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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餐飲業堅守近兩月終德國餐飲業堅守近兩月終““解凍解凍”” 業者喜憂參半業者喜憂參半
德國大多數地區重新允許餐館和咖啡館經營堂食業務德國大多數地區重新允許餐館和咖啡館經營堂食業務。。在首都柏林在首都柏林

，，由於設定了嚴格的防疫要求由於設定了嚴格的防疫要求，，壹些餐飲業者擔憂壹些餐飲業者擔憂““解封解封””後恐仍面臨後恐仍面臨
虧損虧損。。圖為當天晚餐時段圖為當天晚餐時段，，柏林米特區壹家餐館的顧客大多坐在街邊用柏林米特區壹家餐館的顧客大多坐在街邊用
餐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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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貴陽黔靈山公園內，壹獼猴產下雙胞胎，被愛猴人士親切地
稱作“大雙小雙”，壹模壹樣的“兄弟倆”憑借萌萌的外表引起網友熱
切關註。

法國迎來法國迎來““解封解封””後的首個周末後的首個周末



BB33綜合經濟
星期二       2020年5月26日       Tuesday, May 26, 2020

中國社會

隨著新冠疫情防控取得進展，英

國政府日前公布“解封路線圖”，開

始逐步放松管控措施，謹慎推動復工

復產。如何走好控制疫情和重啟經濟

的“平衡木”，成為英國政府面臨的

新挑戰。

復工復產“三步走”

按照路線圖，英國復工復產將大致

分三步走。第壹步，自13日起，“積極

鼓勵”無法居家辦公的人員返回工作崗

位，食品加工、建築、制造、物流、科

研等行業將率先復工。第二步，最早自

6月1日起，商店逐步恢復營業。第三步

，最早自7月4日起，酒店餐飲等行業可

以復工。

本周以來，英國的豐田、寶馬、賓

利等少數車企已復工，捷豹路虎、沃克

斯霍爾預計下周復工。根據沃克斯霍爾

的計劃，重啟盧頓工廠時將僅有三分之

壹的工人返崗，所有員工將接受體溫檢

測，工作時佩戴口罩和護目鏡，並保持

2米以上社交距離。

服務業方面，目前星巴克、麥當勞

、瑪莎百貨的咖啡廳等餐飲企業只能以

提供外賣的方式嘗試在部分門店復工。

房地產中介公司可恢復營業，購房和租

房者可看房、搬家。

在公布路線圖的當天，英國首相約

翰遜宣布，將設立壹個新冠疫情預警系

統，如果疫情再次惡化，政府會“毫不

猶豫地剎車”。

抗疫、穩經濟“求平衡”
疫情和抗疫隔離措施導致英國經濟

產出嚴重下降，重挫制造業、住宿、非

食品零售業和建築業等。數據顯示，英

國今年第壹季度經濟環比萎縮2%。由於

“居家令”在3月最後壹周才開始實施

，經濟學家普遍認為，二季度英國經濟

受到的沖擊將更嚴重。英國預算責任辦

公室此前預測，二季度英國經濟將下滑

35%。

約翰遜表示，現在英國政府面臨的

挑戰是找到壹條前進道路，既能保持來

之不易的抗疫成果，又能減輕封鎖措施

對經濟的負面影響，“要達到平衡非常

困難”。

英國《衛報》發表評論說，民意調

查顯示，英國民眾認為當務之急是應對

疫情，其次才是重啟經濟，“解封”太

早、太過有引發第二波疫情的風險。

復工伊始，高峰時段英國公共交通

已顯得擁擠。布萊克浦居民茱莉亞在社

交媒體上說：“交通部門要麼限制乘客

數量，要麼增加發車頻率。早7點的公

交車上已經滿載，根本無法保持社交距

離，這種情形讓我感到很不安全。”

企業“回血”待時日
為避免出現大規模失業潮，英國政

府決定將工資保障計劃延長到10月。但

從8月開始，企業將承擔其中的部分成

本。壹些公司表示，裁員將不可避免。

英國航空公司母公司國際航空集團

說，3月下旬以來客運量減少94％，大

部分飛機停飛，計劃最早7月開始復航

。但為減少開支，英航將繼續推進裁員

計劃，最多1.2萬人可能被解雇。

英國汽車制造商與經銷商協會首席

執行官邁克· 霍斯說：“隨著封鎖禁令開

始放松，汽車業終於看到隧道盡頭的壹

絲曙光。但是行業復蘇要依靠各環節的

協調配合，比如盡快重開汽車銷售門店

，提振市場需求等。”

按照政府規劃，英國影院有望7月

重新開放。連鎖影院VUE計劃在訂票環

節就以家庭為單位分散座位以確保社交

距離，壹些汽車影院也將在滿足人們娛

樂需求的同時把人員接觸降到最低。

英國謹慎按下經濟“重啟鍵”

