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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鸡下蛋金不换，老树盘根保平安

。狐朋狗友亦有爱，人人都在一条船。

高新区管委会正在招标建设一个创

业园，钱总对此垂涎已久，多方打探后

，投其所好地给负责人胡主任送去了两

枚纯金的蛋。

待钱总走后，胡主任和老婆兴奋地

一蹦老高，对着金蛋又亲又抱。两杯酒

下肚后，两人干脆玩起了老母鸡下蛋，

边学边喊：“哇，下了个金蛋！发财了

，发财了！”

转眼年底了，创业园项目顺利竣工

，组织把庆功宴和年会安排在了一起，

几百号人携家属吃晚宴、开年会。年会

有一个“幸运砸金蛋”的互动环节，主

持人问几个科技小常识，答对的人可以

砸金蛋赢奖品。人们纷纷上台答题。

胡主任上小学的儿子胡小胖，跟着

人流跑上台，抱起一个金蛋举过头，大

喊：“大家好，现在我给大家表演一个

下金蛋的节目！”只见胡小胖背过身去

，撅着屁股把蛋藏在了衣服里，然后有

模有样地学起了母鸡下蛋，最后捧着蛋

大喊：“我下了个大金蛋！发财啦，发

财啦！”

主持人蹲下来采访胡小胖：“你可

真厉害，这本事是从哪里学的呀？”胡

小胖答：“跟我爸爸学的！”

大家哄笑起来，主持人还想问下去

，胡主任的老婆不知道什么时候冲上台

，揪着小胖的耳朵就往下拽，骂道：

“大人们都等着答题呢，你在这儿添什

么乱！”一时间现场气氛很尴尬。胡主

任一言不发，身边的钱总更是脸色铁青

。

好歹挨到了晚上回家，两口子感到

大事不妙，急得团团转，一边骂儿子，

一边想对策。胡主任心里有数：自己在

这个位置上坐得并不稳，好多人都虎视

眈眈地盯着呢！

确实，年会上汪副主任就盯着他们

一家呢！这个老汪是二把手，早就有了

“彼可取而代之之心”，一直苦于没有

抓到胡主任的把柄。昨晚他机敏地捕捉

到了餐桌上的异常，断定这里面必然有

事。

老汪的儿子壮壮和胡小胖是同班同

学，今天老汪特意请假早走了一会儿，

守在班门口

，等放学后

小胖一出来

就拦下了他

。老汪蹲下

来问：“小

胖啊，昨天

你表演的下

蛋真精彩，

是爸爸妈妈

教你的吗？

”

胡小胖

怯生生地说

：“汪叔叔

，昨天妈妈

再也不让我

提下蛋的事

了，说这是

我们家的秘

密！”

果然有

事！老汪继续道：“既然妈妈不让说下

蛋的事，那咱就不说。和叔叔聊聊你家

的蛋总可以吧，你家的蛋是什么颜色的

啊？”

胡小胖脱口而出：“我家的蛋是金

子的！闪闪发光……”他发现自己说漏

嘴了，赶紧停下来。

“你还记得昨天和我们一桌的钱叔

叔吧，他是不是也会下蛋啊？”胡小胖

想都没想就说：“我家的蛋就是钱叔叔

送的啊。”

正说着，只听胡夫人在远处大吼一

声，疾步冲过来，可是为时已晚，老汪

也不想掩饰什么，晃了晃手机，意思是

都录下来了，然后领着壮壮得意地走了

。

这下胡家可炸了锅，回家后胡夫人

狠狠给了小胖两耳光，问他都说了些什

么。正盘问着，胡主任收到了老汪发来

的一条语音信息，打开一听，竟是刚才

的录音！

老婆听完一屁股瘫在沙发上，胡主

任则闷声抽着烟，反反复复把语音听了

十几遍。突然，他狠狠地把烟头摁灭，

说：“既然老汪这么想当一把手，那就

让小胖把班长让给壮壮好了！”

见老婆不明所以，胡主任解释说

：“教务处主任原来是你爸的秘书，

就请他安排吧。”见老婆还是迷惑万

分，胡主任微微一笑道：“下蛋这个

事的确不光彩，但若要让他老汪也下

一次，不就万事大吉了？”言罢，他

丢下云里雾里的老婆，给教务处主任

打电话去了。

第二天一早，班主任秦红老师一

进教室，就给同学们布置了一个新年

联欢晚会上下蛋的游戏任务。游戏形

式类似于夹球跑，只不过把球换成了

纸做的金蛋，不能弄破。参赛以家庭

为单位，一个孩子连同两个家长接力

赛，取得前三名的，计入三好学生加

分。

壮壮放学后就把这事给老汪说了，

嚷着要一起练习下蛋。说着还递过来一

张打印的班级联欢会节目单，下面还盖

着学校审核过的电子章。再看日期，竟

是一星期之前。

转眼就到了联欢会这天。老汪一瞧

，来坐镇这次班级联欢会的嘉宾可都不

简单，除了校长外，还有市教育局的几

位领导。

胡主任作为家长代表发言，最后

做了一个自我检讨：“之前得知有下

蛋这个游戏后，我非常欣赏其主题和

创意，所以也就很想赢下来。正巧这

次联欢会的赞助商，哦，也就是校图

书馆的施工方钱总我也认识，就拜托

他送了两个纸做的金蛋来，想提前练

习一下。但后来我意识到这属于作弊

，会给小胖带来不好的影响，所以今

天在此认错检讨，并决定退出下蛋的

游戏。”

顿时掌声四起，老汪的脑子就像

下起了暴雨，愣了大半天，他发现儿

子在拽他：“爸爸，爸爸，下蛋游戏

开始了。”恍惚中老汪走上“赛道”

，他没意识到钱总递给他家的金蛋是

实心的。

只见好几家老小双腿夹着纸金蛋

，像鸭子一样卖力地在赛道上奔走，

底下观众们奋力喝彩，受气氛感染，

老汪一家人越走越快，最后“不出所

料”得了第一名。

班主任秦红颁奖的时候对壮壮大加

赞赏，并宣布：“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我们的母鸡下蛋游戏已经被学校选为

校联欢会的节目了！第一名壮壮家将代

表我们班出战。大家想不想让他们给咱

赢个下蛋冠军回来啊？”孩子们欢声雷

动：“想！”

走下台来，胡主任拍了拍累得满头

大汗的老汪说：“壮壮的表现是越来越

优秀了，我看下一届的班长竞选，小胖

恐怕是要输喽。”

