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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悬疑小说鼻祖康奈尔·伍里奇的作

品里有快意复仇、缠绵爱情、扑朔迷离的案

情、诡异惊悚的气氛、出人意料的结局，读

来让人欲罢不能，大呼过瘾。

黑色悬疑小说，又称心理惊险小说，

是西方犯罪小说的一个分支。同硬派私人

侦探小说一样，这类小说也有犯罪，也有

调查，然而它关注的重点不是侦破疑案和

惩治罪犯，而是描绘案情的扑朔迷离和犯

罪心理状态。作品的主角不是侦探，而是

罪犯或者案件当事人。

《黑衣新娘》中，繁华的大都市里命

案迭起，死者全是男性。有的坠下阳台而

亡，有的在家里中毒而毙，有的莫名奇妙

在橱柜断气，还有的被弓箭穿心致死。所

有疑点都指向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

然而她是谁？从哪里来？因何逐一闯入

死者的生活？最后的真相令人唏嘘。

精彩片段，先睹为快

“终于擦完了。”她高兴地对库克说

，朝他挥动了一下擦碗布，“现在我陪你

玩五至十分钟，然后我们就要让你上床睡

觉了。”

这时，莫兰抬起头来，出于纯粹的责任

感。“你确定不用我帮忙吗？”他问，内心

十分希望她的回答是“不用”。

确实如此。

“你看你的报纸吧，”她带着一种友

好的权威性说，“这个小伙子和我要玩一

会儿捉迷藏的游戏。”

她绝对是上天派来的。唉，看报纸的

时候竟然没有人来打扰，她甚至比玛格丽

特还好。玛格丽特总是觉得你在看报纸的

时候也可以陪她聊聊天。所以，那时候你

要么忍着，要么就是每段要看两遍，而且

要慢慢看，一次看那些线索，一次看意思

。并不是说他不忠诚，而是他真不希望玛

格丽特在他看报纸的时候来跟他聊天，上

帝保佑她。

他不时能听见附近某处一阵快速跑动

的脚步声，库克爆发出的一阵阵笑声和她

说的“我看见你了”。他们大部分时间都

在客厅里上上下下跑动。

他们捉迷藏呢，他宽容地想。人们说

，有两种东西永远不会改变，那就是死亡

和税收。应该再加上一种——孩子们的游

戏。即使是玩游戏，好像她都能够用一种

安慰的、相当隐忍的方式来进行，不至于

让孩子过度兴奋。那肯定是因为她受过职

业训练的缘故。他不知道幼儿园老师们接

受过多少类似的培训，但她肯定很棒。

有一次，有一阵鬼鬼祟祟、追踪终止

的声音，比其他几次的声音稍微长一些，

他抬起头看见她正藏在房间走道里面。她

背朝着他站着，周围都暴露给客厅里的人

。“准备好了吗？”她亲切地喊道。

库克的回答传过来，但是非常模糊：

“还没——等一下。”

她好像跟孩子一样乐在其中。他估计

，这就是与孩子们玩耍的方式，要全身心

投入。孩子们很快就会失去热情，但是他

能看出来库克已经疯狂地爱上了她。显然

，他现在看待她的方式与在幼儿园时不同

，在幼儿园她必须维护一些原则。

她回过头，发现他正满意地看着自己。

“他要藏到楼梯底下那个小密室去，”她眨

了眨眼，告诉他秘密。接着，她突然严肃地

问：“他去那里安全吗？”

“安全？”莫兰茫然地重复道，“当

然安全——里面没什么东西，只有几件旧

雨衣。”

“准备好了。”一个模糊的声音叫道

。

她转过头，警告道：“我来找你了。

”她从门廊里消失了，跟刚才出现在门廊

里一样悄无声息。

他能听见，为了保持游戏的趣味性，

她刚开始假装这里找找、那里找找。接着

，他听见一块木头的声音和一阵低沉而开

心的、承认被找到的声音。突然，有人喊

他的名字，语气中带着一种意外的紧张。

“莫兰先生！”

他跳起来，朝他们那边走去。那叫声就

是一种语调：赶快！在他赶到之前，她喊了

两次他的名字，尽管距离那么短。

她正在拉固定在门上的那个老式铁手

环，满脸煞白。“我打不开这个门——看

，我刚才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来，别害怕，”他安抚她，“这没

什么。”他紧紧抓住铁手环，朝着门的水

平方向朝上拉了半英寸，锁舌自己出来了

，然后他拖出那块重重的橡木嵌板。这块

板子嵌在楼梯架的后面，是普通门的一半

高，比普通门宽，但也没有完全接触地面

，离地面大约还有半英尺的距离。

库克喜不自禁地爬出来。

“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吧？你刚才想把

它朝身边拉。那样对弹簧锁有用，你首先

要把那个铁支架钩起来，然后再拉出来。

”

“我现在明白了。我真傻。”她羞愧

地说着，茫然地将手放在心脏上，另一只

手在脸面前扇风，“我没有告诉你，但真

让我好一顿吓！唷！我真担心他会被困在

里面，还没等我们打开就……”

“噢，对不起——太不好意思了……

”他懊悔地说，仿佛家里有这样一道门都

是他的错。

她似乎还想继续讨论

各种可能性，仿佛在她心

里有一种隐藏的病态纹理

。“我估计，如果真的发

生什么不测，你可以立即

破门而入。”

“是的，我可以找个

工具把它撬开，”他赞同

地说。

她听了似乎很惊讶。

他看见她的目光评价似的

看着他强壮的上肢。“难

道你不能徒手把它打开，

或者用你的肩膀把它顶开

？”

他用手指拨弄着门沿

，将门朝外这样她能看见

。“哦，不行。这是硬橡

木。两英寸厚。你看那个

。你知道，这是结实的房

子。而且这个位置也不好，两边都没有足

够的空间抵住它，用不上力。这里的墙拐

角处只给你几码的空间。而且里面的空间

是随着楼梯倾斜而倾斜的。你甚至在里面

站都站不直。这个密室是个三角形、V字

型的，看到了吗？如果你把胳膊伸到肩膀

后面去，不管在门的哪一边，都会堵在那

个斜顶上。要不就是被这扇墙压倒。”

突然，让他惊讶的是，她低下头，从

那扇低矮的门爬到那个黑暗的密室里去。

他能听见她用手掌敲击那扇厚木板的声音

。没多久她出来了。“那个密室建得真好

！”她惊叹道，“但是那里面好闷，即使

门开着也一样闷。如果真有人不小心把自

己关进这样一个地方的话，你估计，他能

在里面待多久？”

他那男性的无所不知又一次没有准备

好。显然，他以前从未考虑过这样的问题

。“噢，我不知道……”他茫然地说，

“一个半小时，至多两个小时吧。”他饶

有兴趣地上下打量这个密室。“那里空气

确实很少。”他承认。

她为自己刚才冒出的想法感到羞耻和

退缩，谨慎地改变了话题。毕竟，每个人

都会有产生一些病态猜测的时候。她弯下

腰，抓住库克的腋窝下，开始扶着他往前

走，仿佛他是一个机械士兵。“好了，先

生。”接着她尊重地问莫兰：“你觉得他

是不是应该上床睡觉了？”

库克开始大声嚷嚷：“再玩一次！再

玩一次！”他刚才玩得太开心了，根本舍

不得就这样放弃。

“好吧，只玩一次，然后就不玩了。

”她溺爱地让步。

莫兰回到客厅在椅子上坐下。他已经

看完了报纸，全部都看完了，甚至连那些

他没有却非常希望拥有的股票报价都看了；

就连那些他不感兴趣的读者来信都看完了。

他拿出一支雪茄，这是今天中午跟他一起吃

饭的人给他的。他欣赏了一会儿，接着抽了

起来：他把它剥开，点燃，无限惬意地朝头

顶上方吐出一个天蓝色的烟圈。他抽着雪茄

，以一种完全满意的真空状态在那里坐了一

会儿。

那是一种很少感受到的奢侈，他几乎

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种情况。他开始打瞌

睡了，头往下垂。第一次他清醒了，乘机

在身边的烟灰缸里敲掉了烟灰，免得掉下

来把玛格丽特的地毯烧个洞。库克蹑手蹑

脚地走进来，以一种极其夸张的装腔作势

蹒跚地爬行，也许他还沉浸在方才的游戏

里。库克一手拿着一只他的软底、软脚趾

的地毯袜。“贝克小姐说穿上这双袜子，

你会感觉更舒服。”他奶声奶气地低声说

。

“哦，好的。”莫兰笑逐颜开。他弯

下腰，穿上袜子。“告诉她，她会把我宠

坏的。”