華爾街巨頭壹季度持倉曝光：巴菲特減持銀行股 中概股持續走俏
近期，伯克希爾哈撒韋、先鋒領航集團（Van-

guard）、高瓴資本等華爾街巨頭向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

（SEC）公布了其2020年第壹季度末的美股持倉情況。

經歷了美股史上最動蕩的壹季度，華爾街大佬

們的持倉有什麼新變化？危機時刻如何把握機遇？

巴菲特：削減銀行股倉位
巴菲特旗下伯克希爾哈撒韋最新13F報告顯示

，巴菲特壹季度削減了銀行股倉位，對科技股的態

度沒有明顯變化，增持了航空股。

巴菲特壹季度將高盛的持股比例從1200萬股大

幅削減了84%至192萬股，市值從約27.6億美元降

至約3億美元。高盛方面沒有對此作出回應，該公

司股價壹季度累計下跌32.4%。另外，巴菲特還減

持了180萬股摩根大通至5771萬股。

在今年5月的股東大會上，巴菲特曾表示對銀

行業現狀感到滿意。他認為，雖然能源公司或者消

費者信貸可能會出現壹些狀況，但銀行體系資本充

足，並不是他們主要的擔憂方向。

科技股方面，蘋果依然穩坐巴菲特持倉市值首

位。截至壹季度末，巴菲特對蘋果的持倉總市值約

為772億美元，較去年四季度末的720億美元上漲

了近7%，占巴菲特持倉總市值的近40%。

不過，巴菲特當季選擇小幅減持亞馬遜。此前

亞馬遜在最新壹季財報中表示，該公司需要支出更

多錢應對疫情。

巴菲特壹季度增持了美國聯合航空、達美航空

、PNC等公司股票，但減持了西南航空、美國航空

；當季還清倉了旅行者保險、Phillips 66。但壹季

度過後，巴菲特已下定決心清倉航空股。在股東大

會上，巴菲特稱已經清倉了航空公司的股票，他說

當初買入航空公司時，這些公司的業務還非常好。

在壹季度，巴菲特的持倉總規模為1755.27億

美元，環比減少了約27%。

另壹位投資大鱷索羅斯也順勢而為，壹季度大

舉清倉銀行股和石油股。

當季，索羅斯清倉了摩根大通、花旗、美國銀

行、富國銀行等，還清倉了英國石油公司、康菲石

油公司等。

科技股方面，索羅斯當季新建倉買入亞馬遜，

此外持有部分蘋果公司股票。

華爾街巨頭依然看好特斯拉
總體來看，特斯拉仍然是大多數華爾街巨頭們

的心頭好。先鋒領航集團壹季度選擇加倉特斯拉

25.7萬股，期末總市值達45.4億美元。摩根大通對

特斯拉持倉總市值為9.4億美元。

截至今年壹季度末，特斯拉的第壹大股東Bail-

lie Gifford對特斯拉的持股總量近1208萬股，持股

總市值為63.2億美元，在該公司總持倉市值中排名

第三，去年四季度為第四位。

特斯拉此前發布的2020年第壹季度財報數據總

體向好。壹季度特斯拉總營收為59.9億美元，高於

市場預期的59億美元，較去年同期的45.41億美元

增長逾30%。

在美國通用會計準則（GAAP）下，特斯拉當

季凈利潤為1600萬美元，調整後每股盈利0.29美元

，高於市場預期的每股虧損0.36美元，這是特斯拉

連續第三個季度實現盈利。今年以來，特斯拉股價

累計上漲逾90%。

中概股持續走俏華爾街
中概股中的互聯網公司、教育類以及流媒體公

司獲得了巨頭們的壹致看好。

高瓴資本在美股的前十大重倉股中，愛奇藝、

百濟神州、京東、好未來、阿裏巴巴、拼多多、泰

邦生物7只中概股持有市值合計超過33.8億美元，

約240億人民幣，占總持有市值的45.6%。

京東依然位居老虎基金持倉市值首位，期末

市值為20.5億美元。該基金當季還增持阿裏巴巴

97.6 萬股至 449.2 萬股，期末總市值為8.7億美元

。此外，對騰訊音樂、好未來、愛奇藝等倉位保

持不變。

先鋒領航集團持續看好中概股。壹季度該集團

繼續加倉阿裏巴巴逾350萬股，期末總市值近128

億美元；另外還增持京東近79萬股、愛奇藝近76

萬股、好未來近56萬股。

橋水基金也選擇繼續加倉拼多多、愛奇藝、好

未來等公司。去年，橋水曾在其2020年策略中表示

，未來會更大程度地參與中國市場。

2020年5月23日（星期六）2 新聞中
國

■責任編輯：周文超

■■習近平習近平2222日參加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內蒙古代表團的審議日參加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內蒙古代表團的審議。。 新華社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

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22日下午在參加他所在的十三屆全

國人大三次會議內蒙古代表團審議時強調，中國共產黨根基在

人民、血脈在人民。黨團結帶領人民進行革命、建設、改革，

根本目的就是為了讓人民過上好日子，無論面臨多大挑戰和壓

力，無論付出多大犧牲和代價，這一點都始終不渝、毫不動

搖。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體現了黨的理想信念、性

質宗旨、初心使命，也是對黨的奮鬥歷程和實踐經驗的深刻總

結。必須堅持人民至上、緊緊依靠人民、不斷造福人民、牢牢

植根人民，並落實到各項決策部署和實際工作之中，落實到做

好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中去。

堅持人民至上 不斷造福人民
習近平參加內蒙古代表團審議時強調：

內蒙古代表團氣氛熱烈，討論活躍。費東斌、霍
照良、薛志國、呼和巴特爾、梅花等5位代表

分別就打贏脫貧攻堅戰、加大草原生態保護建設力
度、發揮流動黨支部作用、提升動物疫病防控能
力、做好民族團結進步教育等問題發言。習近平不
時同代表交流。

大力弘揚“蒙古馬”精神
在認真聽取大家發言後，習近平作了發言。他首

先表示完全贊成政府工作報告，充分肯定內蒙古一年來
的工作，希望內蒙古的同志大力弘揚“蒙古馬精神”，
堅決貫徹黨中央決策部署，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
想，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堅持新發展理念，堅決
打好三大攻堅戰，扎實做好“六穩”工作，全面落實
“六保”任務，堅決克服疫情帶來的不利影響，確保完
成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戰脫貧攻堅目標任務，在
新時代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征程上書寫內蒙古
發展新篇章。

人民生命安全置於首位
習近平指出，我們黨沒有自己特殊的利益，黨在

任何時候都把群眾利益放在第一位。這是我們黨作為馬

克思主義政黨區別於其他政黨的顯著標誌。在重大疫情
面前，我們一開始就鮮明提出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
康放在第一位。在全國範圍調集最優秀的醫生、最先進
的設備、最急需的資源，全力以赴投入疫病救治，救治
費用全部由國家承擔。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護人民
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可以不惜一切代價。要繼續堅持外
防輸入、內防反彈的要求，繃緊疫情防控這根弦，完善
常態化防控機制，確保疫情不出現反彈。

經濟基本面續穩中向好
習近平強調，人民是我們黨執政的最大底氣。

在這次疫情防控鬥爭中，在黨中央統一領導下，全
國動員、全民參與，聯防聯控、群防群治，構築起
最嚴密的防控體系，凝聚起堅不可摧的強大力量。
廣大人民群眾識大體、顧大局，自覺配合疫情防控
鬥爭大局，形成了疫情防控的基礎性力量。我國社
會主義民主是維護人民根本利益最廣泛、最真實、
最管用的民主。我們要堅持人民民主，更好把人民
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黨和人民事業中來。內蒙古自
治區是我國最早成立的民族自治區，要堅持和完善
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加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加
快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步伐，繼續在促進各民族

團結進步上走在前列。
習近平指出，做好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

工作，要緊緊依靠人民。這次疫情給我國經濟社會發
展造成了較大衝擊和影響，但某種程度上也孕育了新
的契機。我國經濟穩中向好、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沒有
改變。要積極主動作為，既立足當前，又放眼長遠，
在推進重大項目建設、支持市場主體發展、加快產業
結構調整、提升基層治理能力等方面推出一些管用舉
措，特別是要研究謀劃中長期戰略任務和戰略佈局，
有針對性地部署對高質量發展、高效能治理具有牽引
性的重大規劃、重大改革、重大政策，在應對危機中
掌握工作主動權、打好發展主動仗。
習近平指出，我們黨要做到長期執政，就必須

永遠保持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繫，始終同人民群眾
想在一起、幹在一起、風雨同舟、同甘共苦。黨的
十八大以來，我們一以貫之全面從嚴治黨，堅定不
移反對和懲治腐敗，堅持不懈整治“四風”，進行
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不忘初心、牢記使
命”主題教育，就是要教育引導廣大黨員、幹部始
終同人民群眾同呼吸、共命運、心連心。要堅定不
移反對腐敗，堅持不懈反對和克服形式主義、官僚
主義。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
報道，中國國家主席、中央軍
委主席習近平在參加他所在的
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內蒙
古代表團審議時強調，必須把
為民造福作為最重要的政績。
我們推動經濟社會發展，歸根
到底是為了不斷滿足人民群眾
對美好生活的需要。要始終把
人民安居樂業、安危冷暖放在
心上，用心用情用力解決群眾
關心的就業、教育、社保、醫
療、住房、養老、食品安全、
社會治安等實際問題，一件一
件抓落實，一年接着一年幹，
努力讓群眾看到變化、得到實
惠。

要做好重點群體就業工作
他強調，要鞏固和拓展產

業就業扶貧成果，做好易地扶
貧搬遷後續扶持，推動脫貧攻
堅和鄉村振興有機銜接。要做
好高校畢業生、農民工、退役
軍人等重點群體就業工作。要
抓緊完善重大疫情防控救治體
系和公共衛生體系，加強城鄉
社區等基層防控能力建設，廣
泛開展愛國衛生運動，更好保
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
要保持加強生態文明建設的戰
略定力，牢固樹立生態優先、
綠色發展的導向，持續打好藍
天、碧水、淨土保衛戰，把祖
國北疆這道萬里綠色長城構築
得更加牢固。
習近平強調，黨員、幹部

特別是領導幹部要清醒認識
到，自己手中的權力、所處的
崗位，是黨和人民賦予的，是
為黨和人民做事用的，只能用
來為民謀利。各級領導幹部要
樹立正確的權力觀、政績觀、
事業觀，不慕虛榮，不務虛
功，不圖虛名，切實做到為官
一任、造福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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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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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44廣告

Westing 醫療診所
毛誌江醫生 MD PHD. 40 多年臨床經驗

主治 

家庭全科/專治打呼嚕/睡眠健康/心血管健康/精力不濟
亞健康/移民體檢/常規體檢/遠程診斷/遠程視頻會診

Tel:346-777-6688 
地址： 6918 Corporate Dr, A-13,Houston, TX 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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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thern News Group我們的新網站 www.scdaily.com