下午的校联欢会上，下蛋比赛作为

压轴节目，在几千人的呐喊助威下紧张

进行。老汪家依旧接过来的是实心的金

蛋，此时他已无法捅破，只得硬着头皮

演下去。几只精选出来的“母鸡”夹着

金蛋全力出击，现场气氛高涨异常，经

过一场苦战，老汪家再次夺得了冠军。

颁奖典礼由教务主任主持：“让我

先来采访一下冠军爸爸。请问你‘下蛋

’这么厉害，肯定在家练得很刻苦吧？

”老汪似哭非笑地应着。

最后，教务主任说：“下面有请颁

奖嘉宾钱总为冠军一家颁奖！”钱总捧

着一块大牌匾走上来，递给了老汪，上

面有一首烫金的打油诗：母鸡下蛋金不

换，老树盘根保平安。狐朋狗友亦有爱

，人人都在一条船。

在热烈的掌声中，老汪捧着大牌匾

晕晕乎乎走下领奖台。这时，胡小胖突

然又蹿上舞台，手里捧着一堆红彩纸，

高喊道：“大家好，下面我给大家表演

一个‘天女散花’的节目！”胡夫人见

状，立马惊叫着向儿子冲了过去……

下蛋计

權威數據顯示，海峽西岸的福建

省經濟總量首次超過臺灣。分析人士

指出，這為兩岸融合發展帶來更堅實

基礎和更大發展機遇。

新華社記者日前從中共福建省委

相關部門獲悉，根據閩臺兩地統計年

鑒等可靠資料，2019年福建省GDP同

口徑折算為6145.5億美元，臺灣GDP

折算為6112.6億美元——福建經濟總

量已相當於臺灣的100.5%。

“首次實現經濟總量趕超臺灣，

對地處對臺前沿的福建來說，具有裏

程碑意義。”廈門大學臺灣研究院院

長李鵬說，這將為兩岸融合發展帶來

更堅實產業基礎、更蓬勃發展勢頭和

更高質量發展機遇。

與臺灣壹水之隔的福建，是臺灣

同胞主要祖籍地。兩岸對峙年代，福

建是海防前線；改革開放後，福建變

成開放前沿，全省經濟社會發展駛入

快車道。

福建省委政研室副主任譚亞川分

析說，近年來福建加快創新驅動推進

轉型升級，通過山海協作補齊發展短

板，產業競爭力全面提升，經濟增速

持續領跑東部沿海，2014年至2019年

福建經濟增速年均達8.5%，經濟總量

6年連跨兩個萬億級臺階，去年達4.23

萬億元人民幣。

根據中央要求，福建積極探索海

峽兩岸融合發展新路，努力建設臺胞

臺企“登陸”第壹家園。2019年，福

建實際使用臺資增長8.1%，入閩臺胞

逾387萬人次，來閩實習就業創業臺

灣青年超過3萬人。

今年3月，臺灣國喬石油化學股

份有限公司與福建相關機構“雲簽約

”，在泉州泉港石化工業園投資500

億元新臺幣，新建丙烷脫氫及聚丙烯

項目。國喬公司董事長楊品正表示，

與泉州泉港合作，正是看中當地雄厚

的石化產業基礎、廣闊的市場前景和

良好的發展空間。而福建推出的壹系

列惠臺惠企政策舉措，更堅定了臺商

合作決心。

對比閩臺兩地主要經濟指標，從

產業發展看，福建農業和工業規模

已超過臺灣，而臺灣服務業以及資

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領先，尤其在

半導體、電子零部件、生物醫藥等

領域深耕多年具有優勢；從基礎設

施看，福建鐵路、公路、港口、能

源等規模已優於臺灣，具備較好的

產業後發基礎。

“閩臺之間，過去有密不可分的產

業基礎，未來有互補互利的合作空間。

”譚亞川說，福建將進壹步落實落細為

臺胞臺企提供同等待遇，通過經濟、社

會、文化等領域全方位融合，惠臺利民

，持續深化兩岸融合發展。

福建GDP首超臺灣
兩岸融合發展現新機

“要繼續出臺支持政策，全面推

進‘互聯網+’，打造數字經濟新優勢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這壹安排部署

，引發了代表委員高度關註和廣泛共

鳴。

“雲上中國”前景幾何？記者采

訪的多位代表委員表示，中國擁有發

展數字經濟的獨特優勢，當前大幕剛

啟，“重頭戲”還在後頭。

疫情下數字經濟表現“搶眼”

“這個杯子是果汁杯。把西瓜、

蘋果、梨放進去，然後加點水，把蓋

擰好以後按壹下開關，很快就打成果

汁了。”

在參加今年兩會前，全國人大代

表、珠海格力電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長兼總裁董明珠在網上“玩”起了直

播帶貨，推銷便攜果汁杯等家電產品

。其中壹場，3小時賣了3.1億元。

對於這樣的“成績”，她表示，

希望帶動的不僅僅是壹件件貨物，更

是整條產業鏈和數萬名經銷商的信心

。在這次兩會上，不少代表委員也跟

她壹樣深有感觸。

疫情之下，壹些傳統行業遭受很

大沖擊。但電商網購、在線教育、在

線文娛、移動辦公等“宅經濟”迅速

崛起，智能制造、無人配送、醫療健

康等新興產業表現搶眼。壹些制造業

企業也危中尋機，加快業務轉型。

“經過這場疫情，我們感受到電

商的重要作用，農產品銷售額大增。

看到報告，我們更堅定信心調整思路

，計劃再發展1500家淘寶店鋪，讓老

百姓在網上‘淘金’。”全國人大代

表、河南輝縣市裴寨村黨支部書記裴

春亮說。

據商務大數據監測，壹季度電商

直播超過400萬場，100多位縣長、市

長走進直播間為當地產品“代言”。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今年1至4月，

實物商品網上零售額同比增長8.6%，

占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比重達到24.1%

，同比提高5.5個百分點。

“這提示我們既要正視經濟發展

特別是產業鏈恢復面臨的新挑戰，又

要看到加快科技創新、推動數字經濟

蘊藏的新機遇。”全國政協委員、中

國聯通產品中心總經理張雲勇表示。

為經濟轉型發展註入“新動力”

不只是應急之需，更是新的“起

跳”。報告對數字經濟的支持部署正

當其時，引發諸多代表委員的共鳴。

“在當前形勢下打造數字經濟新

優勢，不僅有利於穩就業、穩投資、

化解疫情對經濟的短期影響，還可推

動產業數字化轉型和智能化升級，促

進新舊動能轉換，為經濟長期向好發

展註入強勁動力。”全國人大代表、

聯想集團董事長兼CEO楊元慶說。

發展工業互聯網，推進智能制造

，加強新型基礎設施建設，發展新壹

代信息網絡，拓展5G應用……報告提

出壹系列舉措，旨在為數字經濟培育

沃土。

2018年，中國數字經濟規模已達

31.3萬億元，占GDP比重34.8%。據中

國信息通信研究院預測，2025年，我

國數字經濟規模將達到60萬億元。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發展研究基

金會副理事長劉世錦認為，從全球看

，數字經濟在中國發展有自身優勢。

“我們在數字經濟領域和發達國

家的差距相對較小，同時中國的產業

配套能力比較強。”劉世錦說，“數

字技術和實體經濟的融合需要很多產

業配套，而這是我們的強項。”

他說，中國有包括4億多中等收

入群體在內的14億人口形成的超大規

模內需市場，容易形成規模經濟，這

也是很多國家做不到的。

數字經濟駛入“快車道”

報告中的諸多利好政策，無疑將

推動數字經濟發展駛入“快車道”。

如何行穩致遠？代表委員聚焦數字經

濟發展的要素條件和政策環境，從安

全把控、數據共享、標準制定等多方

面提出建議。

“隨著‘新基建’推進，各產業

對網絡的依賴更深，壹旦出現安全

問題，將給數字經濟及廣大用戶帶

來顯著影響。”全國政協委員、民

建中央副主席周漢民呼籲，通過制

定標準、推進立法、加強建設等，

構築數字經濟防線，提高“新基建

”安全能力。

數據是數字經濟的核心，數據碎

片化、“信息孤島”等問題亟待破解

。“要培育壯大數據采集、存儲、處

理、挖掘、應用等產業，打造各層級

數據要素流通和交易市場。出臺相關

法規，明確各類數據所有權、使用權

等。”全國政協委員、湖南省政協副

主席賴明勇認為。

全國政協委員、湖南工商大學校

長陳曉紅則高度關註標準建設問題。

“我們應加快成為數字經濟標準研制

‘領跑者’，走出壹條標準化賦能數

字經濟發展的新路子。”她說。

數字經濟，未來可期。代表委員

普遍認為，“互聯網+消費端”只拉開

了互聯網和實體經濟融合的壹個序幕

，真正的“重頭戲”在產品怎麽能生

產出來。這是壹臺更大的“戲”，是

互聯網和產業融合的“主戰場”。

“這幕戲現在剛剛開始。”劉世

錦說。

數字經濟未來“重頭戲”有幾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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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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7日，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
亞省高級法院首席法官希瑟·霍爾姆斯（Heather Holmes）在關於
孟晚舟雙重犯罪的長達23頁的裁決中說，孟涉嫌犯罪的實質是
欺詐，美國檢察官指控孟因涉嫌欺騙銀行違反美國對伊朗的經濟
制裁而在美國被指控欺詐，如果在加拿大發生，也被視為犯罪。
最高法院法官對孟晚舟施加了重大打擊，裁定應針對華為高管孟
晚舟進行引渡程序。

本報記者在宣判數小時前在朋友圈說了這幾句話，預測今天
孟為舟雙重犯罪成立：“ 現在是美國中部時間10:20am，加拿大
不列顛哥倫比亞省高級法院將於今天上午溫哥華當地時間11時
（美國中部時間1:00pm）開始就孟晚舟引渡案的雙重犯罪指控

作出裁定，我估計加拿大會判處孟晚舟雙重犯罪、欺詐罪會引渡
到美國。兩天前她招集一幫朋友在法院門口高調亮像示威，是一
種迴光返照，一方面預測對判決不滿，另一方面是最後見一見朋
友，高興一陣。若判罰有罪，將引渡到美國，關在監獄，會判叁
十年徒刑，再相見十分困難。”

孟晚舟自被捕以來的18個月中，在溫哥華的一所房屋中一
直生活。

霍爾姆斯在判決中寫道：“加拿大的欺詐法超越了國際範圍
。”

“孟女士對雙重犯罪進行分析的方法將嚴重限制加拿大在引
渡欺詐和其他經濟犯罪方面履行其國際義務的能力。”

檢察官聲稱，孟的涉嫌謊言使銀行面臨被起訴和蒙受損失的
風險，因為它們在處理華為財務上將違反美國制裁本身。

霍爾姆斯的裁決並不意味著孟將被引渡到美國。法官仍然必
須舉行聽證會，以確定是否有足夠的證據可以引渡。

但今天關於孟晚舟引渡的法院裁決可能會擾亂加中關系。
霍爾姆斯指出，加拿大司法部長也將有機會權衡將孟氏引渡

的決定是否違反加拿大的價值觀。
但是這個決定對孟晚舟來說是一個重大挫折，孟還聲稱自己

的權利在被捕時受到侵犯。孟晚舟是華為億萬富翁創始人任正非
的女兒。在星期六晚上，她在最高法院門前的台階上拍攝了照片
，顯然希望獲勝。

孟的律師辯稱，加拿大沒有對伊朗進行經濟制裁，這意味著
她所謂的行為在加拿大不會被視為犯罪，因為在相同的情況下，
沒有一家銀行會遭受損失。

另一方面，官方認為孟的所謂犯罪是欺詐，確鑿和簡單的，
這在兩國都是犯罪。

在裁決中，霍爾姆斯爭論的問題是法官是否可以考慮受到美
國制裁的影響做出決定，因為她應該想像的是加拿大所有事實的
假設版本。

“需要做的權利”：孟晚舟的律師做出最後說。
但是法官說，孟的律師試圖使她的分析範圍太狹窄。
霍爾姆斯說：“加拿大的欺詐法超越了國際範圍，涵蓋了構

成事實矩陣的所有相關細節，包括可能使某些事實具有意義的外
國法律。”