库克把脱下了的鞋子拿出去——那双

重鞋底、厚脚趾——他跟进来时一样小心

，尽管他关心的对象还确信无疑地醒着。

莫兰躺回椅子里，这时，他的头又开始第

二次、第三次往下垂，他就随它去了。像

那样的姑娘应该——应该在珠宝店的橱窗

里供着——嗯……

……

什么柔软的东西从地面上掠过他的大

腿，惊醒了他。他抬起下巴到衬衣的第二

个扣子处，迷糊地朝下面看。库克正四脚

趴地，像一只小动物那样，头低得差点比

脚还低了。“还在找地方躲猫猫吗？”莫

兰怜爱地问。

他的幼子抬起头，尖锐地纠正了他没

跟上节奏的错误：“我们已经不玩了。贝

克小姐弄丢了她的戒指，我在帮她找呢。

”

这时候，他听见她的声音在外面响起

：“宝贝，你找到了吗？”

莫兰醒过来，坐起身来，走出去。他

记得，她刚进来的时候确实手上戴着戒指

。楼梯底下密室的门已经开得很大了，好

像她已经去里面找过了。此刻她正在客厅

对面的走廊脚垫板下面找，她身体微微倾

斜，双手扶住膝盖。

“我不知道，戒指怎么不知不觉就从

我手指上滑掉了。”她说，“噢，可能就

在这附近哪儿。弄丢这个戒指，让我感到

难过的唯一原因，是这个戒指是我毕业的

时候，我妈送的……”

“这里找过了吗？”他说，“你去这

里找过了吗？还记得吗？你之前进去过这

里一次，而且还重重地拍过里面的墙壁

……”

她随意地回了一下头，继续寻找。

“我已经在那里找过了，但是我没有火柴

，所以很难确定……”

“等一下，我马上去拿过来，我再帮

你找找那里……”他跨过门槛，划亮一根

火柴，蹲下来，弯下腰跨进了那个密室。

密室门落下的声音仿佛一记枪声般响

彻密封的走廊。

…………

一场捉迷藏游戏引发的密室悲剧

中國汽車工業協會11日公布的數

據顯示，2020年4月，汽車銷售達207

萬輛，環比增長 43.5%，同比增長

4.4%，單月銷量結束21個月的連續下

降，其中，商用車銷量創下月度歷史

新高。中國汽車消費回暖了嗎？

不同的數據
值得註意的是，乘用車市場信

息聯席會(乘聯會，英文簡稱CPCA)

當天也公布了4月汽車銷量數據，顯

示4月份全國汽車零售銷量為142.9

萬輛，環比3月上漲了36.6%，同比

下降5.6%，但也已是今年走勢最好

的月份。

兩組數據哪個準確？中國汽車

消費是否回暖？

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市場

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青在接受中新

社國是直通車采訪時表示，兩組數

據統計的指標有所不同，乘聯會統

計的是終端零售量，而中國汽車工

業協會統計的是批發量，兩組數據

差了流通庫存的環節。此外，中汽

協是較權威的行業協會，分析時通

常更傾向於使用中汽協的數據。

“對於汽車行業的分析要看趨

勢。”王青表示，相比於二月份和

三月份，汽車銷量同比增速在快速

恢復。

方正證券首席策略分析師胡國

鵬向記者表示，4月份的汽車銷售數

據已經比3月份好多了，預計五六月

份還會延續正增長的態勢，“階段

性的回升是回來了。”

被抑制的潛在需求
胡國鵬表示，隨著復產復工，

民眾收入預期在好轉，金融流動性

也呈現出向好態勢，此外，當前在

國家二十三個部門出臺的促進汽車

消費指導意見的基礎上，地方政府

也出臺了很多刺激汽車消費的政策

，主要是補貼政策、信貸優惠等等

，在以舊換新方面也有很多措施，

這些真金白銀的政策很好地促進了

汽車消費的修復。

王青表示，從時間線上看，當前

中國已經進入到更換汽車的高峰，

從去年下半年開始汽車市場消費就

出現了回暖的跡象，降幅不斷收窄

，到2019年12月份已經接近2018年

同期水平，但突如其來的疫情將汽

車消費回暖的節奏打亂了。“判斷

增長趨勢要看潛在增長率，疫情帶

來的問題不是長期問題，無法反映出

潛在增長率，當前，3%—5%的銷量

增長率是有實際需求可以支撐的。”

