」

知名出版人傅月庵也於臉
書發文哀悼於梨華，傅月庵
表示於梨華的文學作品，是
60 年代 「來來來，來台大；
去去去，去美國」文化風氣
的典型代表。

傅月庵文中推崇於梨華的
文學成就，他寫道： 「論文
筆才情，同輩人裡，她較
『現代文學』同人一點也不

遜色，不少作品甚至猶有過

之。一本 『白駒集』便足為
說 明 ， 尤 其 那 篇 『柳 家 莊
上』，堪稱代表作，朝著張
愛玲 『金鎖記』追去，而讓
蕭麗紅 『桂花巷』在後面力
趕。」（編輯：管中維）

文壇巨擘、華府作協資深會員於梨華

三大名作家韓秀三大名作家韓秀((右右))、、於梨華於梨華((中中))與古華與古華((左左))齊聚一堂齊聚一堂
(華府作協候任會長王志榮提供)

書寫留學生與女性成經典
於梨華離世震動文壇

三大名作家韓秀(右)、於梨華(中)與古華(左)齊聚一堂，載入華府作協史冊 (華府作協候任會長王志榮提供)

編者按編者按：：20172017年年44月月2929日日，，＜又見棕櫚＜又見棕櫚，，又見棕櫚＞作者於梨華又見棕櫚＞作者於梨華，，以及＜芙蓉鎮＞作者古以及＜芙蓉鎮＞作者古
華華，，在華府作協主辦之下在華府作協主辦之下，，由名作家韓秀主持了一場經典式的文學對談由名作家韓秀主持了一場經典式的文學對談，，造成轟動造成轟動，，載入載入
華府作協史冊華府作協史冊，，如今已成歷史絕響如今已成歷史絕響。。華府作協會長陳小青曾撰文華府作協會長陳小青曾撰文 「「於梨華於梨華、、古華扛鼎之古華扛鼎之
作作，，韓秀導棕櫚韓秀導棕櫚、、芙蓉之談芙蓉之談」」 一文一文，，記載這個華府文壇盛事記載這個華府文壇盛事，，刊載於華府新開日報刊載於華府新開日報20172017年年
55月月44日日BB1111版版（（圖圖：：本報資料本報資料))

• 生日：1931年11月28日
• 出生地：上海
• 學歷：台中女中；台灣大
學歷史系；美國加州大學洛杉
磯分校英文系，後轉入新聞
系，獲新聞學碩士
• 作品： 「夢回青河 」 、
「又見棕櫚、又見棕櫚」 、
「美國的來信」 、 「傅家的兒

女們」 、 「焰」 、 「變」 等小
說與散文；作品曾被翻譯成英
文，也有一些被改編為電影和
電視劇
• 文體精緻，被譽為台灣六
○年代現代主義代表作家之
一，也是留學生文學鼻祖，擅
長刻畫各種性格的人物

於梨華小檔案
(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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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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2020 -5/1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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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 6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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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人故事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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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人故事  (重播) 華人故事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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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人故事  (重播) 華人故事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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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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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2020

今日亞洲  (重播)

今日亞洲 (重播)

今日亞洲 (重播)

今日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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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士頓論壇 中華醫藥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今日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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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士頓論壇 (重播)轉轉發現愛 (重播)

中國輿論場

光鹽健康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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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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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南大咖談  (重播)

光鹽健康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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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五       2020年5月8日       Friday, May 8,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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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您每天
看美南新聞網站，美南新聞電視，

美南新聞日報

電視 網絡日報 一把抓
編輯 記者24小時待命

全程報導！

我們和您一同共寫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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