“欺詐罪具有廣泛的潛在範圍。它可能涉及範圍很廣的行為
，很長的時間，以及在多個司法管轄區的行為，人員和後果。經
驗表明，許多欺詐者尤其從國際交易中受益，他們可以掩蓋自己
的身份和欺詐所得。”

華為首席財務官孟晚舟雙重犯罪成立
是否引渡到美國仍需要舉行聽證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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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翻西看東翻西看）） 豈容青史盡成灰豈容青史盡成灰？？
壹晃眼，已是六四31年。1989

年6月3日，美國時間上午11時許，
我家中的電話響起，大洋對岸的友人
只說了壹句 「北京開槍了！」 就掛線
。我既驚且憤，火速打開電視，CNN
的北京現場報道畫面壹片暗黑，隱約
看到壹些人走動，背景旁白是記者齊
邁可(Mike Chinoy)的聲音，夾雜著
「噠噠噠噠」 的密集槍聲，長久不斷
。我心如刀割，頹喪地坐在沙發上，
舉頭仰望天空，壹片漆黑，久久失去
知覺[貼圖][貼圖]

那天和之前 之後很多、很多天的
壹切，到今天依然清楚記得。1989
年5月華盛頓中國大使館外的中國留
學生示威、6月3日下午哥倫比亞大
學的學生集會、幾個中港臺學生紅了
眼呆望窗外的神情，這些人的名字，
到了31年後的今天，當然不能說出來
了。但我卻印像深刻地記得，當中有
人表示：下壹學年立即退學，轉考美
國法學院，他說，中國未來需要法治
。

更記得 清楚的是，本市舊唐人街
（即今天市中心Convention Center
對面、59 號高速公路之下）的華埠商
店內的美南報紙檔口，每天中午有大
批等著報紙的僑胞，報紙甫到，轉瞬
搶購壹空。讓英文不通的休市華人，

無論是來自中港澳臺、抑或是中南半
島、星馬泰地區，借助美南報紙這份
中文媒介，紛紛打聽當年北京屠城的
慘絕人環的消息。

那個年代，我記得清清楚楚，美
國的僑社，涇渭分明，這邊是掛青天
白日滿地紅旗，那邊是掛工農商學兵
的五星旗，平常大家立塲分明，互不
往來。不過在1989年的春夏之際，
兩邊立場基本上沒有很大分別。因為
兩邊都有人站出來，高聲譴責北京政
府以槍彈坦克，殘殺手無寸鐵的學生
平民的滔天罪孽！

當年美國的主流傳媒及香港新聞
工作者，置個人生死於度外，不分晝
夜、不辭勞苦，攝下及錄下所目擊、
所聽到的 「六四慘案」 的證言及畫面
。每晚的新聞和特備節目，極受關註
，主播站在天安門廣場的學生群裏，
作出現場直播。

天安門上烏雲蔽日，天安門下血
流成河，萬多條人命無辜慘死，當權
者輕描淡寫地說壹句： 這是 「政治風
波，無人死亡」 。而且從1989 年迄
今，不作回應、不作賠償、不許談及
「六四」 「八九」 民 運字眼。強要普
天之下民眾，忘記這段歷史！

世間尚存真理， 「豈容青史盡成
灰？ 」 毛澤東曾經說過： 「人民群
眾是最聰明的。」 不講六四，大家就
改講 「5月35日，」 這幾乎沒甚麼人
不知道就是6、4。但這麼說的意義，
又跟直接講6月4日不壹樣。。30年
來，在大陸，六四成了敏感詞，網民
就改稱 「5月35日」 、 「8的平方」
或羅馬數字 「VIIV」 。其實1989、6
、4，這些數字，就是血腥鎮壓，但
當權者就是連這兩個數字都不許民眾
講、不能提，民眾要用5月35日代替
、甚而連代替都列為禁忌， 「5月35
日」 這種表述，盡顯30年來壹個禁制
言論、禁制人民記憶的政權的荒謬。

去年香港支聯會主辦的六四遊行
，參加者比前年多出了壹倍有多。而
且許多往年已經消失身影的港方年輕
人，又壹次擔起旗桿，意氣風發地走
在港島的軒尼詩大道上。而稍後在香

港維多利亞公園內
舉行的六四晚會，
出席人數達到 18
萬人，把6 個分園
填得滿滿，只見滿
目所見，都是黃色
燭光及黑色人影。

這是近5 年來
出席人數最多的壹
次。奴才成性的香
港警察局對此簡單
地表示： 只是 3
萬人出席而矣。惹
來市民回應壹句
： 睜開眼睛也敢
講大話，妳叫大家
怎會支撐港府 「合
法施政」 呢？

去年是中國人
紀念最多大事的周
年。五月是五四運
動100周年；六月
是六四事件 30 周
年；10 月是中華
人民共和國成立
70周年。

在去年紀念五四運動的講話中，
國家主席習近平對當年倡導的民主(德
先生)和科學(賽先生)沒有論述，只是
強調五四運動的核心是愛國。無可爭
辯，中國早已擺脫百年貧困恥辱，成
為世界強國。

既然如此，就要有強國的風範，
壹如早年臺灣國民黨政府，對上世紀
五十年代發生的 「二二八慘案」 ，向
民請罪。可嘆中國大陸政府沒有這樣
胸襟，對於六四，雖然過去了31年
， 不但不感罪過，還將所有六四的相
關詞彙，依然不能出現在大陸的言文
和網絡上。

當年香港人無分階級和政治立場
，全面投入支持學生爭取民主，抗議
貪腐的抗議浪潮。現今位高權重、家
財萬千的中港澳以至美國僑社的壹些
社會領袖，當年曾經對中央政府的武
力鎮壓聲淚俱下，口誅筆伐。可惜到
了今時今日，他們己不提六四的慘劇

了。個中原因，不提也罷。
縱然時光消逝，不少當年在電視

機前目睹坦克車 「平亂」 的港人、華
人，海外僑胞，總會在六四期間勾起
悲傷的回憶。這是每年悼念六四燭光
晚會持續有多人參與的原因。其實到
了今時今日，可能大家對平反六四的
訴求己沒有激情，只是利用這個機會
，來悼念當年無辜死去的善良學生、
百姓，以及提醒自己做人不要埋沒人
性及應有的良知、和對是非對錯的分
辨。

我等美國華人，雖是己離故國，
但愛國之情、正義之聲，仍然是存之
於心，永不磨滅。今年是中國六四民
運31周年，在今天新冠病毒疫情持續
之下，紀念六四活動，或會暫緩。 我
希望大家記得六四事件，勿忘六四，
勿忘那些追求民主自由的人們被血腥
屠殺的事實，但願有生之年，可以見
到中國大陸民主化有實現的壹天。

年前，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曾接
見六四民運親歷者，這又引起中共涉
臺單位跳腳，批評臺灣當局升高兩岸
對立。這分明是自說自話。他們對自
己殘酷殺害學生平民的滔天罪孽毫無
悔意之余，還強行幹涉海外內民眾，
忘記六四、不許言及六四。國民黨前
主席馬英九曾強烈說過： 六四不平反
，兩岸難以統壹。中國領導階層，應
該引以深思為重。

走筆至此，想起近日輞上壹段說
話，不得不引來作結：

「有個政權，這邊廂要別國正視
歷史，那邊廂意圖篡改自己的歷史。
血跡可以洗刷、子彈孔能填平，人民
的記憶卻是無法磨滅。在如此資訊爆
炸、真假難辨的世代，我們還能夠憑
壹己之力留給下壹代的，可能就只有
壹段真實的記憶，壹個不滅的信念。
只要壹息尚存，我們都有責任，把真
相往後承傳。」

楊楚楓楊楚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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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休斯頓報導）休斯頓著名的
Archway畫廊將舉辦第十二屆年度評審
展(12th Annual Juried Exhibition)，畫展
收益的一半將惠及休斯頓青少年論壇。
這項年度盛事為本地的藝術家和非畫廊
成員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機會，讓他們的
作品能參展於休斯頓最好的藝術空間中
。評審團藝術展將於 7 月 5 日下午 6:30
在網上發布，並附有評委的評論。參加
展覽將於6月1日至24日接受申請，畫
展收益將同時使慈善合作夥伴和藝術家
都受惠。

每年都有一位傑出的評審挑選本地
藝術家的作品，參加為期一個月的展覽
，而銷售收入則支持畫廊成員所選擇的
某個非營利組織。 藝術家能以 20 美元
的入場費展出一兩幅作品，獎品包括豐
厚的現金獎勵。申請期間是 6 月 1 日至
24日。此展覽的收益中，有50％由慈善
合作夥伴受益，其餘50％則分配給藝術
家。 一等獎獲得者還將能享有在Arch-
way Gallery獲得一個月的客座藝術家特
權。
有興趣參展的藝術家可在畫廊的網站