美 南 新 聞 網 站 隆 重 推 出 5 大 板 塊 提 升 ,

 為 客 戶 ，  讀 者 提 供 了 更 好 的 瀏 覽 體 驗 。



BB55美南電視介紹

跟蹤海峽熱點，反映兩岸民意

▲ 節目截圖

節目介紹：
“海峽兩岸”是中央電視台惟一的涉台時事新聞評論欄目，節目宗
旨是“跟踪海峽熱點，反映兩岸民意”節目分為兩個版塊：第一個
是“熱點掃描”，主要報導當日和近期台灣島內的熱點新聞;第二個
是“熱點透視”，當日或近期涉台熱點深度報導及兩岸專家對此事
的評論，並對兩岸各個層面的交流交往進行跟踪報導。
《海峽兩岸》江啟臣成為國民黨主席 

播出時間：
首播時間：週一至週五晚上9點30分，重播時間：次日早晨8:00。 ▲ 節目截圖

《海峽兩岸》精彩
節目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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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二       2020年5月26日       Tuesday, May 26, 2020



BB66休城新聞

休城社區

星期二       2020年5月26日       Tuesday, May 26, 2020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導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導】】55月月2222日日，，國國
際著名學術期刊際著名學術期刊《《柳葉刀柳葉刀》》在線發表全球首在線發表全球首
個重組腺病毒個重組腺病毒55型載體新冠疫苗型載體新冠疫苗11 期臨床試驗期臨床試驗
結果結果，，該論文的通訊作者是中國工程院院士該論文的通訊作者是中國工程院院士
陳薇陳薇。。

論文稱，研究顯示，前述以腺病毒Ad5為載
體的新冠疫苗，在給志願者接種後28天時，顯
示出免疫原性和人體耐受性。在健康成年人中，
對SARS-CoV-2的體液免疫反應，在接種疫苗
後第 28 天達到峰值；快速的特異性 T細胞反應
，從接種疫苗後的第14天開始有記錄。

根據研究，已發現首個達到 1 期臨床試驗的
COVID-19疫苗是安全、耐受性良好的，並且能
夠在人類中產生針對SARS-CoV-2的免疫應答
。這項針對108名健康成年人的開放標簽試驗顯
示，經過28天的試驗，結果令人滿意；最終結
果將在6個月內評估。還需要進一步的試驗來證
明 它 引 發 的 免 疫 反 應 是 否 能 有 效 抵 抗
SARS-CoV-2感染。

實際上，重組腺病毒疫苗是最簡單，也是最
容易做的實驗，但也是美歐科學家們不願意做的
試驗。腺病毒是線性雙鏈DNA病毒，克隆起來
非常容易，把冠狀病毒刺突蛋白（spike protein)
的基因序列直接插入腺病毒Ad5載體，感染病毒
包裝細胞，產生有感染活性、但缺乏自我複制能
力的重組腺病毒疫苗，將活性疫苗直接接種到自
願者體內，感染自願者活細胞，與細胞表面的
αvβ3 和αvβ5 整合素結合，通過細胞膜的內
吞作用將病毒轉入細胞內，再經過在溶酶體內修
飾，將腺病毒轉入細胞核，腺病毒可插入或不插
入人類基因組DNA。腺病毒利用機體細胞核內
轉錄酶產生mRNA，再將mRNA轉入胞漿內質
網合成病毒抗原蛋白（刺突蛋白），釋放病毒抗
原刺激機體免疫細胞產生免疫應答，產生相應結
合抗體和激活T淋巴細胞，應對免疫應答反應，
達到預防病毒感染的目的。但人類1號染色體上
有腺病毒adl2的整合位點，盡管在人類其它位點
插入效率低，但腺病毒DNA仍可以整合到人類
1 號染色體基因組 DNA 中，也可以隨機插入不
同基因位點；體外實驗也表明，腺病毒可隨機插
入人類基因組DNA，改變基因結構，這在病毒包裝細胞已經發
現。如果是感染生育期的人類，還可以通過生殖細胞遺傳，改變
人類基因組結構。腺病毒在動物基因組插入率很高，好多轉基因
動物如轉基因老鼠就是用腺病毒作載體，可以在鼠基因組中刪除
（knockout)或者加入(knockin)某種基因到特定位點。

歐美科學家之所以不用腺病毒作載體，是不願意改變人類基
因組結構，因此不主張甚至拒絕這種容易生產的腺病毒載體疫苗
。中國某些科學家反而把這種容易做的事當成寶，也獲得不少沒
有生物醫學知識和背景的志願者追棒，不怕改變人類基因組結構

。中國某些科學家認為腺病毒在人類插入的機率低，但還是有播
入。如果作為疫苗應用，拿人類來做預防接種，人口數量之大，
插入機會之高，基因結構改變，後果不堪設想。因此，用重組腺
病毒載體作新冠疫苗，是極其危險的。

但 陳 薇 同 時 表 示 ， 應 謹 慎 解 釋 這 些 試 驗 結 果 ， 開 發
COVD-19疫苗所面臨的挑戰是前所未有的，並且觸發前述免疫
反應的能力，並不一定意味著該疫苗能夠保護人們免於感染新冠
病毒COVID -19。

(本文只代表個人觀點，不代表美南新聞的立場）

重組腺病毒重組腺病毒55型載體新冠疫苗是否型載體新冠疫苗是否
值得投入人力物力財力值得投入人力物力財力？？

新冠疫情追蹤報導新冠疫情追蹤報導新冠疫情追蹤報導新冠疫情追蹤報導﹕﹕﹕﹕
六州擬六州擬六州擬六州擬「「「「新冠免責新冠免責新冠免責新冠免責」」」」聲明聲明聲明聲明﹑﹑﹑﹑挺川電視台民調挺川電視台民調挺川電視台民調挺川電視台民調﹕﹕﹕﹕拜登領先拜登領先拜登領先拜登領先8888%%%%

【美南新聞記者蕭永群報導】新冠疫情持
續進展﹐碰上國殤日長周末﹐今天的新冠
疫情追蹤報導﹐繼續帶您深入了解國會﹑
地方﹑政策等各界動向﹒

川普蓄意不戴口罩的政治操作川普蓄意不戴口罩的政治操作
美南報業董事長李蔚華指出﹐國殤日在
即﹐每天上天人逝去﹐然而川普總統仍然
在引起口罩爭端﹐前幾日川普視察福特
廠區﹐將口罩戴上﹐卻表示「不想被媒體
拍到」﹐儼然是在進行一場政治操作﹐身
為一國領袖做出了壞的示範﹐要如何使
其他民眾信服﹖也顯示了疫情當頭﹐政
治性介入的痕跡十分明顯﹒
此外﹐華府資深律師也表示﹐22日白宮

緊急召開記者會﹐要求全美各地的教會
在本周末全數開放﹐有鑑於宗教聚會所

「必要場所」﹐且這項命令淩駕於各州州
法之上﹒這是一項重大的宣示﹐法界人
士卻頗有微詞﹐認為川普逾權﹐州長們也
可以進行提告﹒
公衛專家福西也坦言﹐「封城」對美國而
言不是長久之計﹐他也希望可以盡速解
封﹒然而安全的社交距離﹑不要群聚是
解封的前提﹐否則疫情只會不減反增﹒