2月以來，由於疫情防控的需要

，很多民眾不敢外出購物，使前期

積壓的購買力在國內疫情控制後得

到釋放。

另外，根據Ipsos統計，相較於

疫情前出行主要以公共交通為主，

疫情過後私家車的用車需求高達

66%，而對公交/地鐵的需求占比為

24%，這壹心理也推高了人們對汽車

的需求。

在剛剛過去的“五壹”，北京

、上海、長沙、鄭州等多地4S店出

現火爆景象，消費者購車意願明顯

提升。不少車企公布的銷量數據也

顯示出“五壹”汽車銷量的火爆，

其中，吉利環比增長44%、奇瑞環

比增長15.4%、長安同比增長32%、

上汽同比增長0.5%。

5月8日，商務部副部長王炳南

對外表示，汽車、家電等前期被抑

制凍結的耐用消費品銷售明顯回升

，“五壹”期間，上海、重慶、浙

江重點監測企業汽車銷售額同比分

別增長49.6%、28.5%和8.8%，

哪種車升溫最快？
數據顯示，4月份商用車同比增

長明顯，銷量53.4萬輛，為歷史最

高水平，同比增長31.6%；乘用車表

現略差，4月份銷量153.6萬輛，同

比下降2.6%。

王青表示，相比於乘用車，商

用車受宏觀經濟影響更為明顯，客

車、貨車等銷量與和投資、房地產

、基礎設施建設緊密相關，隨著基

建投資、房地產投資的回升，渣土

車、貨運車的銷量則隨之增加，此

外，當前環保政策越來越緊，不少

低環保標準的商用車被強制淘汰更

新。

從具體品類來看，在商用車主

要品種中，與上年同期相比，客車

產銷小幅增長，貨車產銷增長均超

過30%，表現更為出色，其中重型

貨車增長最快，4月份售出19.1萬輛

，同比增長達61.0%。

在乘用車主要品種中，與上月

相比，四大類乘用車品種(轎車、

MPV、SUV、CUV)產銷繼續保持快

速增長；與上年同期相比，運動型

多用途乘用車(SUV)產銷呈小幅增長

，其他三大類乘用車品種產銷降幅

比上月均呈不同程度收窄。

新能源汽車4月份銷量同比降幅

也比3月呈壹定收窄，4月銷量7.2萬

輛，環比增長9.7%，同比下降26.5%

。

王青表示，SUV通常是購車者

第壹次換車的首選，且廣受20歲至

40歲年齡層喜愛，未來SUV將會有

更進壹步增長，此外，20萬元左右

的車增長也會比較快，因為消費降

級和消費升級的消費群體會疊加在

這壹價格區間。

隨著二胎日益增多，功能性較

強的MPV也可能會受到更多歡迎；

擁有更新的概念、更高級娛樂系統

、更能滿足老年人需求的新賣點汽

車也會有較好的銷售前景。

汽車市場能否實現V型反轉？
汽車銷售在結束了單月銷量連

續21個月的下降之後，後期發展前

景如何？能否迎來V型反轉？

中國汽車工業協會副秘書長陳

士華表示，目前，疫情形勢好轉形

成了較好的消費環境，企業庫存較

低，車企利用這段時間彌補之前的

損失訂單。但這並非常態，後面很

難說保持這樣的增長。如果連續壹

個季度，產銷持續保持增長態勢，

可以判斷車市真正回暖。

乘聯會秘書長崔東樹表示，疫

情後汽車剛需恢復較快，不過，車

市V型反轉的消費基礎仍不牢固。

目前，對於車市的核心壓力還是消

費購買力的壓力。從豪華車增長情

況看，表明換購需求比較強，但新

購需求表現並不理想。

王青表示，乘用車受消費者消

費意願的影響很大，但當前面臨的

壓力在逐步減輕，全球疫情的持續

可能會使人們因防疫的需要增加購

車願望，對乘用車銷量產生正面影

響，隨著復產復工的恢復，就業和

收入預期也有了較好的保障。但如

果宏觀經濟不景氣，影響到百姓收

入，也會進壹步擠壓人們對汽車的

消費需求。

胡國鵬預計，展望後市，汽車

銷售將實現對過去兩三年及過去兩

三個月的恢復，實現小幅的正增長

，但因為當前中國汽車滲透率已經

較高，市場飽和的基本情況決定了

汽車銷售不可能實現大幅回升。

中汽協表示，疫情導致國內相

關產業受損，從業人員收入下降，

影響汽車消費；國外疫情影響中國

外向型經濟，導致國內相關從業群

體收入受損，進而影響汽車消費；

海外疫情持續，導致中國汽車出口

受損。樂觀估計，如果國內及海外

疫情得到有效控制，預計今年國內

汽車市場將銷量下滑15%；悲觀估

計，如果海外疫情繼續蔓延，預計

國內汽車市場銷量將降下滑25%。

綜合報導 壹列編組50

車的 X8098 次列車，近日

從廈門自貿片區海滄園區

鐵路場站開出。這是今年

來廈門開出的第100列中歐

班列。

廈門海關相關人士11

日告訴記者，今年中歐班

列突破100列的時間，比去

年整整提前了兩個月。

該列中歐班列滿載機

電、服裝鞋帽、防疫物

資等 398 噸廈門及周邊地

區企業生產的產品，將

從阿拉山口出境，途經

波蘭馬拉舍維奇、德國

杜伊斯堡，到達目的地

德國漢堡。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響，多地海運港口封閉，

空運運力縮減，物流運

輸受阻。單就廈門地區

而言，廈門及周邊口岸

海運、空運運力大減。

而中歐班列發揮其運輸

優勢，保障貨物正常運

輸，在疫情防控中不斷

發揮關鍵作用。

廈門海關人士稱，疫

情期間，有大量出口貨物

選擇中歐班列運輸，班列

業務量激增。

海關統計數據顯示，3

月份，中歐(廈門)班列單月

運輸貨值首次突破1億美元

，共開行33列，載貨2958

標箱 1.58 萬噸，貨值 1.13

億美元，同比分別增長

135.7%、153.3%、222.1%、

152.6%，各項數據均創歷

史新高。

為支持中歐班列擴線增量，廈門海關與新疆烏

魯木齊海關建立常態協調機制，與鐵路部門、中國(

福建)自由貿易試驗區廈門片區管理委員會等機構加

強聯系配合，積極協調增加班列貨物臨時裝車點，

提高出口貨物裝車速度；探索將部分監管作業前置

，提高運營企業與鐵路部門間的信息交換效率；通

過多程轉關，增加廈門-西安城際班列運營線路，促

成廈門特殊監管區貨物“先出區後報關”通過中歐

班列出口，緩解出口運輸壓力。

今年以來，中歐(廈門)班列裝載能力大大提升，

由原來每周6列增加到9列，每列裝運從38車增加到

50車。截至目前，中歐(廈門)班列已累計載貨9094標

箱，貨值3.59億美元，同比分別增長143%、157%。

中
歐
班
列

﹁加
速
跑
﹂

廈
門
今
年
開
行
提
前

﹁破
百
﹂

單月賣出200萬輛輛
中國汽車消費回暖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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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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衛生組織（WHO）的一位
高級官員說，新型冠狀病毒可能“永遠不會消失”，反而可能會
處於類似於艾滋病毒或艾滋病的狀態。

據路透社報道，世衛組織負責緊急情況機構的負責人邁克·
瑞安（Mike Ryan）博士周叁在網上簡報中說，該病毒可能無法
完全消除。

他說：“重要的是要把它擺在桌面上：這種病毒可能只是我
們社區中的另一種地方性病毒，而且這種病毒可能永遠也不會消
失。”

瑞安補充說：“我認為重要的是我們要切合實際，而且我認
為沒有人能預測這種疾病何時會消失。” “我認為沒有這個承
諾，也沒有日期。 這種疾病可能會是一個長期難於解決的問題
，也可能不會。”

他還以麻疹為例，聲稱疫苗可能無法完全清除病毒。
然而，由於世界衛組織對中國的態度以及未能正確報道的事

實，其信譽在最近幾個月受到了抨擊。
世衛組織在一月份以中國官員的名義發布了一條推文，他們

聲稱冠狀病毒沒有人與人之間的傳播。
特朗普總統後來表示，世衛組織正在為中國的冠狀病毒事件

道歉，並宣布美國將停止向這家全球性的衛生組織提供所有資金
。

在上週接受福克斯新聞的獨家採訪中，佛羅裏達共和黨參議
員裏克·斯科特（Rick Scott）承諾，由於參議院國土安全委員會

繼續調查最近的影響，要求世衛組織和中國對其缺乏
透明度負責。

他說：“我們沒有大聲疾呼中國是誰，大聲疾呼
是這些國際衛生組織是誰，你會看到那裏的（美國）
民主黨人士試圖捍衛世界衛生組織，這是世界上最瘋
狂的事情。”

斯科特補充說：“這是一個小組，說到他們知道
有沒有人與人之間的傳播，實際上他們知道有傳播，
所以我們正在做調查。我在國土安全委員會工作，所
以我將領導對世衛組織的調查。我們將找出他們的大
流行計劃是什麽，他們是否遵循大流行計劃，以及他
們何時從所獲得的信息中獲得不同的信息。”

中國上週還宣布，在冠狀病毒未被完全擊敗並贏
得“最終勝利”之前，它不會邀請國際研究人員調查
COVID-19的起源。

【警鍾】要永遠記住，新冠病毒的傳染性至少要比艾滋病毒
高出1萬倍！艾滋病毒認血認性，靠血傳播和性傳播，很容易預
防；新冠病毒不同，他就認人，靠空氣傳播，只要是人都能感染
，只要是人都會傳播，那怕您進了同一房間，坐同一輛車，住同
一個賓館，甚至在同一歌舞劇院看演出或同一個體育館看球賽。
無論您打招呼還是不打招呼，無論您講了話還是沒講話，無論您
接觸過還是沒接觸過，都有機會感染，都有機會傳播。新冠病毒
的持續存在，人們出門要天天戴口罩，人與人之間要保持距離，

人與人之間的聚會少了，聚餐少了，酒肉朋友少了。交往少了，
錢也難賺了，二奶少了！艾滋病毒從發現到現在已有40多年了
，到目前一個艾滋病毒疫苗也沒有。現在研發新冠病毒疫苗的機
構越來越多，投入越來越大，但也要記住，新冠病毒的疫苗開發
會非常困難：1.象艾滋病毒一樣，研發不出有效的新冠病毒疫苗
；2 .研發出的新冠病毒疫苗今天有效，但因病毒變異太快，明天
就沒有效了；3. 研發的新冠病毒對A型有效，對B型和/或C型
無效。所以要做好無新冠病毒疫苗的思想準備，提前做好人類生
活方式的改變，生存空間的改變，社會結構的改變的準備。

世衛組織官員警告稱，冠狀病毒
“可能永遠不會消失”，可能像艾滋病毒一樣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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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旅假期全旅假期】】溫馨信息溫馨信息::
因應疫情指揮中心已宣布全球旅遊疫情建因應疫情指揮中心已宣布全球旅遊疫情建

議均為第三級警告議均為第三級警告，，為保障旅客及機組人員健為保障旅客及機組人員健
康與食安康與食安，，

長榮航空所有航線已全面實施機上防疫餐長榮航空所有航線已全面實施機上防疫餐
點點，，並調整機上服務用品並調整機上服務用品，，相關服務更改如下相關服務更改如下
::

餐點餐點::
11、、皇璽桂冠艙皇璽桂冠艙、、桂冠艙及商務艙不提供桂冠艙及商務艙不提供

網絡選餐網絡選餐。。
22、、飛時飛時66小時以上航班小時以上航班：：全艙等簡化餐點全艙等簡化餐點

服務服務，，特別餐僅提供素特別餐僅提供素
食餐食餐、、宗教餐宗教餐、、嬰兒餐嬰兒餐
及病理餐及病理餐。。
※倫敦出發的航班因受※倫敦出發的航班因受
當地空廚公司供應鏈的當地空廚公司供應鏈的
限制限制，，自自44月月1010日日((含含))
起全艙等除簡化餐點服起全艙等除簡化餐點服
務外務外，，亦取消所有特別亦取消所有特別
餐服務餐服務。。
33、、飛時飛時66小時以下航班小時以下航班
：：全艙等提供常溫輕食全艙等提供常溫輕食

餐袋餐袋，，特別餐僅提供中式素食餐特別餐僅提供中式素食餐。。
服務用品服務用品::
11、、耳機耳機、、頭墊布頭墊布、、餐巾等必要的服務用餐巾等必要的服務用

品均采一次性拋棄式產品品均采一次性拋棄式產品。。
22、、皇璽桂冠艙舒眠備品的調整皇璽桂冠艙舒眠備品的調整。。
33、、毛毯毛毯、、枕頭正常裝載枕頭正常裝載，，但不主動提供但不主動提供

，，一旦經使用後會立即清洗及消毒一旦經使用後會立即清洗及消毒。。
44、、報章雜誌報章雜誌、、酒菜單等均取消裝載酒菜單等均取消裝載。。

55、、座椅前方的椅袋僅放置安全須知卡及清潔座椅前方的椅袋僅放置安全須知卡及清潔
袋袋。。

華美銀行獲華美銀行獲The Findley ReportsThe Findley Reports
評選為評選為 「「超級優異營運銀行超級優異營運銀行」」

【【洛杉磯訊洛杉磯訊】】美國銀行業分析機美國銀行業分析機
構構 The Findley ReportsThe Findley Reports 日 前 公 佈日 前 公 佈
20202020年銀行營運評級報告年銀行營運評級報告。。華美銀行華美銀行
憑藉穩健的營運表現憑藉穩健的營運表現，，獲評為獲評為 「「超級超級
優異營運銀行優異營運銀行 」」 （（Super PremierSuper Premier
Performing BankPerforming Bank）。）。自自19671967年起年起，，
The Findley ReportsThe Findley Reports始終為行業經理始終為行業經理
提供有價值和準確的金融資訊提供有價值和準確的金融資訊，，以協以協
助他們應對銀行營運中遇到的挑戰與助他們應對銀行營運中遇到的挑戰與