ArchwayGallery.com 上獲得參賽信息和
表格。

由於面臨新冠病毒疫情的挑戰，今
年的展覽將從數位作品中進行選擇。除
獲獎作品之外，展覽都在網上進行，全
部在Archway Gallery網站上展出。一等
獎、二等獎、和三等獎獲獎者，以及榮
譽獎獲獎作品則現場在畫廊空間中展示
，可在大型窗口中欣賞。所有入選作品

都將在網上展覽，和喜愛畫作的民眾與
顧客們一同分享。

今 年 的 評 審 韋 恩 • 吉 爾 伯 特
（Wayne Gilbert）自述為“在一個充滿
了偉大的藝術家和藝術的非凡城市中的
普通藝術家”。他在休斯頓大學獲得繪
畫學學士學位，輔修藝術史（1984年）
。他擁有萊斯大學的人文學科碩士學位
（2012年），與Rubber Group的其他創
始成員（Bill Hailey和Ramzy Telley）一
起，發起多個跨界合作的藝術盛會，這
些波西米亞風格的繪畫盛宴，風起雲湧
，遠遠超越主流。

當藝術整合理論和批判分析時，他
對藝術的學術內容進行了研究和質疑：
到底什麼是藝術？為什麼藝術對人那麼
重要？ 誰來定義藝術品？ 這項特殊而
神秘的人文事業會導致如此龐大的全球
產業，甚至落入“無價”的崇高領域，
那又是什麼呢？意象的範圍如此寬廣，
可以使思想瞬息萬變，因為它可能與我
們人生中的哲學、神學、身體或精神之
旅相關連。

韋恩（Wayne）曾在巴德學院、哈
德遜大學安納代爾分校、羅格斯大學和
德克薩斯理工學院做客座演講。他曾在
秘魯的特魯希略、聖地亞哥、古巴、薩
爾韋德爾、德國、西雅圖、華盛頓、德
州的馬爾法、和德州的阿靈頓等地組織
展覽。他與妻子貝弗利（Beverley）共
同擁有G畫廊。目前在休斯頓的G Spot
畫廊展示精選藝術家的作品。

共同擔任評審藝術展的主席利茲•

康塞斯•斯賓塞（Liz Conces Spencer）
表示：“我們很高興能與休斯頓青少年
論壇合作舉辦今年的展覽。 “這個展覽
對畫廊如此親切，它使我們對服務於這
個城市的社區組織表達感謝。雖然我們
很遺憾因為疫情不得不調整為網上展覽
，我們很高興能回饋這個組織，自1946
年以來他們就一直做的很棒。“斯賓塞
強調。

休斯頓青少年論壇（Houston Ju-
nior Forum, HJF）

休斯頓青少年論壇（HJF）為大休
斯頓地區的兒童、青年、婦女和老年人
提供慈善服務，成立於1946年，向希望
通過社區服務而“有所作為”的21歲以
上女性開放，目前有400位成員，為16
個非營利組織提供服務。HJF擁有並經
營位於The Heights Rutland St. 1815號的
HJF轉售商店，成員義務在其他地點幫
忙做飯和提供飯菜、教孩子們讀書、為
老年人舉辦活動，幫助婦女獲得有酬工
作、並為貧困家庭分發學校用品。

在其74年的歷史中，HJF已提供了
超過100萬小時的社區服務，對象包括
Amazing Place, 基 督 教 社 區 服 務 中 心
（CCSC）, Dress for Success, Grace-
wood, Harrison’ s Heroes, HJF Resale
Shop, Holly Hall Retirement Center,
Houston Food Bank, Interfaith Ministries,
Meals on Wheels, Kids’ Meals, Literacy
Now, The Nehemiah Center, See to Suc-
ceed, Third Age Learning Center (TALC)
and Undies for Everyone等休斯頓組織。
HJF大學獎學金計劃於1976年成立，以
支持 HJF 社區之家幼兒園的畢業生。

HJF 的第一個運營的服務項目是 Com-
munity House Preschool，為西班牙裔社
區服務了將近60年，並且是舉世聞名的
Head Start Program的典範之一。 迄今為

止，HJF 已經為這些學生提供了 249 個
獎學金，總價值超過$ 1,100,000。

HJF的社區贈款計劃成立於2010年
，已向包括其指定服務地點和旨在為兒
童、青年、婦女、和老年人提供服務的
其他非營利組織提供了超過50萬美元的
贈款，詳情請見 houstonjuniorforum.org
。

評審發表評論和頒獎的時間在: 七
月5日。 頒獎典禮視頻將於當天
下 午 6:30 在 Archway Gallery 的 網 站
archwaygallery.com上發布。

观看在线视频、使用语音助手……

这些看似平常动作背后依托的庞大网络

和数据中心竟消耗了全球8%的电力。在

流媒体、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的推动下，

这部分电力需求从2040年起或会超过能

源产量！

在线追剧、在社交平台上发自拍、

移动支付、给语音助手下达指令……我

们想当然认为这些再平常不过的行为是

纯虚拟的，不过动动手指而已，不会带

来任何现实后果。这就大错特错了。

一场数据海啸

最新研究报告明确指出：数字产业

目前大约消耗全球电量的8%，产生的二

氧化碳占总排放量的4%，远超海运和空

运。而这一切还只是开始。

“尽管人类在能源利用效率方面取

得了重大进步，但数字产业的能源消耗

目前仍以每年9%的速度增长，”法国智

库The Shift Project项目经理于格· 费雷

博夫（Hugues Ferreboeuf）遗憾地表示，

“目前的增长态势和几年前的可怕预测

基本吻合。”

前景不容乐观。华为公司的研究人

员预计，至2025年，数字产业可能会消

耗全球20%的电力。换言之，再过6年

，人类线上活动的电力需求量或许相当

于400多个核反应堆提供的电能……

更糟糕的是，“到2040年，数据计

算所需的能源甚至可能超过全球能源总

产量。”法国数学家塞德里克· 维拉尼

（Cédric Villani）在其关于人工智能的

最新报告中指出。这意味着全球飞速发

展的数字化进程会直接将人类带入能源

和气候的绝境。

缘何走到这一步？答案很简单，发

展中国家的互联网用户呈爆炸式增长，

网络的使用频率不断增加，尤其是新式

互联网应用层出不穷。

例如独占全球互联网流量近60%的

流媒体视频；使用率越来越高的人工智

能；可能彻底改变经济规则的区块链技

术。每一项应用都会调动肉眼不可见却

极其耗能的一整套基础设施：存储数据

的数据中心（云端）以及将数据传输至

电脑、平板、智能手机等终端的网络。

多项研究均已警示人们，网上冲浪

或是发送电子邮件并非对环境全无影响

。法国输电公司（RTE）电网负责人要

求用户在电力需求高峰期尽量避免发送

带有大附件的电子邮件……各类流媒体

的能耗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观看10分

钟的高清视频就相当于2000瓦功率的家

用烤箱满负荷运行5分钟。

局势难以为继

人们似乎仍未注意到这个能耗陷阱

。

“这些新兴视频应用需要人们不断

提升基础设施规模来应对流量高峰，因

为哪怕是极短时间的服务中断，用户都

无法忍受。”法国信息技术与随机系统

研究所（IRISA）研究员安娜-塞西尔· 奥

热里（Anne-Cécile Orgerie）解释道，

“然而这些超大型基础设施却异常‘贪

婪’。即使没有指令请求，网络中心的

路由器也会以最大功耗的90%运转，视

频存储服务器也是如此。单是我们从不

关闭的路由器，其耗电量就占到法国总

电力消耗的1%！”

流媒体使网络发热15%，这是在线

视频网站 Netflix独占的互联网流量份额

。如此庞大的数据传输需要新的高耗能

基础设施。

长此以往，这种情况似乎难以为继

。全球网络流量以每年25%的速度增长

，数据中心的数据量更是以40%的速度

不断膨胀。

“数字化基础设施体积小、不显眼

，这对发展有利，于是人们欣然走到了

这般田地。我们必须要让用户意识到这

一产业的负面影响。”法国格勒诺布尔

大学信息研究工程师弗朗索瓦丝· 贝尔图

（Françoise Berthoud）提议。

虽然公众对此仍一无所知，但网络

巨头并不讳言这一窘境，他们纷纷在全

球范围内寻找拥有充足、廉价、安全甚

至是可再生电能的地区——气候越寒冷

越有利于服务器散热。

Facebook、苹果公司、Google 和亚

马逊都加大力度，在爱尔兰、加拿大、

挪威、瑞典等北半球高纬地区国家建造

大型数据中心，以应对未来几年数十亿

的互联网用户可能引发的“数据海啸”

。

“遗憾的是，这些新兴应用程序产

生的原始数据与未压缩数据仍需消耗更

多能量才能被传至云端。”法国原子能

和替代能源委员会（CEA）嵌入式软件

架构设计部门研发工程师丹尼· 杜特瓦

（Denis Dutoit）强调。

节能之路？

除了存储和传输，基于人工智能的

大数据处理也越来越精细：著名的深度

神经网络已经被用于照片分类、自动推

送、面部识别、语音助手等领域。

然而此类新型计算机技术的运算会

消耗大量能源，加拿大蒙特利尔学习算

法研究所的马修· 库尔巴里奥（Matthieu

Courbariaux）指出：“我们要对这些算

法进行数百万种不同情景的模拟，每一

种都需要进行数十亿次运算。为了配合

这些运算，制造商会同时运行海量超级

计算机，带动数千个300瓦的显卡！”