挺川電視台民調挺川電視台民調﹕﹕拜登領先拜登領先

黃瑞禮提到一向是挺川的FOX電視台的
最新民調﹐數據顯示民主黨候選人拜登
微幅領先8個百分點﹐被川普批為「假民
調」﹒但無論如何﹐不管是CNN﹑CNBC

近來的民調都有一個趨勢﹐就是搖擺州
雙方基本上都是打平的﹐川普微幅領先
﹒李蔚華認為﹐疫情將川普執政以來的
成績全數翻盤﹒

防復工期間感染新冠防復工期間感染新冠﹐﹐六州研擬六州研擬
「「新冠免責新冠免責」」
隨著復工腳步加劇﹐黃瑞禮也指出﹐為了
擔心復工之後員工染新冠﹐使得雇主吃
上官司﹑不敢開業的狀況出現﹐全美有六
個州正在研擬「新冠免責」條款﹐不只是
政府機構﹑民間也正在考慮這項問題﹒
約有21州的檢察長也聯名給國會﹐希望
能制定新冠免責條款﹐將會牽涉到各行
各業﹒

面對疫情面對疫情﹐﹐休斯頓當地華人因應休斯頓當地華人因應

疫情也導致華裔的地位受到衝擊﹐反華
情節﹑攻擊等案件頻傳﹐也有不少檯面上
的政治人物﹐以華裔作為箭靶發言﹒為
了提升華裔正面形象﹑不淪於政治口水
戰﹐休斯頓地區當地華裔社群紛紛透過
捐贈物資﹐來積極提升華裔形象﹒

大專校聯會會長徐小玲表示﹐此次疫情
開始大專校聯會就成立了新冠疫情基金
﹐募到了十多萬元來添購物資﹐贈送給一
線人員﹑休斯頓食物銀行等﹒徐小玲分
享他的見聞﹐指出在4月13日由國會議
員格林（El Green）號召的福遍郡募資中
﹐清一色都是華裔團體的捐贈﹐光該次捐
獻就有高達2萬5000元各式各樣的用
品﹒

疫苗疫苗「「謹慎樂觀謹慎樂觀」」﹐﹐牛津大學失敗疫牛津大學失敗疫
苗並非全盤皆輸苗並非全盤皆輸
有效對抗疫情的最終方法﹐仍然攸關疫
苗的研發﹒醫學博士朱全勝分析﹐雖然

被外界看好的
牛津大學疫苗
﹐接踵到猴子
身上測試後發
現結果失敗﹐
使得猴子都染
疫﹒然而此次
疫苗也並非全
盤皆輸﹐因為
發現施打過疫
苗的猴子們﹐

染上新冠後「肺炎」的症狀發生﹐症狀變
得輕微﹒
因此﹐牛津大學也展開了叁期臨床實驗﹐
請了萬名受試者接種這個疫苗﹐來看看
接踵後是否能對人體也產生保護作用﹒
此外﹐前陣子在疫苗一期測試有良好成
果的Moderna公司﹐受試者中有8人產
生抗體﹐因此Moderna也準備跳過二期
臨床﹐直接進入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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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年间，有个叫李若琳的官员，

因结党营私被革职，回了老家。没了京

城的庇护，李若琳终日胆战心惊，他怕

的是什么呢？原来，当年朝廷颁布《剃

发诏令》，引发了汉人的激烈抗争，死

难者无以计数，而李若琳与此事脱不了

干系。

因为担心被百姓寻仇，李若琳在老

家建起了高墙大院，雇了一群家丁当护

卫，索性终日龟缩在大院里闭门不出，

养起了鹌鹑。

说起鹌鹑，个小，不起眼，养起来

却很费功夫——野鹌鹑捉来之后，要关

在特制的藤条小笼子里，日夜不离地吊

在主人的腰带上，主人时不时地把鹌鹑

从笼里掏出，轻握在手里，手指头不断

地捋顺鹌鹑的羽毛，使其驯服；喂鹌鹑

吃过谷粒之后，主人还要用自己的手指

沾了唾液，让鹌鹑饮用，助其消食。自

然，斗鹌鹑则别有一番乐趣——把一对

鹌鹑放在簸箕中，用草棍略一挑逗，鹌

鹑便会发怒撕咬，喙来爪往，啄挠扑蹬

，斗智斗力，令人叹为观止。

李若琳调教出来的鹌鹑，极是善斗

，但天天看自家的几只鹌鹑斗来咬去，

李若琳已兴味索然。

距李家大院不远有座灵光寺，每逢

庙会，很多村民都聚在寺庙东边的高台

上斗鹌鹑，格外热闹。李若琳实在按捺

不住，便大着胆子也来凑热闹。他的鹌

鹑一上场，特别是那两只报号为“铁公

鸡”和“野狼”的鹌鹑，技压群雄，大

胜而归。从此，李若琳几乎每逢庙会必

去斗鹌鹑，然而，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之

后，村民们都对他“敬而远之”，不愿

陪他斗鹌鹑了。

转眼又到了庙会。这一次，李若琳

别出心裁，要举办斗鹌鹑擂台赛，声称

若是谁的鹌鹑战胜了他的“铁公鸡”和

“野狼”，就赏一百两银子。李若琳信

心满满：重赏之下，就不信没人陪我斗

鹌鹑！

一声锣响后，擂台下人潮涌动，不

断有人提着鹌鹑笼上台。一见有人上擂

台，李家的家丁便会上来搜身，提防有

人近前刺杀老爷。

一场又一场战罢，李若琳的那只

“铁公鸡”连战连胜，眼看再也没人敢

上台。李若琳心中很不过瘾，他往台下

一瞧，发现有两个中年汉子你捅捅我，

我扯扯你，望着金丝笼里的“铁公鸡”

，不时耳语，分明是跃跃欲试。

李若琳将茶壶嘴对那两个汉子一举

，激将道：“要斗就上台来斗，娘们似

的在台下嘀咕，算什么好汉？”两个汉

子顿时涨红了脸，一咬牙就都上了台，

先自报姓名，一个叫张大狗，一个叫吴

四牛，两人都来自城南大王庄，他们的

鹌鹑分别报号叫“狗蛋”和“鱼鹰”。

李若琳一听，乐了：到底是没学问的乡

下汉子，起的名字都

土得掉渣！不过，他

不敢大意，命家丁对

两人搜身，确定两人

身无寸铁，方才命两

人近前来。

张大狗是个急性子，

一把从鹌鹑笼里掏出

了“狗蛋”——一只

团头团脑、小短腿的

黑色鹌鹑。李若琳一

眼看出这“狗蛋”长

着黑嘴白胡须，有一

身蛮力，若是让“铁

公鸡”和它硬拼，恐

怕难赢。李若琳将斗

得兴起的“铁公鸡”

半握在掌中，来回捋

它的羽毛，直到“铁

公鸡”平静下来，才

向簸箕里一撒手。果

然，那“狗蛋”一上

来便横冲直撞，狂啄

乱挠，“铁公鸡”左

躲右闪，总算没让它

抓破头皮。但接下来

，适应了“狗蛋”招

数的“铁公鸡”可就

不客气了，一招接一

招，直杀得“狗蛋”

毫无还嘴之力，头缩在脖子里步步后退

……乐得李若琳连连叫好。

眼看“狗蛋”要跌出簸箕，张大狗

慌忙上前，将其打救上来，塞回自己的

鹌鹑笼里。打败的鹌鹑斗败的鸡，他这

只鹌鹑算是报废了！

“喂，吴四牛，该你的‘鱼鹰’上

场了！”李若琳一努嘴，小厮便冲吴四

牛直嚷。吴四牛见同伴落败，勇气大失

，捂着腰间的鹌鹑笼子直往后退，结结

巴巴道：“铁……铁公鸡太厉害了，俺

……俺的鱼鹰就……就算了！”

“玩玩嘛，输赢无所谓。”李若琳

哪容他打退堂鼓，委婉劝道，但见吴四

牛仍是畏缩不前，他的口气便一下子严

厉起来，“你已报过了鹌鹑的名号，岂

有不斗之理？若不然，依打擂的规矩，

你要丢下二两银子才能走人！”吴四牛

脸上流汗了，倒是张大狗同他打气：

“牛哥，怕什么！斗就斗，大不了像我

的‘狗蛋’一样输掉。二两银子咱可赔

不起……”