困難困難。。該評級該評級
獲得業界的高獲得業界的高
度認可度認可，，且獲且獲
選銀行均為美選銀行均為美
國西部地區業國西部地區業
績優異的金融績優異的金融
機構機構。。
此次評級依據此次評級依據
各銀行在各銀行在20192019
年的營運表現年的營運表現
，，包括存包括存、、貸貸
款或淨收入的款或淨收入的

成長情況成長情況、、淨營業收入淨營業收入（（Net OperNet Oper--
ating Incomeating Income）、）、實際貸款損失金額實際貸款損失金額
（（Net Loan LossNet Loan Loss），），以及股東權益以及股東權益
報酬率報酬率（（Return on EquityReturn on Equity））等指標等指標，，
評選出評選出 「「超級優異超級優異 」」 、、 「「優異優異 」」
（（PremierPremier）） 和和 「「 優 良優 良 」」 （（ComCom--
mendablemendable））三個等級三個等級，，為銀行業提供為銀行業提供
績效標準績效標準。。

20192019年年，，華美銀行創下多項新紀華美銀行創下多項新紀
錄錄，，盈利達盈利達1717億美元億美元，，總貸款達總貸款達33百百
4848億美元億美元，，總存款達總存款達33百百7373億美元億美元，，
總資產達總資產達44百百4242億美元億美元。。在市場大環在市場大環
境極具挑戰的時期境極具挑戰的時期，，華美銀行將持續華美銀行將持續
強化其金融業務在各個產業的抗壓性強化其金融業務在各個產業的抗壓性
和穩定性和穩定性，，成為更堅實的金融橋樑成為更堅實的金融橋樑。。

關於華美銀行關於華美銀行
華美銀行為美國上市公司華美銀行為美國上市公司，，股票股票

代號代號EWBCEWBC在在NASDAQ Global SeNASDAQ Global Se--
lect Marketlect Market交易交易。。華美銀行現為全美華美銀行現為全美
以華裔為主要市場規模最大的商業銀以華裔為主要市場規模最大的商業銀
行行，，現有總資產現有總資產44百百5959億美元億美元，，在美在美
國和大中華地區共有超過國和大中華地區共有超過125125處服務處服務
網絡網絡，，美國市場主要分佈於加州美國市場主要分佈於加州、、喬喬
治亞州治亞州、、內華達州內華達州、、紐約紐約、、麻薩諸塞麻薩諸塞
州州、、德州以及華盛頓州德州以及華盛頓州；；在大中華地在大中華地
區區，，華美銀行在香港華美銀行在香港、、上海上海、、汕頭和汕頭和
深圳都設有全方位服務的銀行深圳都設有全方位服務的銀行，，在北在北
京京、、重慶重慶、、廣州及廈門亦設有辦事處廣州及廈門亦設有辦事處

。。此外此外，，華美銀行以中英雙語網路銀華美銀行以中英雙語網路銀
行行、、自動電話銀行及移動銀行提供全自動電話銀行及移動銀行提供全
天天2424小時的銀行服務小時的銀行服務。。有關華美銀行有關華美銀行

相關資料相關資料，，可在該行網址可在該行網址 www.eastwww.east--
westbank.comwestbank.com查閱查閱。。

【【全旅假期全旅假期】】温馨信息温馨信息:: 最新長榮航空疫情期間防疫措施說明最新長榮航空疫情期間防疫措施說明!!
1010萬張免費機票萬張免費機票 !! 為感謝抗擊病毒一為感謝抗擊病毒一

線服務的醫務人員線服務的醫務人員 !!

為感謝抗擊病毒一線醫務人員的辛勤付出為感謝抗擊病毒一線醫務人員的辛勤付出，，卡塔爾航航卡塔爾航航
空空（（Qutar AirwaysQutar Airways））將免費提供十萬張經濟艙機票將免費提供十萬張經濟艙機票，，且且

不限旅行目的地不限旅行目的地。。所有執業醫生所有執業醫生、、護士護士、、護理人員護理人員、、藥藥
劑師劑師、、實驗室技術員和臨床研究員均可申請實驗室技術員和臨床研究員均可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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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報 休 斯 頓 訊) 聯 合 健 康 集 團
(UnitedHealth Group) (紐約證券交易所
代碼：UNH)為援助受新型冠狀病毒疫
情影響的客戶，將額外提供15億美元的
支持。這次措施是聯合健康集團為應對
新冠而作出的援助之一，其他進行中的
援助包括擴展保險承保服務、支持健保
體系穩定、保障醫護人員及協助受疫情
影響的民眾。

在過去的數月，嚴峻的新冠疫情帶
給民眾、大小企業、各界機構、以及本
土和全球醫療系統極大的挑戰。其中包
括對傳統護理模式的衝擊、對經濟的破
壞、以及全美醫療護理在服務提供與承
保系統的不平衡等。

上個月，聯合健康集團承諾會針對
以上挑戰而快速應變，直到護理、承保
、及健保系統各方面都有較正常的運作

為止。
聯合健康集團行政總裁 David S.

Wichmann 表示： 「我們的使命、我們
對誠信、熱誠、創新和成效等方面的核
心價值觀，引導我們應對今次艱難的挑
戰。我們這次的行動是延續聯合對大眾
及會員援助的承諾，以及對無私的前線
工作人員的支持。」

以下聯合健康保險計劃的會員可獲
得今次相關援助，包括：

• 僱員團體全面保險(commercial
fully insured)計劃 - 按個別計劃，獲得
5-20%的保費減免，金額將顯示於 6 月
份發出的月費帳單上。

• 聯邦醫療保險優惠(Medicare
Advantage)計劃 - 可獲豁免所有專科門
診及主治醫生門診的分擔費用，直至9
月底。

• 聯合健保AARP聯邦醫療保險
輔助保險(Medicare Supplement)計劃 -
聯合健保會提供穩定的月費和支持予新
加入和已加入但需要更新計劃的會員。

• 州政府補助白卡(Medicaid)計
劃 - 聯合健保正加快投入資金予各州合
作伙伴和重症醫護提供者以服務更多會
員，並擴展住屋與健康方案、提供食品
和嬰兒奶粉等。

聯合健康集團持續為應對新冠疫情
在較早前已實施多個應對措施，其中包
括：

• 豁免COVID-19檢測和治療的
分擔費用，並為讓會員更容易獲得所需
護理而豁免轉診程序。

• 於4月初已加快投放接近20億
元以支持醫療機構在流動資金上的需要
，並協助發效1000億元CARES 法案基

金予醫療機構。
• 始創非侵入性、可自我管理的

COVID-19測試，讓測試過程更流暢、
可減少個人防護裝備的使用、更保障醫
護人員的安全。

• 委派高級行政人員協助重大科
研與救援工作。

• 設計和推出新的協定、程序和
技術支援以協助確保全美醫護人員的安
全，並協助僱主讓僱員安全地返回工作
崗位。

• 為團體全面保險(fully insured)
計劃的客戶提供特別註冊期以讓員工參
加承保。

• 顯著擴展遠距醫療(Telehealth)
的使用並調動1萬名Optum醫生以應付
遠距醫療龐大的使用量。

• 提供免費的情緒輔導熱線，幫

助有壓力和焦慮的民眾。
• 投放7500萬元協助社區相關需

要、保障醫療護理人員、協助大眾和醫
護應付因疫情而引起的壓力和焦慮。

關於聯合健康集團
聯合健康集團(UnitedHealth Group)

(紐約證券交易所代碼：UNH)為多元化
醫療護理公司，致力幫助全國民眾過更
健康的生活，將健康護理事項化繁為簡
，滿足消費者的健康和保健需求。聯合
健康集團透過兩大平台提供多元產品和
服務：聯合健康保險(UnitedHealthcare)
提供醫療保險承保及福利服務; Optum
提供資訊和技術支援的醫療服務。欲瞭
解更多資訊，請瀏覽聯合健康保險網站
uhcAsian.com/Chinese 或關注微信 We-
Chat ID：聯合健保。

聯合健康集團提供聯合健康集團提供1515億元額外援助億元額外援助
予應對予應對COVID-COVID-1919疫情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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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休斯頓報導)值此新冠病毒肆
虐全球，人心及健康受到史無前例衝擊
，文化部偕同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