制造商承诺，一旦校准算法，能源

消耗就会明显减少，但这仅针对小程序

……而自动驾驶汽车已开始面临棘手的

能源问题：目前原型车装配的计算机功

耗介乎2000瓦到2500瓦之间，高于空调

设备。

这些车辆每行驶1千米所产生的数

据管理会额外排放25克以上的二氧化碳

。在汽车工程师们竭尽全力降低每一克

温室气体排放的背景下，这一数据显得

尤为惹眼：如今法国出售的新车的二氧

化碳平均排放量约为110克/千米。

最后，加密货币（比特币）的发展

趋势也敲响了警钟。比特币的运作其实

是被称为“矿工”的操作人员之间进行

的计算能力竞赛：密码破译每10分钟一

次，胜者可获得12.5个比特币。

区块链技术已使数据中心处于饱和

49太瓦时，这是比特币的年耗电量（仍

然非常小众），相当于葡萄牙 1030 万

人口每年的电力需求！

“近一年半，我们收到了300多个区

块链计算中心的设立申请，”加拿大魁北

克水电公司的乔纳森· 科泰（Jonathan Coté

）证实，“要知道，这些项目的能耗可达

2.8万兆瓦，相当于我国在一个世纪内建造

的电力设施的总发电量的一半……”

有美国工程师估计，“开采”一美

元比特币所需的能量是提取价值一美元

黄金的3.4倍——足以煮沸50多升水！

“高能耗杜绝了比特币伪造。”德

国北方比特币股份有限公司的汉斯· 若阿

西姆· 杜尔（Hans Joachim Durr）试图为

比特币正名。“这正是比特币系统让人

崩溃的特点，高能耗将其置于尴尬境地

。”法国里尔信息技术、信号与自动化

研究中心的让-保罗· 德拉艾（Jean-Paul

Delahaye）遗憾地表示。

美国夏威夷大学一支气候学家团队

通过计算发现，假如大规模推广比特币

，不到20年的时间，全球温度就能上升

2℃——这是决定地球命运的临界值！

人们还提出了更高效的加密货币概

念。网络也仍有极大的进步空间。“我

们在Green Touch项目中已经证实，从个

人路由器的虚拟化着手，技术手段可将

网络能耗减少98%。”安娜-塞西尔· 奥

热里提出。而人工智能也将进一步优化

建筑、运输、电网和数据中心的能源结

构。

法国输电公司战略与展望部主任托

马· 维朗克（Thomas Veyrenc）对此表示

乐观：“我们并不认为法国未来几年和

数字化相关的电力消耗会出现爆炸式增

长。虽然新的应用在不断增加，但效率

也在不断提升。”即使“反弹效应”在

这一领域频繁出现，但系统在不断优化

，功能也愈发强大、愈加多样化。

问题关键在于我们能否快速取得进

展，以抵消几年后“数据海啸”的影响

。“模型显示，这些进展理论上并不足

以阻止未来10年大幅增长的能源消耗，

”华为公司研究员安德斯· 安德烈亚

（Anders Andrae）透露，“因此，我们

必须在信息数据和能源之间做出选择。

鉴于当今社会对数字产业的高度依赖，

能源或许会优先用于数据中心和网络，

其他高能耗产业会受到一定影响。”

人类势必会陷入这般两难境地，除

非能减少对在线视频网站、社交软件、

语音助手以及未来其他伟大创新的使用

需求。坦白说，我们未必能做到。

大数据时代，你关心过要费多少电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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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中華老人服務協會分發休士頓中華老人服務協會分發““納米碳納米碳
纖維纖維”、”、透氣可洗的口罩透氣可洗的口罩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恊會美南分會將捐贈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恊會美南分會將捐贈
22502250片口罩片口罩//味全公司捐贈味全公司捐贈160160包有機乾麵包有機乾麵

來自光鹽社的問候來自光鹽社的問候

愛心捐款活動到目前愛心捐款活動到目前0505--2626--20202020
捐款總金額是捐款總金額是$$55,,650650..0000.. 以及以及500500片片
壹次性醫用口罩壹次性醫用口罩.. 請見附件為捐款名請見附件為捐款名
單單..

感謝善心的姐妺們踴躍參與捐款感謝善心的姐妺們踴躍參與捐款
，，使我們能夠在使我們能夠在Covid-Covid-1919疫情期間能疫情期間能
夠做壹些有意義的慈善活動夠做壹些有意義的慈善活動。。

目前美國疫情仍然嚴峻持續目前美國疫情仍然嚴峻持續，，基基
於民眾對口罩的需求仍然缺乏的情況於民眾對口罩的需求仍然缺乏的情況
下下，，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
分會將捐贈口罩給僑胞及需要人士分會將捐贈口罩給僑胞及需要人士。。
地點在僑教中心前廣場地點在僑教中心前廣場，，時間是六月時間是六月

六日六日（（星期六星期六））早上早上1010::3030開始分發開始分發，，
每壹輛車送壹包每壹輛車送壹包（（五片五片））CECE認証壹次認証壹次
性有三層性有三層（（內層有噴熔不織布內層有噴熔不織布））的醫的醫
療用口罩療用口罩。。

為了保護大家的安全為了保護大家的安全、、領取口罩領取口罩
時不需要下車時不需要下車，，數量有限數量有限（（壹共有壹共有
22502250片片，，感謝於邦平先生捐贈其中的感謝於邦平先生捐贈其中的
550550片口罩片口罩））發完為止發完為止！！

當天味全公司也會捐贈當天味全公司也會捐贈160160包有包有
機乾麵給僑胞及民衆與我們共襄盛舉機乾麵給僑胞及民衆與我們共襄盛舉
，，感謝味全公司壹直以來對休士頓僑感謝味全公司壹直以來對休士頓僑
胞及社會大眾的發揮援助及愛心胞及社會大眾的發揮援助及愛心。。

若有任何疑問請聯絡若有任何疑問請聯絡GFCBWGFCBW美美
南分會會長洪良冰南分會會長洪良冰832832--818818--66886688或或
上網上網 gfcbw-houston.orggfcbw-houston.org 查詢查詢..

【【送餐致敬壹線英雄送餐致敬壹線英雄】】SaluteSalute
Frontline HeroesFrontline Heroes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
管協會美南分會在管協會美南分會在 疫情中對需要幫助疫情中對需要幫助
者及致敬壹線英雄出壹分力量者及致敬壹線英雄出壹分力量，，感謝感謝
善心人士及姊妹們的熱烈捐款善心人士及姊妹們的熱烈捐款.. 到目到目
前前 0505--2626--20202020 捐 款 總 金 額 是捐 款 總 金 額 是 $$55,,
650650..0000.. 以及以及 500500 片壹次性醫用口罩片壹次性醫用口罩..
捐款者名字及捐款金額名單如下捐款者名字及捐款金額名單如下: (: (11))
黎淑瑛黎淑瑛 $$500500（（名譽總會長名譽總會長，，前會長前會長））

((22)) 宋秉穎宋秉穎 $$500500（（前會長前會長）） ((33)) 洪良洪良
冰冰 $$500500（（會長會長）） ((44)) 王妍霞王妍霞 $$500500（（副副
會長會長）） ((55)) 王慧娟王慧娟 $$500500（（理事理事）） ((66))
宓麥蘭宓麥蘭 $$500500（（理事理事）） ((77)) 唐心琴唐心琴 $$300300
（（前會長前會長）） ((88)) 蕭瑛瑱蕭瑛瑱 $$300300（（會員會員））
((99)) 廖秀美廖秀美 $$200200 ((前會長前會長) () (1010)) 何真何真
$$200200 (( 秘書長秘書長）） ((1111)) 李淑惠李淑惠 $$200200
（（理事理事）） ((1212)) 裴俊莉裴俊莉 $$200200 （（理事理事））
((1313)) 張貴美張貴美 $$100100 （（理事理事）） ((1414)) 李莉李莉
穎穎 $$100100（（財務長財務長）） ((加加$$100100 BPBP 公司公司
match) (match) (1515)) 王藝達王藝達 $$100100 （（理事理事））
((1616)) 羅錚羅錚 $$100100 （（理事理事）） ((1717)) 蔡沂汶蔡沂汶

$$100100 （（理事理事）） ((1818)) 鄭麗如鄭麗如 $$100100 （（理理
事事）） ((1919)) 黃亞靜黃亞靜 $$100100 （（會員會員）） ((2020))
邱秀春邱秀春 $$100100 （（會員會員）） ((2121)) 楊淑瑾楊淑瑾
$$100100 （（ 會 員會 員 ）） ((2222) Linda Wang) Linda Wang
$$100100 ((會員會員）） ((2323)) 秦霞紅秦霞紅 $$ 5050 （（前會前會
員員）） ((2424)) 申曉圓申曉圓 $$ 5050 （（會員會員）） ((2525))
呂惠娥呂惠娥 $$5050 （（非會員非會員）） ((2626)) 於邦平於邦平
550550 片壹次性醫用口罩片壹次性醫用口罩 （（非會員非會員））