吴四牛没了退路，只得把他的鹌鹑

掏出来丢在簸箕里。看客们围上前一看

，不由哄笑起来。只见这“鱼鹰”格外

瘦，乱纷纷的羽毛耷拉着，青嘴红胡须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当下便有

人哼起“鹌鹑经”：“能斗不能斗，先

要看胡子。黑嘴白胡子，咬死牛犊子；

青嘴红胡子，胆小如兔子！”吴四牛听

着，脸更红了。

又开战了，果然“鱼鹰”一个劲地

躲避，被“铁公鸡”追咬得团团转。众

人笑个不停，李若琳却一口茶水噙在嘴

里咽不下去，怔住了：这“鱼鹰”飞得

高，跳得远，挨啄后不出声叫疼，难得

！只怕情况有变。说时迟，那时快，就

见“鱼鹰”突然一个急跳猛拐，回头一

口啄在“铁公鸡”的头皮上，没等“铁

公鸡”反应过来，“鱼鹰”又来了，接

着又是两下。“铁公鸡”吃疼不过，身

子一歪翻出了簸箕。全场大惊，瞬间鸦

雀无声！

还是李若琳最先回过神来，干笑一

声道：“‘铁公鸡’一连斗赢了十几场

，早已是强弩之末，该它败了。不过，

老夫还有‘野狼’呢！”一旁的小厮闻

言，连忙放出了“野狼”。这“野狼”

乍一看毛色、个头同“鱼鹰”差不离，

只是骨架大些，还不时扭着脖子回头看

——相书上说这是“狼顾之相”。“野

狼”早就憋坏了，一肚子怨气没处撒，

见了“鱼鹰”，不等撩拨便上前咬斗，

吴四牛却一把把“鱼鹰”从簸箕里抓了

起来。李若琳以为吴四牛要临阵脱逃，

正要发脾气，却听吴四牛慢条斯理地说

道：“待我给‘鱼鹰’喂喂食！”说着

从食袋里掏出一撮米粒塞在“鱼鹰”的

嘴里。李若琳细一瞧，只见吴四牛喂食

“鱼鹰”的居然是熟谷米！须知鹌鹑都

是吃生谷米的。见李若琳一脸诧异，吴

四牛笑着解释道：“我这‘鱼鹰’只喜

欢吃熟谷米，它吃了熟谷米斗起来格外

凶！”

吴四牛撒手之后，吃饱了的“鱼鹰

”抖着翅膀精神了许多，虽仍是被“野

狼”追着啄，但它跳闪腾挪，干净麻利

，“野狼”丝毫也占不了便宜。不一会

儿，“野狼”累了，眼神也变得很迷茫

。吴四牛突然大喝一声：“鱼鹰，回身

！”“鱼鹰”应声而跃，鸣叫一声腾空

而起，在空中一个华丽转身，张开了细

长的尖喙直啄“野狼”的眼睑。“野狼

”猝不及防，被啄个正着，血立马就出

来了。一下、两下、三下……在“鱼鹰

”暴风雨似的啄击下，“野狼”终于一

动不动地瘫倒在簸箕一角，而“鱼鹰”

则沿着簸箕口飞奔，啾啾而鸣，恰似打

了大胜仗的将军。

这时，李若琳不顾一切扑上前，一

把把“鱼鹰”抓在手里，口里还高叫道

：“好个‘野狼’，果然不负我的期望

！”他分明是耍赖要霸占“鱼鹰”！吴

四牛一愣，嗫嚅道：“老、老爷，您弄

错了，这是我的……‘鱼鹰’。”“怎

么成了你的‘鱼鹰’？你的‘鱼鹰’有

记号吗？”李若琳眯起眼睛，反诘道。

吴四牛摇了摇头。李若琳呵呵一笑：

“我的‘野狼’可是有记号的，腿上套

着个玉扳指。你看清楚了——”说着，

一捋“鱼鹰”的腿，果然上面套着一枚

绿玉扳指。吴四牛目瞪口呆：这姓李的

大老爷戏法变得好快啊！李若琳又说道

：“你的‘鱼鹰’斗死了，看你也挺不

容易的，你就把那一百两银子全拿走吧

，回去多买几亩地……”

吴四牛还要争执，一旁的张大狗回

过神来，对他一番耳语。毕竟近在咫尺

，张大狗的悄悄话让李若琳也听了个清

清楚楚，只听张大狗说道：“合算呢，

一只鹌鹑换来几十亩地！再说了，穷不

与富斗，咱斗不起啊！”吴四牛苦笑一

下，拿着银子走了……

用一百两银子换回一只鹌鹑，李若

琳太得意了——像“鱼鹰”这样禁得起

叼啄又善战的鹌鹑可谓千载难寻。另外

，他心中还有个小九九：当今朝廷的大

红人吴三桂也极喜欢斗鹌鹑，若是把

“鱼鹰”献给吴三桂，自己也许能东山

再起！

李若琳为“鱼鹰”换了个大点的金

丝笼子，另起了个文雅的名号，叫“飞

鸢”。他打算把“飞鸢”再喂肥些，品

相更好看点，就可以去献给吴三桂了。

只是在喂食“飞鸢”吃熟谷米时有点小

麻烦，熟谷米黏糊糊的粘手，而且让

“飞鸢”饮唾液时，“飞鸢”的尖嘴常

常把自己的手指头啄出血来。

半个月后，身体一向强健的李若琳

突然病倒，先是腹痛腿软，很快便口吐

黑血，昏迷在床。他儿子急忙请来个老

郎中，老郎中一诊脉，连连摇头，说李

老爷中的是蛇毒，已经无药可救了！

李若琳的儿子惊呆了：老爹从未被

蛇咬过，怎么会中蛇毒呢？老郎中也大

惑不解。这时，挂在房檐上的“飞鸢”

饿得“唧唧”直叫，老郎中抬头一看，

突然拍腿大悟：“原来李老爷所中之毒

，来自这只鹌鹑，不，这是一只山鹑！

”

见李若琳的儿子迷茫不已，老郎中

细细解释起来：在城外禹王山的悬崖峭

壁间，生活着一种轻盈如燕、勇猛善斗

的鸟类，与平原地区的鹌鹑习性大不相

同，极喜食山中铁头五步毒蛇的蛇卵和

幼蛇，因此被人称为山鹑。山鹑极难被

人捕获，而喂养山鹑更是危险至极——

蛇毒在山鹑嗉囊内越积越多，其毒性已

不亚于铁头五步蛇。喂食熟谷米则会促

使山鹑反刍，嗉囊中毒素尽出。让山鹑

饮唾液时，山鹑尖尖的嘴一旦啄破主人

的手指，这等于被毒蛇咬了一口呀！

李若琳的儿子大惊：说到底，老爹

还是着了那两个乡下人欲擒故纵的道儿

，被他们用一只小小的山鹑给暗害了！

李若琳当天夜里就死了，他儿子忙向县

衙门报案。官府即派人去城南大王庄捉

拿张大狗和吴四牛，可大王庄只有姓王

的，并无张姓、吴姓之人，此案不了了

之……

鹌鹑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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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0年年55月月2020日日，，西南管理區主席李雄率領亞商會義工西南管理區主席李雄率領亞商會義工YvoneYvone
ChenChen，，僑領僑領FrankFrank等將送餐一萬份等將送餐一萬份，，致敬一線英雄致敬一線英雄““活動中募集活動中募集
的午餐盒的午餐盒(Ye's Ichiban)(Ye's Ichiban)送到送到PCTPCT 55 Ted HeapTed Heap警局警局，，發放給工作發放給工作
在第一線的執法人員在第一線的執法人員。。