事處與休斯頓本地藝文機構：亞洲協會
德州中心(Asia Society Texas Center)及
Discovery Green，於美國中部時間 5 月

22日晚間9時，以網路直播方式呈現台
灣十鼓擊樂團75分鐘作品《祈天現日》
，向全世界第一線抗疫醫療人員表達敬
意與謝意。

十鼓擊樂團將以純熟精湛的鼓藝演
出；10首作品：《逐鹿躍動映明潭》、
《點將令》、《十八羅漢鼓》、《大破
連環》、《鼓舞歡慶》、《天空斬》、
《吹牛雞》、《雷霆交鋒》、《雷霆再
現》、《鳳邑埤塘》。詮釋黑暗及光明
、沮喪及希望、黑雲遍布及撥雲見日，
給人黑夜將盡，曙光再現的希望。

此次與文化部合作之休士頓藝文單
位，亞洲協會德州中心以及素有 「休士

頓後花園」之
稱 的 Discovery
Green，都是大
休士頓地區知
名度高的文化
推廣單位，素
以推介世界各
國文化藝術為
宗旨；休士頓
台灣書院將結
合該 2 單位龐
大會員粉絲，
共同推廣台灣
精緻軟實力。

十鼓擊樂團是台灣素有盛名之擊樂
團，成立於2000年；以傳創臺灣本土文
化，發揚鼓樂藝術薪傳為目標，歷年創
作多以臺灣的歷史、風景、人文為題材
，結合武術、戲劇展現出肢體的力與美
，加上震撼的聲光舞台，呈現出臺灣多
元的面貌與音樂表演藝術。團隊除曾經
獲美國葛萊美獎及美國獨立音樂獎外，
也參與過法國亞維儂藝術節及美國愛丁

堡藝穗節，獲得高度評價，2018年更受
邀於休士頓米勒戶外劇場(Miller Out-
door Theatre)演出，盛況空前。

《祈天現日》網路直播，將於美國
中部時間 2020 年 5 月 22 日(週五)晚間 9
點開始，歡迎喜愛音樂的朋友共同上線
觀賞這場鼓樂震撼響宴，相關細節可於
「十鼓擊樂團」官網及附件QR Code查

詢 (https://tendrum.com.tw/TpNewsInfo/
zt/210)。

老公当了官以后，连我都很少看见他

了。老公早出晚归，早上我还没睡醒，老

公就走了，晚上我睡着了，他才回来。也

有的时候，他甚至就没回家。我又一次问

老公怎么不回家，老公回答说忙。我不信

，我不相信他会这么忙。

我的感觉没错，后来我发现老公早出

晚归不完全是因为忙，而是有其他的原因

，比如老公外面有别的女人，他用很多精

力去应付那个女人。我这样说是有根据的

，有一天我就闻到老公身上的香水味，老

公从来不用香水，我在他身上闻到香水味

，这里面一定与女人有关。还有一天，我

甚至看到老公身上有女人的口红印。我有

些生气，指着他身上的口红印问：“这是

什么”。

老公有些不自在，回答说：“没什么

。”我说：“这是女人的口红印。”老公

说：“胡说。”我说：“你外面是不是有

女人？”老公急忙否认，说：“怎么可能

呢？”

我也希望这不可能，但偏偏有这样的

可能。这天，我亲眼看到老公跟一个女人

在一起。那时候是晚上，我从外面回来，

半路上居然看到老公跟一个穿短裙的女人

走在一起。那女人竟然挽着我老公。我非

常生气，当即蹿过去，近了，我看清女人

了，瓜子脸，眉毛画得老长，一看就是狐

狸精一样的女人，我随后扯着她，随手就

给了她两个耳光，然后说：“我说我老公

怎么不回家，原来是跟你这个小三在一起

。”女人当然吓坏了，当即跑了。

我追了几步，但女人跑得很快，我没

追上，看着女人的背影，我骂道：“我已

经认得你了，你别让我再见到你。”

这晚，我当然跟老公闹，老公连劝带

哄了半天，我才决定放过老公，但那个小

三，我不会放过她。这以后不久，我真碰

到她了，她迎面向我走来，穿短裙，瓜子

脸，眉毛画得老长。不错，就是那个跟我

老公在一起的女人。我不会放过这个女人

，过去一把扯着她，还伸手打了她两耳光

。女人被打，也很愤怒，她瞪着我说：

“你干吗打人？”

我说：“你说我为什么打你？”女人

说：“你是个疯子。”我说：“你才是疯

子，你跟我老公好，弄得我老公整天不回

家。”女人这时才明白我为什么打她了，

女人说：“一只碗磕不响，是你老公要跟

我好，你要管去管好你老公。”我说：

“是你勾引我老公。”有人围观，一个人

问：“做什么？”一个人回答：“老婆打

小三。”女人肯定怕人围观，看看围过来

的人多了，急忙走了。女人走了，我在那

也没意思，我随后也走了。

才走不远，我忽然又看见一个穿短裙

，瓜子脸，眉毛画得老长的女人。这女

人也迎面走来。看见这个女人，我发现

我完全弄错了，这个女人才是那天挽着

我老公的女人，而刚才被我打的女人，

跟我老公毫无关系。我就觉得愧对刚才

那个女人，但想想也没什么，那女人至

少也做了别人的小三，我恨那些做小三

的人，我觉得我没打错人。在我想清楚

这些时，那女人走到我跟前了，我相信

这回没弄错，这就是那天晚上挽着我老

公的女人，我看见她就冒火，我同样扯

着她，也伸手打了她两个耳光。女人被

打，也很愤怒，她瞪着我说：“你干吗

打人？”

我说：“你说我为什么打你？”女人

说：“你是个疯子。”我说：“你才是疯

子，你跟我老公好，弄得我老公整天不回

家。”女人这时才明白我为什么打她了，

女人说：“一只碗磕不响，是你老公要跟

我好，你要管去管好你老公。”我说：

“是你勾引我老公。”也有人围观，一个

人问：“做什么？”一个人回答：“老婆

打小三。”

做小三的女人肯定最怕人围观，看看

围过来的人多了，女人急忙走了。

我在女人走后也走了。

让我万分惊讶的是，也是才走不远，

我竟然又看见一个穿短裙，瓜子脸，眉毛

画得老长的女人。这女人也迎面走来。看

见这个女人，我发现我刚才又打错人了，

眼前这个女人才是那天晚上挽着我老公的

女人，而刚才被我打的女人，她跟我老公

肯定毫无关系。我同样觉得愧对那个女人

，但想想仍觉得没什么，那女人虽然不是

我老公的小三，但也做了别人的小三，我

也没打错人。在我想清楚这些时，那女人

走到我跟前了，我正想去扯她，但让我完

全没想到的是，女人竟然扯着我，而且重

重地打了我两耳光。被人打了，我当然恼

火，我瞪着她说：“你干吗打人？”

女人说：“你说我为什么打你？”

我说：“你是个疯子。”

女人说：“你才是疯子，你跟我老公

好，弄得我老公整天不回家。”

我明白了女人为什么打我，她把我当

成了小三了。

你说为什么打你
这天，是秦玉玫的生日。当她和好闺蜜丁娇娇、

周梅梅、可可在KTV撒完欢，早过了半夜12点。她们

摇摇晃晃走出，丁娇娇正要往车里钻，秦玉玫急忙拽

住了她。

四人玩得兴起，全喝了酒，说不定在哪个隐蔽角

落里，查酒驾醉驾的交警正盯着她们呢。

“还是打车吧。我先送你们，最后回家。”秦玉

玫边说边四下张望。可是，街上空空荡荡的，一辆出

租车都看不到。

几人正着急，可可扬了扬手机，得意地说：“看

我的！”可可拨通了手机，让对方速来接人，站在她

身边的秦玉玫听得一清二楚，对方压低声音问：“你

在哪儿？几个人？”

“四个，都是我姐妹。”

“你脑子进酒精了吧？”对方气咻咻打断了可可

，“女人的嘴，比筛子还不靠谱。咱俩的事，不等天

亮就能传进我老婆的耳朵。你找别人吧！”斥责入耳

，夜风一吹，可可顿时清醒了许多，在忙乱挂机的同

时，眼窝里多了丝泪光。秦玉玫装作没瞅见，又看向

周梅梅。周梅梅不停地拨打同一个号码，均被告知暂

时无人接听。

“是我男朋友。只要睡着，打雷都震不醒！”周

梅梅恨恨道。“别急，我联系上了，10分钟准到。”

丁娇娇瞥了眼可可和周梅梅，满脸得意，“他要敢差

一秒，哼，我决不惯着他！”

叽叽喳喳中，10分钟过去，人没来；又等了10分

钟，仍没见代驾露面。丁娇娇气恼不已，再次拨打，

对方却关了机。

犹豫片刻，秦玉玫也拨出了一个电话。十几分钟

后，一辆车飞也似的冲到了她们面前。

“姑娘们，上车！”