大家近來可好大家近來可好?? 由於新冠病毒蔓由於新冠病毒蔓
延全球延全球、、造成學校造成學校、、公衆活動暫停公衆活動暫停。。
而德卅疫情目前還沒緩解而德卅疫情目前還沒緩解。。各縣各縣、、市市

長皆建議民眾居家避疫長皆建議民眾居家避疫。。雖然目前有雖然目前有
些行業允許開門營業些行業允許開門營業、、可是千萬別放可是千萬別放
鬆防疫的設施鬆防疫的設施。。切記以下三點切記以下三點:: 一一)) 少少

出門出門、、少接鐲及到人多的地方少接鐲及到人多的地方。。二二)) 有有
必要出門時必須戴口罩必要出門時必須戴口罩((医療口罩為宜医療口罩為宜))
。。如接鐲公眾埸所的事物如接鐲公眾埸所的事物、、((如超級市如超級市

埸的推車埸的推車、、到加油站加油到加油站加油)) 務必戴一次務必戴一次
性用的手套性用的手套、、用完可丟掉用完可丟掉。。 三三)) 勤洗勤洗
手手。。出門時容易觸摸外物出門時容易觸摸外物、、別忘了一別忘了一
定要肥皂洗手定要肥皂洗手。。

疫情廷伸至今已有三個月疫情廷伸至今已有三個月。。希望希望
大家在家保持心身健康大家在家保持心身健康。。每天別忘了每天別忘了
做運動做運動、、可到後院或附近人少的公園可到後院或附近人少的公園
曬曬太陽曬曬太陽、、吸吸新鮮空氣啊吸吸新鮮空氣啊!!

I.I. 有登記有登記““營養午餐營養午餐””會員會員:: 本週本週

五五 55／／2929、、上午十點在僑教中心後門上午十點在僑教中心後門
停車場停車場、、分發十天的食物盒分發十天的食物盒。。不用下不用下
車車、、請戴上口罩請戴上口罩、、簽名領取食物盒簽名領取食物盒。。

II.II. 所有會員所有會員:: 本週五本週五 55／／2929、、上午上午
十點在僑教中心後門停車場十點在僑教中心後門停車場、、分發分發
““納米碳纖維納米碳纖維”、”、透氣可洗的口罩乙透氣可洗的口罩乙
個個。。不用下車不用下車、、請戴上口罩請戴上口罩、、出示會出示會
員証員証。。憑有效會員証領取憑有效會員証領取。。數量有限數量有限
、、發完為止發完為止。。

各位光鹽社的朋友們各位光鹽社的朋友們，，
您們好您們好！！

您及您的家人最近都好您及您的家人最近都好
嗎嗎？？向您們問安向您們問安！！

沒想到壹場疾病大流行沒想到壹場疾病大流行
已經影響到大家兩個多月了已經影響到大家兩個多月了
，，為大家的生活和工作帶來為大家的生活和工作帶來
諸多的不便諸多的不便。。不少的人面臨不少的人面臨
心理上心理上，，情緒上情緒上，，或者財務或者財務
上的前所未有的挑戰上的前所未有的挑戰。。在這在這
裡我們向您表達我們真誠的裡我們向您表達我們真誠的
關心和問候關心和問候，，我們的心與您我們的心與您
在壹起在壹起，，我們願意和您壹同我們願意和您壹同
度過這個困難的時期度過這個困難的時期，，我們我們
相信主的恩典會超過我們所相信主的恩典會超過我們所

求所想的求所想的。。
在疫情期間光鹽社仍然在疫情期間光鹽社仍然

盡我們所能幫助那些需要幫盡我們所能幫助那些需要幫
助的人助的人。。自自33月中休斯頓居月中休斯頓居
家令開始到今天家令開始到今天，，我們在安我們在安
全前提下仍然提供了全前提下仍然提供了607607人人
次的服務次的服務。。感謝神讓我們用感謝神讓我們用
壹些全新的方式事奉祂壹些全新的方式事奉祂，，事事
奉我們的社區奉我們的社區，，和病人和病人。。我我
們正在借助網絡提供壹些線們正在借助網絡提供壹些線
上遠程服務上遠程服務，，也繼續我們的也繼續我們的
線上健康講座線上健康講座。。疫情過後我疫情過後我
們也會繼續拓展各樣的服務們也會繼續拓展各樣的服務
。。

在幫助我們的青少年精在幫助我們的青少年精

神健康方面神健康方面，，壹些參與的教壹些參與的教
會會，，鼓勵孩子們用他們的方鼓勵孩子們用他們的方
式表達他們在疫情期間的感式表達他們在疫情期間的感
受受，，以及用繪畫來描述他們以及用繪畫來描述他們
對聖經的理解對聖經的理解，，同時這項活同時這項活
動得到家長的大力支持動得到家長的大力支持，，幫幫
助到父母和孩子之間的互動助到父母和孩子之間的互動
。。

我們也希望主繼續賜福我們也希望主繼續賜福
保守於您和家人保守於您和家人，，在疫情期在疫情期
間有平安間有平安，，並且像光和鹽並且像光和鹽，，
繼續作美好的見證繼續作美好的見證。。讓我們讓我們
彼此鼓勵彼此鼓勵，，專心倚靠主專心倚靠主，，愛愛
人如己人如己，，相信神必會看顧和相信神必會看顧和
保守您和我們的大家庭保守您和我們的大家庭。。

謝謝您對光鹽社的支持謝謝您對光鹽社的支持
和陪伴和陪伴！！讓我們壹起藉著光讓我們壹起藉著光
鹽社的各項事工鹽社的各項事工，，叫世人感叫世人感
受到愛的溫暖受到愛的溫暖。。

陶加獻陶加獻 牧師牧師
孫紅濱孫紅濱 博士博士

理事長理事長
執行長執行長

0505//2222//20202020敬上敬上

慈濟德州分會提供
口罩給需要的民眾

配戴口罩及保持社配戴口罩及保持社
交距離有助於保護您減交距離有助於保護您減
少新冠狀病毒感染少新冠狀病毒感染。。

慈濟德州分會準備慈濟德州分會準備
了相當數量的口罩要提了相當數量的口罩要提
供給需要的休士頓地區供給需要的休士頓地區
民眾民眾。。歡迎有需要的民歡迎有需要的民
眾親自到場領取眾親自到場領取，，為了為了

保護民眾的健康保護民眾的健康，，來領來領
取口罩時取口罩時，，不需下車不需下車。。
數量有限發完為止數量有限發完為止。。

日期日期：： 20202020年年
55月月3030日日（（星期六星期六））

時間時間：： 上午九上午九
時至十一時時至十一時 ((0909::
0000AM-AM-1111::0000AM)AM)

地點地點：： 慈濟德州分慈濟德州分
會靜思堂停車場會靜思堂停車場

62006200 CorporateCorporate
Dr. Houston, TXDr. Houston, TX 7703677036

((大門早上九點才會大門早上九點才會
開開，，請在入口前排隊請在入口前排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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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下各行各業百廢待舉疫情下各行各業百廢待舉疫情下各行各業百廢待舉疫情下各行各業百廢待舉﹐﹐﹐﹐美股何以衝破重圍美股何以衝破重圍美股何以衝破重圍美股何以衝破重圍﹐﹐﹐﹐有不錯表現有不錯表現有不錯表現有不錯表現﹖﹖﹖﹖

【美南新聞記者蕭永群報導】新冠疫情之
下使得景氣低靡﹐美國死亡人數破十萬
已經成為殘酷現實﹐為何最近美股仍然
能在一片哀鴻遍野中﹐有相對不錯的表
現﹖今天的美南新聞疫情追蹤報導﹐將
帶您從商業金融的角度﹐剖析疫情最新
動態﹒
20202020年股市年股市﹐﹐猶如過山車猶如過山車
財富管理顧問許瑩瑩指出﹐美股今年年
初持續上漲﹐在2月19日達到史上高點
的29000點﹐沒想到短短半個月﹐就經
歷了四次熔斷﹐連股神巴菲特都直呼前
所未見﹒隨著疫情發展與經濟發展﹐在
3月23日﹐道瓊指數來到19000點以下
﹐然而現在又漲回來了30%﹐猶如坐過山
車﹒此外據統計﹐美國第一季GDP收縮
來到5%﹐預計第二季將要更糟﹐失業率
也節節攀升﹒
然而﹐從五月27﹑28日兩日的狀況來看﹐
市場卻又大漲﹐以25000點收盤﹐將之
前跌幅的一半都漲回來了﹐許瑩瑩指出﹐
經濟狀況與股市所反映出的狀況大相逕