20202020年年55月月1313日日，，斯塔福市議員譚秋晴率領亞商會義工斯塔福市議員譚秋晴率領亞商會義工YvoneYvone
ChenChen，，UCAUCA休斯敦分會負責人休斯敦分會負責人Helen ShihHelen Shih等將送餐一萬份等將送餐一萬份，，致致
敬一線英雄敬一線英雄““活動中募集的午餐盒活動中募集的午餐盒(Jade Garden)(Jade Garden)送到斯塔福市送到斯塔福市
警局警局，，發放給工作在第一線的執法人員發放給工作在第一線的執法人員。。

20202020年年55月月1515日日，，HBUHBU終於結束了一學期的網終於結束了一學期的網
課課。。著名女高音歌唱家著名女高音歌唱家、、聲樂教授聲樂教授Summer SongSummer Song
受邀來到位於受邀來到位於WhartonWharton沃頓的沃頓的Morris RanchMorris Ranch，，品品
天地華昭之甘霖天地華昭之甘霖，，乘亂世佳人之馬車乘亂世佳人之馬車，，馳騁翱翔馳騁翱翔
在一望無際的綠色草原在一望無際的綠色草原。。最令人難忘的是趕馬車最令人難忘的是趕馬車
之年輕人之年輕人Stewart MorrisStewart Morris已經是一百零一歲了已經是一百零一歲了。。

20202020年年55月月1818日日，，美南中國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會長徐小美南中國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會長徐小
玲與台北經濟文化協調處玲與台北經濟文化協調處Peter ChenPeter Chen處長處長、、西南管理區李西南管理區李
雄主席雄主席、、州議員州議員Gene WuGene Wu、、JJ區市議員區市議員Edward PollardEdward Pollard、、
Brighter BitesBrighter Bites資深項目經理資深項目經理Lani Alcazar, YMCALani Alcazar, YMCA政府和社政府和社
區關係副總裁區關係副總裁Marie ArcosMarie Arcos一起將一起將44萬美元支票和西南區副萬美元支票和西南區副
主席主席FredFred和西南區共捐出的和西南區共捐出的33萬美元一起交給休斯敦食品萬美元一起交給休斯敦食品
倉庫倉庫Houston Food BankHouston Food Bank，，支持為市民發放食品活動支持為市民發放食品活動，，共共
度時艱度時艱。。

20202020年年55月月1414日日，，斯塔福市議員譚秋晴斯塔福市議員譚秋晴、、西南管理區主席李雄率領西南管理區主席李雄率領
亞商會義工亞商會義工Yvone ChenYvone Chen，，OCAOCA休斯敦負責人休斯敦負責人Debbie ChenDebbie Chen等將送等將送
餐一萬份餐一萬份，，致敬一線英雄致敬一線英雄““活動中募集的午餐盒活動中募集的午餐盒(China Star Buffet)(China Star Buffet)
送到送到MetroMetro休斯敦巴士總站休斯敦巴士總站，，發放給工作在第一線的工作人員發放給工作在第一線的工作人員。。

““快樂童年放飛希望快樂童年放飛希望””20202020
盛夏晚會小小代言人盛夏晚會小小代言人、、20192019
第六屆中國好貓步全國亞軍第六屆中國好貓步全國亞軍
陳永曦參加中華兒童文化促陳永曦參加中華兒童文化促

進委員會教育委進委員會教育委
員會主辦員會主辦““跨洋跨洋
攜手攜手，，共克時艱共克時艱
””為海外華僑兒為海外華僑兒
童捐贈抗疫物質童捐贈抗疫物質
活動活動。。陳永曦他陳永曦他
聰明伶俐聰明伶俐、、善良善良
有擔當有擔當。。走秀走秀、、
主持是他的強項主持是他的強項
。。同時還擅長高同時還擅長高
爾夫球爾夫球。。 ““善良善良
暖心暖心””是周圍人是周圍人
對他的評價對他的評價 ，，不不
僅自己努力僅自己努力，，還還
經常幫助他人練經常幫助他人練
習習，， ““贈人玫瑰贈人玫瑰
，，手留餘香手留餘香””是是
他的座右銘他的座右銘。。我我
們希望你也能在們希望你也能在
舞台上舞台上，，用樂器用樂器
彈奏出美妙的音彈奏出美妙的音

符符，，用曼麗舞姿綻放心中繽用曼麗舞姿綻放心中繽
紛的花海紛的花海，，用美妙歌聲唱出用美妙歌聲唱出
純淨無暇的童年純淨無暇的童年。。

20202020年年55月月1919日日，，亞商會義工亞商會義工Yvone ChenYvone Chen等將送餐一萬等將送餐一萬
份份，，致敬一線英雄致敬一線英雄““活動中募集的午餐盒活動中募集的午餐盒(Kimson Restau(Kimson Restau--
rant)rant)送到送到Memorial Hermann Texas Medical CenterMemorial Hermann Texas Medical Center 給醫給醫
護人員和護人員和ICUICU護士捐贈飯盒護士捐贈飯盒。。赫爾門紀念醫院醫生外派官赫爾門紀念醫院醫生外派官
physicians Liason Stephanie Friedhoffphysicians Liason Stephanie Friedhoff
特別豎起兩個大拇指讚揚亞裔社區的暖心貢獻特別豎起兩個大拇指讚揚亞裔社區的暖心貢獻。。

20202020年年55月月1717日日，，得州州長正式宣布開放經濟得州州長正式宣布開放經濟，，稀飯旅行美國總稀飯旅行美國總
代表李玟嫻來到德州發源地華盛頓布拉索河畔州立公園考察代表李玟嫻來到德州發源地華盛頓布拉索河畔州立公園考察。。德州德州
廣闊大地地大物博廣闊大地地大物博，，人口稀少人口稀少，，牧場公園遍布牧場公園遍布，，特別適合疫情期間特別適合疫情期間
不接觸不接觸、、保持距離等規範下的戶外旅行活動保持距離等規範下的戶外旅行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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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花旗 快訊快訊））美國疫情下趣象多美國疫情下趣象多 （（美國美國））楊楚楓楊楚楓
自二月中新冠肺炎殺到美國後自二月中新冠肺炎殺到美國後，，個多個多

月以來月以來，，我在這個專欄中我在這個專欄中，，一直鍥而不捨一直鍥而不捨
地報導花旗疫況地報導花旗疫況。。感謝港澳讀者及親友感謝港澳讀者及親友，，
不時透過不時透過We ChatWe Chat 及及WhatsApp,WhatsApp, 向我反向我反
映出映出閲閲後意見後意見，，使我有所改進使我有所改進。。新近有友新近有友
人提議人提議，，目前美港澳三處地區目前美港澳三處地區，，仍受疫情仍受疫情
困擾困擾，，災情不少災情不少，，大家內心大家內心，，或多或少己或多或少己
感苦惱感苦惱。。如果本人偶時能夠撰寫另類疫情如果本人偶時能夠撰寫另類疫情
下的下的軽軽鬆文章鬆文章，，可以調劑大眾心情可以調劑大眾心情，，未嘗未嘗
不是好事不是好事。。
聽言起行聽言起行，，今期就揮筆下開兩件美國疫情今期就揮筆下開兩件美國疫情
下的趣事下的趣事。。

由於美國各大城市均公佈宅居令由於美國各大城市均公佈宅居令，，上上
千萬美國民眾分別因疾病隔離千萬美國民眾分別因疾病隔離、、失業以至失業以至
閒待在家閒待在家，，以往外出擁擠的交通以往外出擁擠的交通，，變得異變得異
常順暢常順暢。。但是在疫情期間但是在疫情期間，，民眾仍然必須民眾仍然必須
冒險外出採買食物冒險外出採買食物，，部分居民駕駛在空蕩部分居民駕駛在空蕩
的街道上時的街道上時，，卻忘了遵守速限卻忘了遵守速限，，超速的比超速的比
例較新冠疫情之前大幅上升例較新冠疫情之前大幅上升。。