那是辆脚蹬三轮。驾车人是秦玉玫的老爹。

坐上车，秦玉玫的心里暖意融融，再无自卑。不

管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随叫随到的只有老爹。他

蹬的三轮虽然寒酸，没轿车舒适，却非常安全，平稳

，就算夜再深，也不必害怕……

代驾

商贸公司销售科的刘科长，找到总经理说：“新来的

销售员阿良，他三个月的试用期已满，却仍没签来一单合

同。您看这小伙子，咱们是否留用？”

总经理听了，眉头一皱问：“就是那个每天早出晚归

，总穿一件花格衬衫的年轻人吗？”

刘科长答：“是的。他表面上似乎很勤奋，到处去拜

访潜在的客户，可销售业绩至今是零。但这三个月，公司

却支付了他近万元的薪水。其实最可疑的是，他有时接电

话，竟然是娱乐城和洗浴中心打来的。我怀疑这小子每天

早出晚归，貌似去推销货物，也许是去花街柳巷‘爽’去

了。”

总经理的眉头，此刻已拧成了一个大疙瘩。他点燃一

支烟说：“好吧．等一会儿他回来，我跟他谈谈，打发他

走算了。”

公司都已下班，阿良才风尘仆仆地赶回来。刘科长简单

问了他一天工作的进展，然后就让他去见总经理。

阿良预感到有些不妙，于是惴惴不安地来到总经理室。

总经理态度很客气，但又直言不讳地说：“年轻人，

你辛苦了。你三个月的试用期已到，但业绩却是零。按公

司的规定，像你这种情况，我们不能留用。非常抱歉，从

明天起，你可以另谋高就了！”

阿良一听恍然大悟，正像自己担心的那样。他擦一把

额上累出的汗珠，一时竟不知说啥好。

总经理看他一眼，问：“你还有什么要解释的吗？”

阿良答：“总经理，您要是真心问我，那我想给您讲

一件我家的往事。”

总经理饶有兴趣地说：“好呀，讲来听听！”

阿良于是讲起了故事。

“我从小在农村长大。农村家家户户都养鸡，为的是

自家吃蛋方便。我家隔壁有个女人，因为她脑袋不灵光，

笨手笨脚的，村民都叫她笨大婶。一年开春，笨大婶养了

几只小母鸡。别的鸡都开始下蛋了，唯独一只芦花鸡，每

天只吃粮，不下蛋。笨大婶并不认为自己笨，于是，她找

到我妈说：‘大姐，我把这只芦花鸡卖给你吧！’我妈一

看那只芦花鸡，就说：‘笨大婶，这母鸡快下蛋了，你何

必卖呢！’笨大婶不屑道：‘你可别忽悠我了，这母鸡吃

了我五个月的粮，连个蛋壳也没生出来．我再也不养它了

。你看着它好，干脆卖给你吃肉吧！’我妈见笨大婶执意

要卖，索性就买下了这只芦花鸡。母鸡到我家后，不消三

天就开始下蛋了，有时竟一天能下俩，气得笨大婶的脸都

绿了。后来我问我妈：‘您是怎么看出，这只芦花鸡马上

就要下蛋的？’我妈一笑，答：‘嘿嘿，凭经验呗！这芦

花鸡，脸膛发红，这就是要下蛋的前兆……’”

总经理听了这故事，暗吃一惊，他看看此刻因为奔波

而脸膛潮红的阿良，问：“你就是那只‘芦花鸡’吗？”

阿良这时打开公文包，说：“我这里已经草签了几份

销售意向书，只等最后敲定，就给刘科长过目，没想到他

有些等不及了。”

总经理将信将疑，接过几页公文一看，果然有几家潜

在的大客户。总经理一拍大腿，叹道：“刘科长这个‘笨

大婶’，差点把你让给别的商贸公司，那样损失可就大了

。多亏我谨慎，决定跟你谈谈，才保住了你这个‘将要下

蛋的芦花鸡’。其实刚才我一见到你，就看出你是‘红脸

膛’了。”

阿良擦把汗说：“总经理，您可真是慧眼识‘鸡’。

不过我的红脸膛，是刚才回来时，追公共汽车跑的。”

总经理慧眼识“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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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邦運輸部長趙小蘭線上探討未來在美聯邦運輸部長趙小蘭線上探討未來在美
的亞裔如何發揮自己的領導力的亞裔如何發揮自己的領導力

校聯會在五月十六日贈送四萬元給校聯會在五月十六日贈送四萬元給
休士頓食物倉庫休士頓食物倉庫

美南大專校聯會將在五月美南大專校聯會將在五月
十六日十六日，，星期六上午十點半整星期六上午十點半整
，，在在 KippKipp 高中學校停車場高中學校停車場，，
舉行贈送四萬元給休士頓食物舉行贈送四萬元給休士頓食物
倉庫的典禮倉庫的典禮。。食物分發將在早食物分發將在早
上十一點開始上十一點開始..

屆時休士頓食物倉庫的大屆時休士頓食物倉庫的大
卡車將會停在卡車將會停在 KippKipp 高中學校高中學校
停車場停車場。。任何需要食品的家庭任何需要食品的家庭
，，都可以來排隊領取都可以來排隊領取。。將會有將會有
各式罐頭和雜糧各式罐頭和雜糧，，青菜和水果青菜和水果
等等，，足夠一家四口的食物分配足夠一家四口的食物分配
給大家給大家。。從早上十一點到下午從早上十一點到下午
兩三點兩三點，，送完為止送完為止。。地點在地點在
67006700 百利大道上百利大道上，，位於位於5959公公
路的東邊路的東邊,, 在在 Kipp ConnectKipp Connect

Houston High SchoolHouston High School 停車場停車場
，，按照排隊的秩序先到先送按照排隊的秩序先到先送。。

贈送典禮將在早上十點半贈送典禮將在早上十點半
準時開始準時開始。。經文處陳家彥處長經文處陳家彥處長
，，何人傑組長何人傑組長，，僑教中心陳奕僑教中心陳奕
芳主任芳主任，，西南管理局總裁李雄西南管理局總裁李雄
,,

執行長李純如執行長李純如，，及市政府及市政府
官員等官員等，，都會來共襄盛舉都會來共襄盛舉。。校校
聯會會長徐小玲表示聯會會長徐小玲表示，，校聯會校聯會
為了新冠救災募款為了新冠救災募款，，一共募得一共募得
七萬餘元七萬餘元。。 其中三千元在四其中三千元在四
月二十曰月二十曰，， 用來買眾議員用來買眾議員 AlAl
GreenGreen 在福遍郡的口罩防護品在福遍郡的口罩防護品
捐贈會捐贈會。。 約三萬元在四月二約三萬元在四月二
十三日十三日，，購買醫護用品等捐給購買醫護用品等捐給

西南區的赫曼醫院西南區的赫曼醫院。。及五月十及五月十
二日送二日送750750個美味的中式便當個美味的中式便當
，，慰勞赫曼醫院的所有勞苦功慰勞赫曼醫院的所有勞苦功
高的護士們高的護士們，，祝她們護士節快祝她們護士節快
樂樂 。。最後的四萬元捐給休士最後的四萬元捐給休士
頓食物倉庫頓食物倉庫，，用來購買各式食用來購買各式食
品雜糧品雜糧，，以幫助因新冠病毒失以幫助因新冠病毒失
業及需要幫忙的休斯頓市民們業及需要幫忙的休斯頓市民們
。。..校聯會會員及朋友們在此校聯會會員及朋友們在此
災疫中災疫中，，愛心滿滿愛心滿滿，，伸出真誠伸出真誠
相助之手相助之手。。只要大家都發揮人只要大家都發揮人
饑已饑饑已饑，，人溺已溺的精神人溺已溺的精神，，我我
們一定可以共同度過這個世紀們一定可以共同度過這個世紀
災難災難，，克服任何艱苦難關克服任何艱苦難關 。。

55 月 是 亞 太 裔 傳 統 月月 是 亞 太 裔 傳 統 月
(Asian and Pacific Islander(Asian and Pacific Islander
American Heritage Month)American Heritage Month)，，聯聯
邦運輸部長趙小蘭邦運輸部長趙小蘭（（ElaineElaine
ChaoChao））1111日受全美亞裔總商會日受全美亞裔總商會
和白宮亞太裔發展計劃和白宮亞太裔發展計劃 (White(White
House Initiative on AsianHouse Initiative on Asian
Americans and Pacific IslandAmericans and Pacific Island--
ers)ers)之邀之邀，，在線上發表演講在線上發表演講，，探探
討未來在美的亞裔如何發揮自討未來在美的亞裔如何發揮自
己的領導力己的領導力。。她並對新冠疫情她並對新冠疫情
下亞太裔失業率漲幅驚人下亞太裔失業率漲幅驚人，，表表
示擔憂示擔憂。。