庭﹐讓許多人都匪夷所思﹒
經濟與股市不同調經濟與股市不同調﹐﹐原因何在原因何在﹖﹖
許瑩瑩解析雖然經濟與股市往往有連動
關係﹐但股市是屬於前瞻性的投資市場﹐
觀望的是「未來趨勢」﹐因此不見得與「反
映過去」的經濟呈現正相關﹒因此才會
在這種特出情況下出現反差﹒
許瑩瑩表示﹐二月時投資市場遇見了病
毒對投資市場的打擊﹐未來市場的不確
定性導致股票大跌﹐而目前雖然病毒仍
然嚴峻﹐但大家已經接受與病毒共存的
事實﹐恐慌感減少了﹐因此股市才會逐漸
反彈﹒四月份時股市達到月增長13%水
平﹐是自1987年以來最好的單月表現﹒
長期來看長期來看﹐﹐股市處於上漲趨勢股市處於上漲趨勢
許瑩瑩也指出﹐面對這樣的不確定性﹐股
市應該長期來說還是會呈現上漲趨勢﹒
綜觀美國國去的歷史經驗﹐牛市時間往
往市多於熊市的時間﹐舉凡過去2008年
的金融危機﹑九一一﹑一戰二戰等﹐雖然
短期呈現熊市﹐但長期的數據顯示﹐隨便
從歷史上挑出一個十年來看﹐股市都在

上漲﹐有時甚至會有翻倍的狀況﹒因此
投資者要做的事好好功課﹑調查優質的
股票﹑基金﹑債券等產品﹐在好時機進場﹒

眼下的經濟狀況如何眼下的經濟狀況如何﹖﹖貿易走向貿易走向「「虛擬虛擬」」
商業貿易方面資深媒體人鄭直指出﹐目
前的經濟而言可說是幾家歡樂幾家愁﹐
餐飲業慘淡﹐但特定行業卻獲益良多﹐比
如醫療﹑快遞﹑民生用品等﹒

鄭直認為﹐從華人的角度而言目前正在
經歷一場貿易模式的革命﹐未來可能會
走向「虛擬」的貿易模式﹐恐怕短時間內
民眾對人與人的接觸﹑旅遊等都抱持恐
懼﹐國際航班也會大幅減少﹒
疫情之下物流業受益大疫情之下物流業受益大﹐﹐空間成黃金空間成黃金
鄭直也指出﹐在這波疫情之中物流產業
鏈受益良多﹐舉凡海運﹑空運﹑協調﹑清關
﹑後勤等﹒他以前陣子口罩價格飆漲為
例﹐並不是因為口罩製造成本高﹐而是

「運輸空間」被鑲金﹑價格飆漲﹐要在貨艙

佔據一席之地需要很高的成本﹐因此賺

到錢的都是運輸業﹒此外﹐鄭直也談到
休斯頓地區的亞馬遜倉庫為例﹐不僅不
受疫情影響﹐還要雇用更多人﹐顯示了疫
情之下的經濟市場的兩樣情﹒
疫情之下疫情之下﹐﹐哪些公司是好的投資標的哪些公司是好的投資標的﹖﹖
針對股盤動態﹐許多民眾也關心什麼樣
的公司值得投資﹐許瑩瑩認為面對目前
局勢﹐將資產投資在有歷史﹑有過往資產
可以支撐的大公司最為安全﹐如蘋果﹑微
軟等﹒而亞馬遜雖然算是新興的公司﹐
但表現可期﹐也是不錯的投資標的﹒

另外﹐她認為投資民生用品公司也比較
穩定﹒而石油﹑航空業前陣子受疫情重
創後有反彈趨勢﹐但很多公司的股價還
停留在五年﹑十年前的價格﹐若是此時進
行投資﹐短期或許會有點波盪﹐但長期看
來﹐可能會有不錯的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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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程碑! 美國麻省總醫院自體幹細胞移植技術為帕金森病治療帶來希望

(本報訊)截止到週四上午, 大休斯敦地區病
毒感染人數17959人, 419人死亡,7113人痊癒.德
州感染人數57921人，1592人死亡。全美感染人
數490262，102293人死亡。

以下是疫情相關新聞：
休斯頓警察局長埃斯維多（Art Acevedo）

已經向媒體承認，目前FBI正在調查一項案件，
休斯頓日前發生警方在執行公務時，一名２７
歲居民在跪倒時被警方擊斃，畫面傳出後引起

軒然大波，根據畫面，這名人員在被警方擊斃
之前，警方已經對其使用了用於電擊的泰瑟槍
。

目前，案件仍在調查當中。
受到疫情影響，德州已經有210萬民眾申請

了失業救濟補助。
除了聯邦補助之外，目前，也有許多的非

盈利機構和工會組織為一些財務緊急需要幫助
的民眾提供不同的紓困項目，以下是針對餐廳

、酒和服務行業的的申請項目。
One Fair Wage Emergency Fund -
這個項目通過 PayPal 對符合資格的受到疫

情影響的服務業從業人員，包括餐廳員工，車
輛駕駛者，以及送貨人員等提供補助。
https://ofwemergencyfund.org/help

Restaurant Strong Fund -
這個由 The Greg Hill Foundation 聯合組織

的基金對符合條件的受到疫情停業影響的餐廳

，酒吧，咖啡店以及夜店等工
作人員提供幫助。
https://www.restaurantstrong.
org/apply-for-grant/index.html

USBG Bartender Emergency
Assistance Program -

這個項目是針對受到疫情停
業影響的酒吧調酒師提供150至
500元的補助不等
https://www.usbgfoundation.org/
beap

Another Round Another Rally
Hospitality Relief Application for
Aid -

這個被稱為是 ARAR 的項目
為在此次疫情中失去工作或者
收入減少的接待旅遊業的從業
人員提供500元的幫助資金。
https://anotherroundanotherrally.
org/application/

Southern Smoke Emergency Relief Program -
這家非盈利機構為餐廳和酒吧的業主和員

工提供補助，但是申請要求也相對全面，並且
補助費用需納稅
https://form.southernsmoke.org/smoke/applica-
tion/

最新疫情報告 & 餐飲接待服務業補助項目彙總

（本報訊）帕金森病是僅次於阿爾茨海默
症的第二大神經退行性疾病，症狀包括靜止性
震顫、肌肉僵硬以及行走困難。在中國，65歲
及以上人群帕金森病的患病率約為1.7%，且患
病率與年齡成正比。帕金森病的確切病因至今
尚未完全明確，但是中腦多巴胺能神經元的減
少是該疾病突出的病理改變。美國麻省總醫院
和哈佛大學醫學院麥克萊恩醫院的研究人員近
期在《新英格蘭醫學雜誌》發表研究，證實了
利用乾細胞衍生和移植技術替換帕金森病患者
丟失的中腦多巴胺神經元的可行性。該團隊首
次將自體中腦多巴胺能祖細胞（從患者自體誘
導多能幹細胞體外分化而來）植入帕金森病患
者腦部。

該患者是一名已有10年帕金森病史的69歲
的男性。他於2017年和2018年分別在威爾康奈
爾醫學中心和美國麻省總醫院接受了手術，在
左右兩側的大腦殼核內植入了由幹細胞衍生而

來的多巴胺能祖細胞。研究人員利用患者自身
的皮膚細胞，將其轉變為多種誘導多能幹細胞
（iPSC），並通過多向分化潛能檢測選出了可
用於生成中腦多巴胺能祖細胞的iPSC。

患者在手術兩年後接受了影像學檢查。據
結果顯示，由幹細胞衍生而來的多巴胺能祖細
胞仍在患者體內存活並以預期的方式發揮功能
，表明該個性化的細胞置換策略在技術上是成
功的。此外，患者的生活質量也得到了改善，
比如能夠自己系鞋帶、大步行走、說話聲音更
清晰等。與此同時，他還重拾瞭如游泳、滑雪
和騎行等從前不得不放棄的活動。

麥克萊恩醫院分子神經生物學實驗室主任
、該研究高級作者Kwang-Soo Kim表示：“這
些細胞來自患者本身，易於獲取且能夠進行重
新編程，這使其在植入人體後不會引發免疫排
斥。目前針對帕金森病的藥物和外科療法大多
旨在解決由多巴胺能神經元缺失引起的症狀，

但是我們的策略是直接替代這些神經元。該研
究是帕金森病個性化醫療發展的一個里程碑。
” 美國麻省總醫院神經外科主任、該研究共同
作者Bob Carter博士也表示：“帕金森病的治療
難度很大，而該研究證實了自體幹細胞移植在
逆轉病程進展方面頗具潛力。 ”

但是，這些研究結果僅反映了一名患者的
治療效果，該療法的有效性還有待進一步研究
。美國麻省總醫院神經病學首席研究員、帕金
森病專家Todd Herrington博士告誡道:“作為神
經病學家，我們的目標是為帕金森病患者找到
最先進的治療方法，這項研究就是我們邁出的
第一步。該療法的有效性仍需大量研究支持。
”

關於美國麻省總醫院
麻省總醫院成立於1811年，是哈佛醫學院

最初設立且規模最大的教學醫院。我們擁有全
美最大的以醫院為基礎的研究項目，同時也是

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研究資金最大的接受者，
我們的研究項目橫跨醫院的20多個臨床部門和
中心。麻省總醫院可以為幾乎每一個專科和次
專科、內科和外科領域提供精準的診斷和治療
。我們的六個多學科護理中心以癌症、消化系
統疾病、心髒病、神經內科、血管醫學和創傷
中心的創新而聞名世界。另外麻省兒童總醫院
提供全面的小兒保健服務，從初級護理到運用
尖端療法診治複雜和罕見的疾病。麻省總醫院
連續多年被《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評為美國
最頂級醫院之一，也是唯一一家在所有16項專
科排名中均獲得名次的醫院。在接受評估的近
5000家醫院中，麻省總醫院自1990年評選舉辦
開始便一直佔據榮譽榜頂級醫院之列。 2019年
，麻省總醫院被《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評為
全美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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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于大海