根據根據《《洛杉磯時報洛杉磯時報》》報道報道，，洛杉磯某洛杉磯某
些街道上的平均車速提高了些街道上的平均車速提高了3030％％。。交通單交通單
位的分析發現位的分析發現，，自從宅居令於三月中發佈自從宅居令於三月中發佈
以來以來，，洛杉磯駕駛人仕的駕駛速度洛杉磯駕駛人仕的駕駛速度，，較以較以
往快了往快了1212%%，，週末則比以往快了週末則比以往快了66%%。。洛洛
城街道空蕩城街道空蕩  超速駕駛者激增超速駕駛者激增。。

洛杉磯市警局局長摩爾洛杉磯市警局局長摩爾（（MichelMichel
MooreMoore））說說，，車速在空曠的街道上上升的車速在空曠的街道上上升的
情況情況，，令人感到不安令人感到不安，，他正在與洛市的交他正在與洛市的交
通運輸官員合作通運輸官員合作，，以尋求解決方案以尋求解決方案，，包括包括
將調整交通號誌將調整交通號誌，，以及在違規情況嚴重的以及在違規情況嚴重的
地區加派警力地區加派警力。。

在部分民眾狂踩油門的同時在部分民眾狂踩油門的同時，，也有許多居也有許多居
民會在騎自行車和步行時民會在騎自行車和步行時，，多次穿越街道多次穿越街道
來避免和他人太靠近來避免和他人太靠近，，導致道路使用環境導致道路使用環境
更加危險更加危險。。近日一起發生在近日一起發生在Highland AvHighland Av--
enueenue的超速車禍事故的超速車禍事故，，就導致兩人死亡就導致兩人死亡。。
由於行人以及自行車騎士的增加由於行人以及自行車騎士的增加，，摩爾懇摩爾懇
求駕駛人仕放慢車速求駕駛人仕放慢車速，，所有路上行人所有路上行人，，也也
都應該遵守交通規則都應該遵守交通規則。。為了幫助行人為了幫助行人，，市市
政府已將位在城中心區政府已將位在城中心區、、中國城中國城、、越南埠越南埠
、、墨西哥人區墨西哥人區、、韓國城的韓國城的400400多個行人號多個行人號
誌燈與車輛的號誌同步誌燈與車輛的號誌同步，，如此一來如此一來，，民眾民眾
就不必冒著接觸新冠病毒的風險就不必冒著接觸新冠病毒的風險，，去按下去按下
行人號誌的按鈕來穿越馬路行人號誌的按鈕來穿越馬路。。

城市之外的高速公路的行車速度城市之外的高速公路的行車速度，，也也
在疫情侵襲下有所提高在疫情侵襲下有所提高，，特別是通勤者經特別是通勤者經
常使用的路段常使用的路段。。根據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根據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
（（UC DavisUC Davis））的一項研究的一項研究，，405405號高速公號高速公
路靠近蓋蒂中心路靠近蓋蒂中心（（Getty CenterGetty Center））的路段的路段,,
在疫情期間平均時速提高了近在疫情期間平均時速提高了近1010mphmph，，
往日的平均最高時速往日的平均最高時速，， 只是只是33 mphmph。。55號號
高速公路與高速公路與1414號高速公路交匯處附近號高速公路交匯處附近，，
平均時速更提高了平均時速更提高了99 mphmph，，過度高速駕過度高速駕驶驶
，，易生車禍易生車禍。。

不過在另一方面不過在另一方面，，卻為市政府庫房卻為市政府庫房，，
帶來了帶來了额额外的罰單收入外的罰單收入。。近日交通警大隊近日交通警大隊
，，都較往日提早下班都較往日提早下班，，因為超速駕駛司機因為超速駕駛司機
大量增加大量增加，，交通警察那怕只是站上交通黑交通警察那怕只是站上交通黑
點點55 分鐘分鐘，，便可以手到擒來三五個飛車一便可以手到擒來三五個飛車一
族族，，因此便可以提早完成交差任務因此便可以提早完成交差任務。。從這從這
一個角度來看一個角度來看，，市府市府 「「差人差人」」 倒要多謝新倒要多謝新
冠肺炎的駕臨美國了冠肺炎的駕臨美國了。。

另外要多謝新冠肺炎的另外要多謝新冠肺炎的，，還有公路上還有公路上
交通失事量大幅度減少交通失事量大幅度減少。。看最新的月結報看最新的月結報
告出爐告出爐：：由於市民受由於市民受 「「禁足令禁足令」」 法例所限法例所限
，，大眾外出機會劇減大眾外出機會劇減，，道路上車量減少道路上車量減少，，
這樣這樣，，無論是高速公路或是橫街窄巷無論是高速公路或是橫街窄巷，，交交
通車輛的碰撞事故通車輛的碰撞事故，，大大地減少了大大地減少了5050％％。。
根據市警察局的數據根據市警察局的數據，，交通意外次數從三交通意外次數從三
月上半月的月上半月的21952195起下降到宅居令頒佈後起下降到宅居令頒佈後
兩週的兩週的896896起起。。但是但是，，即使出行車輛減少即使出行車輛減少
，，加州公路巡邏隊仍因為民眾車速超過加州公路巡邏隊仍因為民眾車速超過
100100 mphmph開立了更多罰單開立了更多罰單。。在在33月月1919日至日至
33月月2929日期間日期間，，加州公路巡邏隊開立了加州公路巡邏隊開立了
943943張極端超速罰單張極端超速罰單，，去年同期則只有去年同期則只有
418418張張。。

另一方面另一方面，，近日加州警消人員近日加州警消人員，，紛傳紛傳
染疫染疫  目前至少已有三人死亡目前至少已有三人死亡，，數十人受到數十人受到
感染感染。。第一線損失越來越大第一線損失越來越大。。
根據根據《《洛杉磯時報洛杉磯時報》》報道報道，，洛杉磯市警局洛杉磯市警局
警察和文職人員感染病毒人數增加至警察和文職人員感染病毒人數增加至4545
人人，，其中至少一名員工住院治療其中至少一名員工住院治療，，四名高四名高
階指揮員警正處於恢復階段階指揮員警正處於恢復階段。。同時同時，，洛杉洛杉
磯市消防局共計磯市消防局共計1313名消防員被感染名消防員被感染，，其其
中一人住院中一人住院，，部分首批受到感染者開始恢部分首批受到感染者開始恢
復健康復健康，，一名警察和兩名消防員已獲准重一名警察和兩名消防員已獲准重
返崗位返崗位。。

北加州聖荷西和長堤市消防部門也深北加州聖荷西和長堤市消防部門也深
受疫情打擊受疫情打擊；；南加州河濱縣上週發生兩名南加州河濱縣上週發生兩名
縣警去世縣警去世，，全縣至少有全縣至少有2626名縣警局僱員名縣警局僱員
和和1313名囚犯病毒檢測呈陽性反應名囚犯病毒檢測呈陽性反應。。雖然雖然
這與紐約市警察局這與紐約市警察局1111名僱員死亡名僱員死亡、、11691169
名警官遭受感染數字相比顯得微不足道名警官遭受感染數字相比顯得微不足道，，

但對加州當地前線造成損失越來越大但對加州當地前線造成損失越來越大。。
為此為此，，洛杉磯市警局持續針對洛杉磯市警局持續針對11萬萬

30003000名員工進行全面測試名員工進行全面測試，，目前為止已對目前為止已對
360360多名員工進行過檢測多名員工進行過檢測。。除此之外除此之外，，該該
部門進行輪班調動部門進行輪班調動，，員警間保持適當距離員警間保持適當距離
，，凡出現輕微疾病跡象者凡出現輕微疾病跡象者，，都必須留在家都必須留在家
中隔離中隔離，，工作區也會經常消毒清潔工作區也會經常消毒清潔，，人員人員
必須配備必須配備NN9595口罩口罩、、手套和護目鏡手套和護目鏡。。