趙小蘭表示趙小蘭表示，，目前亞裔人目前亞裔人
口約占美國總人口口約占美國總人口88%%，，是美國是美國
的主要少數族裔之一的主要少數族裔之一。。多年以多年以
來來，，亞裔在學術界亞裔在學術界、、高新技術高新技術
產業產業、、工商界和政界都取得不工商界和政界都取得不
俗成績俗成績。。今天的亞裔社區既有今天的亞裔社區既有

遨遊太空的宇航員和贏得諾貝遨遊太空的宇航員和贏得諾貝
爾獎的物理學家爾獎的物理學家，，也有為民請也有為民請
命的民選官員命的民選官員，，和角逐商場的和角逐商場的
工商精英工商精英。。亞裔在美國取得的亞裔在美國取得的
成就成就，，不但代表美國正在成為不但代表美國正在成為
一個更加多元化的國家一個更加多元化的國家，，也凸也凸
顯了少數族裔在美國社會和經顯了少數族裔在美國社會和經
濟領域起到的重要作用濟領域起到的重要作用。。

趙小蘭表示趙小蘭表示，，作為聯邦運作為聯邦運
輸部長輸部長，，目前她關注的首要問目前她關注的首要問
題題，，就是如何保證疫情下美國就是如何保證疫情下美國
的運輸系統依然可以高效運轉的運輸系統依然可以高效運轉
。。目前運輸部的三項主要職能目前運輸部的三項主要職能
為為：：11..保證美國運輸系統的安保證美國運輸系統的安
全性全性。。22..積極推動各地運輸基積極推動各地運輸基
礎設施的發展與更新礎設施的發展與更新。。33..鼓勵鼓勵
對未來現金運輸系統的研究和對未來現金運輸系統的研究和
生產生產。。目前運輸部的工作已經目前運輸部的工作已經
得到白宮全力支持得到白宮全力支持。。

作為前勞工部長作為前勞工部長，，趙小蘭趙小蘭
對疫情下美國的失業狀況表示對疫情下美國的失業狀況表示
擔憂擔憂。。指出亞太裔的失業率從指出亞太裔的失業率從
疫情前約疫情前約33%%上漲到今天上漲到今天1414..55..
，，上漲幅度驚人上漲幅度驚人。。由於多數亞由於多數亞
裔都是靠小企業或家庭生意維裔都是靠小企業或家庭生意維
生生，，因此在疫情期間受到的打因此在疫情期間受到的打
擊更為沉重擊更為沉重。。對此對此，，聯邦政府聯邦政府
在過去幾周幫助許多中小企業在過去幾周幫助許多中小企業
償還了大量債務償還了大量債務，，並推出許多並推出許多
補助項目幫中小企業和失業者補助項目幫中小企業和失業者
度過難關度過難關。。目前隨目前隨3030個州逐漸個州逐漸
開始重開經濟開始重開經濟，，她有信心美國她有信心美國
可以在恢復經濟的同時可以在恢復經濟的同時，，保證保證
美國人的健康安全美國人的健康安全。。

在談到如何幫助亞裔進一在談到如何幫助亞裔進一
步發揮其在美國社會的領導力步發揮其在美國社會的領導力
時時，，趙小蘭表示趙小蘭表示，，儘管亞裔在儘管亞裔在
美國社會影響力與日俱增美國社會影響力與日俱增，，在在

走向領導崗位時走向領導崗位時，，亞裔依然面亞裔依然面
對著各式各樣的阻礙對著各式各樣的阻礙。。為了提為了提
升亞裔在美國社會的領導力升亞裔在美國社會的領導力，，
聯邦政府已經擴展了亞裔參與聯邦政府已經擴展了亞裔參與
和了解政治經濟事務的新渠道和了解政治經濟事務的新渠道
。。在各級政府中在各級政府中，，也有許多領也有許多領
導力課程可以幫助亞裔僱員提導力課程可以幫助亞裔僱員提
升自己的眼界和管理水平升自己的眼界和管理水平。。在在
這種情況下這種情況下，，亞裔特有的跨文亞裔特有的跨文
化特質可以成為他們走上領導化特質可以成為他們走上領導
崗位的巨大優勢崗位的巨大優勢。。

趙小蘭表示趙小蘭表示，，重視教育一重視教育一
直以來都是亞裔社區的核心價直以來都是亞裔社區的核心價
值觀和競爭力之一值觀和競爭力之一。。優質高等優質高等
教育的錄取是基於學生個人的教育的錄取是基於學生個人的
素質與品行素質與品行，，乃是現任政府的乃是現任政府的
核心觀點之一核心觀點之一。。現任政府支持現任政府支持
亞裔繼續通過自身的刻苦努力亞裔繼續通過自身的刻苦努力
獲得高質量的教育獲得高質量的教育。。

專家專家﹕﹕休斯頓地區確診數字上升休斯頓地區確診數字上升﹐﹐但整體確診率穩定維持但整體確診率穩定維持
【美南新聞記者蕭永群報導】在過去的7天
中﹐從德州衛生服務部的數據顯示﹐哈裏
斯郡每天報告的新冠肺炎陽性病例的每
日數量呈上升趨勢﹒

但是﹐傳染病專家說﹐每天的總數可能會

誤導人們﹐必須從每次檢測的陽性率作為
指標﹐更成反映防疫成果﹒貝勒醫學院傳
染病醫學助理教授Prathit Kulkarni博士說
﹕「這給人們帶來了普遍的風險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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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率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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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的
15％的
高位開
始下降
﹐自 4
月 23
日以來

一直穩定在5％至7％之間﹒Kulkarni說﹐
人們都沒有看到﹐其實整體確診率是呈現
下降趨勢的﹒代表了數字上升﹐很可能是
因為篩檢量變多﹐而不是染病人數增加﹒
那究竟要從那些數字指標﹐才能更有效了
解目前防疫的狀況如何﹖Kulkarni表示首
先要做的仍是「戴上口罩﹐遠離社會﹐洗手
﹐遠離病人﹒」
他指出﹐我們需要看到的是各項數據兩周
內都呈現下降趨勢﹐另一個衡量標準則是
「住院率」﹒他表示在全州範圍內以及在
我們地區﹐這些比率也處於穩定狀態﹐
沒有大的峰值﹐這意味著醫療系統目前
還不至於被癱瘓﹒
隨著國家重新開放﹐是否能將疫情持續
穩定住是至關重要的﹒所謂的接觸追
蹤器﹐可以幫助識別疫情熱點﹒郡長伊
達爾戈（Lina Hidalgo）說﹐至少有300名
追蹤員將在下周上工﹐協助病情控制﹒
市和郡政府也在著手開闢更多測試點

﹒到目前為止﹐德州僅有約2％的人口接
受了測試﹒休斯頓市長特納表示﹕「我們
的目標是在全市範圍內進行24至25個站
點的測試﹐並在月底之前啟用﹒」畢竟測試
和聯繫追蹤對於發現無症狀傳染者十分
重要﹒
然而﹐針對目前的數據﹐州政府官員也指
出這些數據的時間跨度也只有不到一個
月﹐因此不足夠以目前的數據量﹐來得出
任何結論﹒

【美南新聞記者蕭永群報導】由於病毒居家
令與史上最嚴重的石油蕭條所影響﹐根據
勞工部的每週報告﹐上週又新增近 14 萬
2000 德州人申請了失業救濟﹐根據統計﹐
目前已有約200萬德州人失業﹒
儘管失業申請人數從3月底每週30萬﹐到
現在的14萬已呈現峰值下降趨勢﹐但申請
失業救濟人數仍比大流行前的水平高 10
倍﹒而就全美來而言﹐上周有近 300 萬人
申請了失業救濟﹒自3月底開始封城以來
﹐美國已受理了超過3600萬份失業申請﹒
裁員浪潮加劇了人們的擔憂﹐即需要更多
的政府援助以度過病毒性暴發引起的深度
衰退來維持經濟﹒國會中的共和黨人與民
主黨人對此陷入僵局﹐他們已經提出了數

兆美元的援助﹐其中包括對陷入困境的州
和地方的援
助﹐也已經
給個人和企
業近 3 兆美
元的援助﹒
共和黨領導
人表示﹐他
們希望先對
先前的援助
如何影響經
濟進行了解
﹐再談要不
要繼續紓困
﹐不少人對二度紓困表示懷疑﹐認為會增加

財政負擔﹒
勞工部 14 日
表示﹐自從冠
狀 病 毒 迫 使
數 百 萬 家 企
業 關 門 並 裁
員後﹐這兩個
月 以 來 已 有
約 3600 萬人
申 請 失 業 救
濟﹒此外﹐聯
邦 政 府 還 通
過 了 一 項 針
對 自 僱 工 人