自審計報告公開批評管理不善後，有關足總的
是非近日不絕於耳，足總主席貝鈞奇27日主

動出面闢謠，怒轟有球圈中人為排除異己及滿足
個人私慾對足總進行抹黑：“我們做錯的一定會
改，歡迎提出有建設性的意見，但有人針對足總
向傳媒‘放料’及抹黑，我身為主席有責任要挺
身而出維護足總尊嚴。”對於有關前菁英發展教
練李本思涉嫌虛報履歷的傳聞，貝鈞奇表示只是
相關描述的誤解，足總在聘請他時有經過嚴格的
面試和核實，對於有人未經許可下取走並發佈李
本思的履歷，貝鈞奇批評是嚴重侵犯個人私隱，

已收到投訴並展開調查，不過就未有透露取走履
歷文件的人身份。而足總行政總裁溫達倫亦解釋
英國的足球學院“教練”及“體育教師”本質一
樣，李本思獲聘絕對是由於他的能力及資格。

另外對於溫達倫去年底辭職但未有對外公
佈，貝鈞奇指由於疫情關係原定於2月7日進行的
董事會一直延期至今天，但有關職員合約因應疫
情一律延至6月30日的決定已通知各個董事，絕
對沒有刻意隱瞞。

至於早前聘請加利韋特被指黑箱作業的事
件，貝鈞奇強調是無中生有，有關討論聘請港隊

主教練的會議均有詳細記錄：“有關聘請港隊主
教練，我們在2018年7月26日及8月2日均有開會
討論，會議記錄中清楚顯示大部分董事均同意加
利韋特獲聘，過程絕對透明並符合規章。”

籲齊心搞好香港足球
在澄清過程中貝鈞奇罕有地多次拍枱，顯示

對足總近日的是是非非十分憤怒，他承認足總管
理上有不少地方需要改善，但絕不能容忍抹黑及
不實指控：“我在此呼籲球圈各界要齊心協力搞
好香港足球，一連串的事件已損害了外間對足總

以至整個球壇的信心，這只會嚇怕那些有能之士
加入香港球圈。”不過貝鈞奇表示暫時未有採取
法律行動的打算，希望有關人士懸崖勒馬，同心
為香港足球出力。

洛國富洛國富獲高度評價獲高度評價國足結束上海集訓

香港足總近期是非纏身，除被審計報告批評管理不善外，更傳出前菁英發展教

練李本思虛報履歷，足總主席貝鈞奇27日召開記者會逐一反駁，並炮轟有球圈人士

為排除異己及滿足私慾抹黑足總，呼籲球圈各界要齊心協力挽回政府及公眾信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正謙

貝鈞奇：有人抹黑足總
■■貝鈞奇逐一回應指控貝鈞奇逐一回應指控。。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攝攝

■李鐵（左四）對國足球員要求甚高。 新華社

■■貝鈞奇貝鈞奇（（左左））和溫達倫一同出席和溫達倫一同出席
記招記招。。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浩然）中國國家足
球隊（國足）於27日結束在上海的集訓。總結
國足在集訓期間的兩場友賽皆順利報捷，足證
在主帥李鐵帶領下已漸見進步；而據內地傳媒
報道，歸化球員洛國富的表現備受教練組肯
定，未來該會受到重用。

在駐地酒店共進早餐後，國足宣布結束今
期集訓，國腳們將返回自己所屬球隊報到。在
今次長達兩周的集訓中，國足在兩場友賽分別

輕取上海上港和上海申花兩支中超勁旅，表現
明顯漸見進步。

據傳媒報道，主教練李鐵和一眾國足球員
在今次集訓後，已有更深入的了解，相比納比
時代，李鐵明顯較能夠和球員“交心”，加上
同樣是國足出身，李鐵明白和球員溝通時不能
“太長氣”，故講解戰術時往往是直截了當、
簡明扼要。然而，李鐵亦明白對球員不能一面
倒仁慈，在日前對申花的友賽，據報李鐵便因
球員上半場演出沒有達到教練組要求，在中場
休息時發起火來，而國足於下半場的演出亦有
了明顯改善。

此外，李鐵對球員的“職業操守”十分有
要求，往往希望球員在落場時每一分每一秒皆
傾盡全力；據內媒報道指，國足教練組對歸化
球員洛國富的表現便十分滿意，雖然他在對上
港的友賽僅上陣29分鐘便傷出，但他的“分秒
必爭、球球必爭”態度，令教練組和一眾國足
球員均對他有很高評價，因此預期在未來日
子，洛國富必可成為國足的常規主力。

談及今次集訓時，李鐵似乎對成果十分滿
意：“本次集訓按照世界盃外圍賽的節奏進
行，隊員們非常辛苦，我代表工作團隊向他們
表示感謝。通過本期集訓，全隊進一步磨合了
技戰術打法，也增強了團隊意識和打好外圍賽
的使命感。希望隊員們回到球會後，時刻謹記
國家隊隊員身份，繼續保持高標準、嚴要
求。”

杭州亞運會“亞運頻道”開播儀式27
日在杭州文廣集團舉行，這標誌着杭州亞組
委從此擁有了官方電視媒體資訊平台。

杭州亞組委副秘書長、杭州市副市長陳
衛強在致辭中表示，希望頻道運營團隊深度
融入亞運籌辦工作，圍繞“體育亞運、城市
亞運、品牌亞運”三個層面，充分發揮杭州
亞組委官方電視媒體資訊平台的優勢，共同
把亞運籌辦宣傳工作做實做好，助力杭州亞
運會品牌和主辦城市形象宣傳推廣。

杭州亞運會“亞運頻道”由杭州亞組委
和杭州文廣集團共建而成，依託杭州文廣集
團的新聞採編優勢，將杭州電視台少兒頻道
調整為“青少．體育”頻道，並經國家廣播
電視總局批覆同意。‘

杭州亞組委相關負責人表示，作為杭州
亞組委官方電視媒體資訊平台，“亞運頻
道”將成為杭州亞運會籌辦進展的記錄者和
報道者，亞運文化知識的傳播者和普及者，
健康浙江和健康杭州建設的推動者和倡導
者，亞運品牌和主辦城市形象的宣傳者和展
示者。

據悉，從今年開始，“亞運頻道”計劃
聯合全國多家主流體育頻道，搭建全國體育
頻道亞運節目內容交互雲平台。頻道將通過
製作播出專題節目、短視頻、Vlog、微紀錄
片等各種視頻內容產品，以大屏小屏聯動的
融媒體形式，宣傳展示杭州亞運會籌辦工作
進展和杭州城市形象，傳播普及亞運知識，
同時策劃和開展一系列線下主題活動，用心
講好亞運籌辦和城市發展“兩個故事”，為
實現“辦好一個會，提升一座城”助力。

■新華社

國青U16領隊邵佳一日前接受媒體訪
問時表示，球隊的目標只有一個，就是闖
入明年的世少賽。

正在海口觀瀾湖足球基地集訓的中國
U16國家男子足球隊，日前進行了媒體開放
日活動。

主教練安東尼奧介紹了本次集訓的重
點，他說：“隊伍這個月在海口集訓主要
是做體能儲備，會有大量的健身房訓練，
來鍛煉全身力量；此外，還會有大量有氧
訓練以及部分技戰術訓練。”

主教練安東尼奧和領隊邵佳一在談到
亞少賽決賽階段比賽目標時都表示，目標
只有一個，就是進入世少賽。邵佳一表
示：“肯定有難度、對手很強，但最重要

的是我們這個團隊如何看待這個目標的問
題，我們的目標只有一個，就是進入明年
的世少賽。”

談到訓練，邵佳一表示：“海口這些
天持續高溫，但是我們並沒有減少訓練
量。上下午訓練，上午的訓練一般都在兩
個小時左右。”隊伍希望通過刻苦訓練，
能夠將預選賽時表現出來的那種整體打
法、身體和壓迫方面的優勢繼續保持住。

談到隊伍目前的狀態，邵佳一表示，
經過主教練一年多時間帶隊訓練比賽，隊
伍已經基本成型，“球隊的戰術思想已經
非常統一了，而且每名球員都非常清楚他
們的場上職責、位置以及主教練的戰術策
略和打法。” ■中新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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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級世少賽是國青唯一目標

■邵佳一（右）與隊員在訓練中。 新華社■■““亞運頻道亞運頻道””開播儀式於開播儀式於2727日舉行日舉行。。 杭州亞運官網圖片杭州亞運官網圖片

■■ 洛國富的拚勁洛國富的拚勁
備受肯定備受肯定。。新華社新華社

開記招逐一反駁指控

■■ 貝鈞奇表示李本思獲聘是因他的能力及資貝鈞奇表示李本思獲聘是因他的能力及資
格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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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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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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日       Friday, May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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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