洛市警局局長摩爾洛市警局局長摩爾(Michel Moore)(Michel Moore)上上
週指示警察在疫情爆發期間應該要戴防護週指示警察在疫情爆發期間應該要戴防護
口罩或其他面罩口罩或其他面罩，，以提高安全性以提高安全性。。
上週上週，，聖羅莎一名警探感染病毒身亡聖羅莎一名警探感染病毒身亡。。自自
疫情爆發以來疫情爆發以來，，洛杉磯縣警長部門也已下洛杉磯縣警長部門也已下
令令209209多名可能接觸過病毒員工返家隔離多名可能接觸過病毒員工返家隔離
。。

在一般市民眼中在一般市民眼中，，消防及警務人員消防及警務人員，，
均應該是身體健碩的強壯人仕均應該是身體健碩的強壯人仕。。現今連他現今連他
們也中招們也中招，，似乎有點不對勁似乎有點不對勁。。ABCABC 電視台電視台
晚間有倜諧趣節目晚間有倜諧趣節目，，有聽眾來電向該節目有聽眾來電向該節目
主持人提出主持人提出：： 他不明白為何消警人員也會他不明白為何消警人員也會
受到新冠肺炎的光顧受到新冠肺炎的光顧？？主持人沒有即時答主持人沒有即時答
他他，，只是把一隻金睛白額的棕色老虎的相只是把一隻金睛白額的棕色老虎的相
片片 傳送給他看傳送給他看,, 並且問他並且問他：： 「「這隻老虎是這隻老虎是
有牙的有牙的，，夠大隻嗎夠大隻嗎？？」 「」 「夠大夠大，，夠威夠威，，」」
觀眾回應觀眾回應。。 「「哪麼哪麼，，牠為什麼也會染上新牠為什麼也會染上新
冠肺炎而病倒冠肺炎而病倒？？」」 隨即隨即，，電視台上響起一電視台上響起一
陣笑聲陣笑聲。。

這是紐約市布朗士公園一隻這是紐約市布朗士公園一隻44歲大的歲大的
馬來亞虎馬來亞虎，，日前確診患上新冠肺炎日前確診患上新冠肺炎。。經公經公
園方面確認園方面確認，，這隻馬來亞虎疑似因動物園這隻馬來亞虎疑似因動物園
的一名管理員而感染該疾病的一名管理員而感染該疾病。。公園獸醫主公園獸醫主

管凱勒管凱勒（（Paul CallePaul Calle））表示表示，， 「「據我們所據我們所
知知，，這是首次出現這是首次出現（（野生野生））動物被人傳染動物被人傳染
新冠肺炎新冠肺炎。。」」 並表示只有這一判斷符合邏並表示只有這一判斷符合邏
輯輯。。

相關報告指相關報告指，，無論是家貓還是野貓無論是家貓還是野貓，，
所有貓科動物都可能感染新冠肺炎所有貓科動物都可能感染新冠肺炎。。然而然而
一直以來一直以來，，科學家們都不曾發現貓科動物科學家們都不曾發現貓科動物
可從人類身上感染該病毒的依據可從人類身上感染該病毒的依據。。

負責運營布朗士公園的非牟利機構野負責運營布朗士公園的非牟利機構野
生動物保護協會生動物保護協會（（Wildlife ConservationWildlife Conservation
SocietySociety））於上周日所發布的一份聲明中表於上周日所發布的一份聲明中表
示示，，這隻名叫納蒂婭這隻名叫納蒂婭（（NadiaNadia））的的44歲馬歲馬
來亞虎持續乾咳多日來亞虎持續乾咳多日，，並出現了其他與流並出現了其他與流
感類似的症狀感類似的症狀。。

在美國農業部在美國農業部（（USDAUSDA））位於愛荷華位於愛荷華
州的國家獸醫服務實驗室州的國家獸醫服務實驗室（（National VetNational Vet--
erinary Services Laboratoryerinary Services Laboratory））於於44月月22日日
對納蒂婭進行了測試對納蒂婭進行了測試，，測試結果於周日出測試結果於周日出
爐爐，，確認為陽性確認為陽性。。

隨著相關新聞在網絡的不斷蔓延隨著相關新聞在網絡的不斷蔓延，，有有
關是次測試是否佔用了人類測試資源的疑關是次測試是否佔用了人類測試資源的疑
問越來越多問越來越多。。於是在上周日晚於是在上周日晚，，凱勒對此凱勒對此
發布一則推文回應稱發布一則推文回應稱，，針對動物的獸醫測針對動物的獸醫測
試與人類測試並不相同試與人類測試並不相同，，故不存在佔用資故不存在佔用資
源的情況源的情況。。

據美國獸醫醫療協會據美國獸醫醫療協會（（AmericanAmerican
Veterinary Medical AssociationVeterinary Medical Association））消息消息，，
目前該動物園的所有貓科動物均在農業部目前該動物園的所有貓科動物均在農業部
和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和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CDC））的密切監的密切監
控下控下，，以以 「「確認園內其他區域是否還有其確認園內其他區域是否還有其
他動物需要接受檢測他動物需要接受檢測。。

【【全旅假期全旅假期】】溫馨信息溫馨信息:: 中國國際航空公司乘機旅客必看訊息中國國際航空公司乘機旅客必看訊息!!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美南僑界健行活動支持台灣參與美南僑界健行活動支持台灣參與
世界衛生大會世界衛生大會(WHA)(WHA)

休士頓台商會張智嘉會長率幹部與僑教中心主休士頓台商會張智嘉會長率幹部與僑教中心主
任陳奕芳任陳奕芳、、僑務諮詢委員劉秀美參加盛會僑務諮詢委員劉秀美參加盛會

休士頓客家會汪幹雄會長夫人等休士頓客家會汪幹雄會長夫人等、、與僑教中心與僑教中心
主任陳奕芳主任陳奕芳、、僑務諮詢委員劉秀美僑務諮詢委員劉秀美、、經文處林經文處林
映佐副處長映佐副處長、、福遍縣縣長福遍縣縣長KP GeorgeKP George、、賴江椿夫賴江椿夫

婦在全民集萬步走入婦在全民集萬步走入WHAWHA活動前合影活動前合影

休士頓台商會張智嘉會長休士頓台商會張智嘉會長、、徐世鋼副會長徐世鋼副會長、、陳陳
志宏前會長志宏前會長、、周政賢顧問等及經文處林映佐副周政賢顧問等及經文處林映佐副
處長夫婦於處長夫婦於 55 月月 1818 日上午於糖城日上午於糖城 Oyster CreekOyster Creek

ParkPark參加健走參加健走

僑務諮詢委員劉秀美主持大會並介紹參與主辦僑務諮詢委員劉秀美主持大會並介紹參與主辦
單位負責人及來賓福遍縣縣長單位負責人及來賓福遍縣縣長KP GeorgeKP George、、糖城糖城

市議員市議員Carol McCutcheonCarol McCutcheon

數百位熱情僑胞響應並參與衛福部發起的全民集數百位熱情僑胞響應並參與衛福部發起的全民集
萬步走入萬步走入WHAWHA

休士頓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陳家彥致詞休士頓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陳家彥致詞、、歡迎歡迎
大家一起集萬步讓台灣加入世界衛生組識大家一起集萬步讓台灣加入世界衛生組識。。

福遍縣縣長福遍縣縣長KP GeorgeKP George頒發褒揚狀由僑務諮詢頒發褒揚狀由僑務諮詢
委員劉秀美委員劉秀美、、休士頓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陳家休士頓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陳家

彥代表接受彥代表接受

百位熱情僑胞響應並參與衛福部發起的全民集萬步走入百位熱情僑胞響應並參與衛福部發起的全民集萬步走入WHAWHA合影合影

熱情僑胞健行隊伍在糖城熱情僑胞健行隊伍在糖城Oyster Creek ParkOyster Creek Park參參
加健走加健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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