和零工的單獨聯邦計劃﹐上週該計畫就有

84.2萬人申請﹒
從各州資料顯示﹐喬治亞是最早部分重啟
經濟的州之一﹐上週失業人數上升至24萬
1000人﹒在佛羅裏達州﹐允許餐館能25%
重新營業﹐該州的失業機構仍然一直在努
力處理失業救濟申請﹐但申請人數卻猛增
至近22萬2000人﹒其他已取消某些限制
的州﹐例如南卡羅來納州和德克薩斯州﹐申
請幅度呈現大幅下降﹒
川普（Donald Trump）總統似乎對此很是高
興﹐還在推特上回應﹕「那些宣布重啟的州
都傳出好數字﹒美國正在重獲新生﹗」

德州超過德州超過200200萬人申請失業補助萬人申請失業補助﹐﹐全美逾全美逾36003600萬萬﹐﹐就業維艱就業維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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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14日（星期四）5 新聞體
育

■責任編輯：何佩珊

在13日的會議上，各聯席會成員就
今季中超聯賽的進行形式作討

論，在會議後，足協確定把16支球隊
分為兩組作“常規賽”，每組有8支
球隊，分組準則是根據2019年中超聯
賽排名，再以蛇形排列方式而定。因
此上屆冠軍廣州恒大被編入A組，上
季2、3名的北京國安和上海上港編入
B組，上季第4、5名的江蘇蘇寧易購
和山東魯能編入A組，如此類推。

根據賽制，第一階段會是雙循環
分組賽，每組每支隊合共會進行14場
賽事，兩組的頭4名球隊會進入上半
區，第5至8名則進入下半區。定出兩
區球隊後，“季後賽”便正式開始，
A、B組的上半區和下半區均會進行
主、客場交叉淘汰賽（上半區A組第1
對第4，第2對第3；B組第1對第4，
第2對第3。下半區A組第5對第8，第
6對第7；B組第5對第8，第6對第
7）。

在上半區勝出的4支球隊，將肯
定是今季最終的頭4名隊伍，A組第1
對第4的勝方，會和第2對第3的勝方
對碰；B組第1對第4的勝方，會和第
2對第3的勝方對碰；兩組的勝出者會
再決一勝負爭逐冠軍；落敗者則爭奪
第3至4名。

然而，今屆聯賽的制度並非毫無
缺點，例如第5至12位的排位賽，基
本上只是例行公事，球員難有鬥志；
此外，賽事分A、B組後，有些球隊
可能整季都不會碰頭，這便失去了聯
賽的意義。

天海球員可自選新東家
另一方面，天津天海於日前解

散，球員去向亦成為會議關注的話
題；經討論後，足協決定解散球隊的
球員轉會註冊，將不佔用新球會名
額。這樣一來天海的球員都可以自由
選擇自己的新球隊。

新一季中超聯賽賽制落實！中國足協於13日舉行會議，確

定2020年球季的中超聯賽將會先分為兩組作常規賽，分組方式

是以2019年球季排名為準，以蛇形排列的方式進行分組，排定

兩組名次後，將以接近季後賽方式進行淘汰賽定出冠軍。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浩然

2020年中超分組表
A組：廣州恒大，江蘇蘇寧易購，山東魯能，河南建業，大連人，廣州

富力，上海申花，深圳佳兆業

B組：北京國安，上海上港，武漢卓爾，天津泰達，重慶當代，河北華
夏幸福，石家莊永昌，青島黃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浩然）中超球會天津天
海日前宣佈散班，在2016至2017年曾執教這支球隊
（天海前身天津權健）的意大利名宿簡拿華路，13
日就於微博發表自己的感想。

簡拿華路在2016年6月入主天津權健，並帶領球
隊贏得中甲冠軍並殺上中超。在2017年球季，“大
簡”帶領權健贏得聯賽季軍，並獲得一席亞冠盃資
格，但他於同年11月卻選擇離開球隊重返廣州恒大。
然而，“大簡”對這支天津球隊仍是充滿感

情，13日便於微博表達自己心情：“從我得知球隊
破產解散的消息後，非常難過、傷心，之所以我等待
了幾天才發出這段文字！這是一個對我有非凡意義的
球隊，並且給了我一個夢幻般工作環境，特別是能有
機會跟一群這麼棒的球員一起度過了一部非常美好的
童話故事！球隊已不復存在，但是我們的激情，每一
個畫面將永遠的留在我們所有人的記憶裡！再
見…”

另一方面，幾名天海球員也在微博抒發情感，
其中楊旭表示：“成全見的人，追求對的心。曾作為
後浪爭冠，曾作為前浪保級。海浪裡每一個流浪的浪
花，都會驕傲自己創造的驚濤拍岸瞬間。如果大海能
夠換回曾經的愛，就讓我用一生等待……2020，天
海終，我無悔！”至於中場孫可就表示：“五年的時
間，看着球隊從中甲到中超再到亞冠，即使困難重重
也依然堅韌的保級成功…五年來拚盡全力、付出一切
與兄弟們一起哭一起笑…所有的回憶都是那麼真實和
寶貴，怎麼也想不到會有說再見的這一天…”

記者13日從杭州亞組委獲悉，杭州亞運會主體育館和游泳館
通過主體結構驗收，並將於今年底竣工。主體育館和游泳館建築
總面積達39.69萬平方米。建築具有銀白色金屬屋面和兩翼張開
的平台式設計，從高空俯瞰，其外形似是張開雙翅的“蝴蝶”。
據介紹，該設計靈感源自梁山伯與祝英台的中國傳統愛情故事。

杭州亞組委稱，主體育館參照國際籃球比賽場館設計，設有
坐席18,000座，游泳館為標準比賽型，設有坐席6,000座。賽
時，主體育館、游泳館將舉辦籃球、游泳、跳水等比賽項目。

目前，主體育館和游泳館項目主體結構封頂，實現場館屋蓋
整體閉水，機電安裝管道、橋架完成80%，室外工程完成30%，
建設方預計，項目將會在今年年底竣工。

杭州亞組委介紹，項目竣工後至杭州亞運會開始前，上述場
館將投入“試用”，舉辦演唱會等大型活動進行場館壓力測試，
提升場館運營管理能力。 ■中新社

杭州亞運兩大場館今年底竣工
CBA聯盟日前發佈公告，宣佈CBA聯

盟董事長顧問馬國力因個人原因，向聯盟
提出辭職。

CBA聯盟稱，馬國力於2008年北京奧
運會後加入當時的CBA聯賽商務運營服務
商盈方（中國）擔任董事長職務，正式與
CBA結緣。在他的帶領下，CBA聯賽的商
業收入和品牌影響力均獲得顯著提升。

2017年，馬國力出任CBA公司董事長
顧問。任職三年間，他協助公司董事會和
管理層制定聯盟戰略發展方向，為CBA聯
盟的全面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CBA聯盟
在公告中向馬國力對CBA聯賽十餘載的辛
勤耕耘和奉獻表示由衷感謝。 ■新華社

馬國力辭任CBA董事長顧問

中國足協13日正式宣佈秘書處組成
部門設置等機構調整方案，秘書處由原來
的28個部門調整為16個，同時香河基
地、福特寶公司、中超公司等保持不變。

中國足協表示，這是中國足協深入貫
徹落實《中國足球改革發展總體方案》、
持續深化體制機制改革、推進足球領域治
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一項重要舉
措，充分體現了優化協同高效的機構改革
精神。

中國足協主席陳戌源在2019年8月上
任時曾表示要建立一套符合市場化、符合
規律的運行體制機制。“雖然現在我們已
經（與國家體育總局）脫鉤了，但是一些
行政化趨向和思維方式仍然根深蒂固。足
協過去設置28個部門肯定有其道理，但
放在今天，我覺得應該調整。這個調整是
要更加適應政社分開、權責分明、依法自
治的12字方針要求，更加依法自治，更
加能把一件事情的責任、權利交代清
楚。”

“你不能一個事情交由幾個部門去
辦，誰也不負責任，那肯定是不行的。中
國足協人人都是改革參與者，改革必然會
影響到很多人的利益，我們要教育說服中
國足協的每個工作人員，要大家都從中國
足球發展的大局上認識這個改革的必要性
和重要性。”陳戌源說。

以下是秘書處組成16個部門名單：
黨委辦公室、紀檢監察部、戰略規劃部、
行政部、財務部、國際交流部、市場開發
部、媒體公關部、國家隊管理部、男足青
訓部、女子足球部、技術部、競賽部、裁
判部、會員協會部、社會足球部。

■新華社

中
國
足
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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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
機
構
調
整

20202020 中 超 賽 制 落 實中 超 賽 制 落 實

季後賽方式季後賽方式定名次定名次

天
海
散
班

簡
拿
華
路
訴
離
情 ■簡拿華

路（上）
曾帶領天
津殺上中
超。

法新社

■主體育館和游泳館可於年底完工。 資料圖片■馬國力辭任顧問職務。 資料圖片

■■廣州恒大將展開衛冕征途廣州恒大將展開衛冕征途。。中新社中新社

■■ 廣 州 恒 大廣 州 恒 大

（（右右））和天津和天津

泰達未有被列泰達未有被列

作同組作賽作同組作賽。。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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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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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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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       Friday, May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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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