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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福藥局美福藥局 (MedXPharmacy)(MedXPharmacy)
服務大休斯頓地區的居民服務大休斯頓地區的居民

提供提供「「送藥到府送藥到府」」服務服務

免費贈送健康手冊及建立健康檔案免費贈送健康手冊及建立健康檔案

總店總店((梨城梨城):): 63026302 Broadway St, SuiteBroadway St, Suite 100100, Pearland, Pearland

電話電話: (: (281281))506506--24532453 傳真傳真: (: (281281))506506--54545454

中國城分店中國城分店:: 69186918 Corporate Dr., Suite A-Corporate Dr., Suite A-1313,,

Houston, TXHouston, TX 7703677036 ((位於精英廣場位於精英廣場))

電話電話:: 210210--941941--1113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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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醫師助理認證委
員會執照認可
精通國,台,英語

服務項目：
◎皮膚病治療   ◎關節痛治療
◎身體年檢      ◎各種極慢性病治療
◎癌症防治
◎推出減價移民體檢
◎到家診治行動不便患者

接受：
medicare, medicaid, 
molina, ambetter,  
community health choice 
等大多數醫療保險。

吳沛桓
醫生助理

西南紀念家庭全科 皮膚
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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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國際電視臺開通iTalkBB 高清中文電視頻道   
打造海外華人美好生活 
美南新聞集團屬下的美南國際電視臺與iTalkBB
通力合作，開通了iTalkBB高清中文電視頻道，
為海外華人打造美好生活。iTalkBB中文電視
采用最尖端圖像處理技術，以呈現高清畫質，
讓您體驗完美視聽享受

建議申請iTalkBB機頂盒，因為:
1) iTalk BB有獨家院線新片：iTalkBB中文電視購買了多部2019最新
正版院線大片，讓您在家就可以看到時下最火華語電影，免費點播，高清畫質。
2) 海量影視劇同步更新，隨時點播：與國內同步更新最受歡迎的電視劇、
人氣綜藝和票房大片。點播功能讓您隨時隨地想怎麼看就怎麼看。
3) 高清中/港/臺直播：iTalkBB中文電視提供中/港/臺六十多個熱門頻道實時直播，
讓您和家人觀看內地、香港、臺灣和海外頻道的即時節目。
在iTalkBB中文電視上，新聞、綜藝、訪談、電視劇應用盡有，讓您第壹時間獲得最新資訊。。

您只要每月付 $4.99起，
就可以送機頂盒，在家看最
新最熱中文電視內容。

$4.99

如果您沒有機頂盒，您可以通過STV15.3頻道直
接收看美南國際電視臺高清電視節目，視頻效果
可能會受到周圍環境的影響而影響觀看效果。您
可以用手機下載今日美國app logo， 就可以點
擊進入美南國際電視頻道隨時收看24小時直播
高清電視節目。您也可以通過Youtube直接收到
美南電視臺直接收看高清電視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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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緊張關係波及留學生中美緊張關係波及留學生中美緊張關係波及留學生中美緊張關係波及留學生﹐﹐﹐﹐3000300030003000學生簽證恐成廢紙學生簽證恐成廢紙學生簽證恐成廢紙學生簽證恐成廢紙

【美南新聞記者蕭永群報導】疫情凸顯了
美中兩強之間的角力﹐近來白宮甚至發
話﹐擬取消部分中國留學簽證﹒今天的
美南新冠疫情追蹤報導﹐帶您來關心越
來越緊縮的移民條件﹐並請專家分析﹐有
移民打算者﹐需要做好什麼樣的心裡建
設與準備﹖
華府視角華府視角﹕﹕美國美國「「對華戰略報告對華戰略報告」」加強對加強對
華施壓華施壓
華府資深律師黃瑞禮表示﹐近來美國針
對中國政府的動作頻頻﹐加上疫情推波
助瀾﹐上周美國白宮提出了一份「對華戰
略報告」﹐將是未來美中關係的主軸文件
﹒黃瑞禮指出﹐這個報告的大略是﹐承認
過去幾十年來美國對華的接觸政策「徹
底失敗」﹐因此必須做出改變﹐要全面性
遏止和防治中國在政治﹑經濟﹑軍事等各
方面擴張﹒
美中衝突兩大方向美中衝突兩大方向﹕﹕遭列黑名單的中資遭列黑名單的中資
企業企業﹑﹑孔子學院孔子學院
黃瑞禮指出﹐目前針對中國的舉動大致
分為兩類﹒第一是從經濟方面﹐最近最
受注目的就是對中國公司的打壓﹔另外﹐

美國政府一直以來也積極希望能將製造
供應鏈搬回美國﹐因此政府開始從這種
方面支持民間企業﹒

另一方面﹐則是對科學領域（STEM）專業
的中國留學生進行限制﹐防止美國的技
術被學走﹐有鑑於近來許多中國教授﹐因
為證據顯示參與了中國的「千人計劃」而
遭到逮捕﹒此外﹐許多大學校內學生團
體也聯名連署﹐要永久關閉被認為以宣
揚孔子思想之名﹑實為中國進行大外宣
的「孔子學院」﹒
疫情之下疫情之下﹐﹐移民政策收緊箇中意涵移民政策收緊箇中意涵
達拉斯資深移民律師田方中指出﹐近來
美國政府宣布﹐將著手取消中國3000名
留學生的學生簽證﹐被取消的可能是與
中國人民解放軍校有關的學生﹐因為懷

疑這些人可能從事間諜活動﹐將美國機
密信息轉回中國﹐若美國政府開始動作﹐
恐近來就會將這批學生驅逐出境﹒

（哈佛大學著名科學家﹑化學和化學生物
系主任利爾波﹐被控訴餐與千人計畫﹒
PC:Getty Images）
田方中指出﹐特別因為疫情這陣子﹐兩國
之間合作的不通暢﹐導致兩國之間的政
治較量影響到移民族群﹐首當其衝的就
是這些學生﹐許多人因為駐外大使館的
關閉﹐無法來到美國求學﹒另外﹐目前在
美國遞交移民申請的中國民眾﹐也要接
受嚴格的背景調查﹐如果被發現有可疑
訊息﹐移民申請便會被撤銷﹒
田方中表示目前美國移民局預計於6月
3日開放﹐但這樣的開放是階段性的﹐可
能只會小量處理一些入籍申請等﹐其他
簽證的處理可能還是會被延後﹐如H1B﹑
綠卡申請﹒
疫情期間疫情期間﹐﹐曾領取過補助曾領取過補助﹐﹐是否影響移民是否影響移民
申請申請﹖﹖
而在疫情特殊期間﹐許多人必須透過領
取新冠相關的補助﹑失業救濟金過活﹐田
方中表示這屬於一種特殊時期的救助﹐
因此申請過這些補助﹐應該是不會影響
未來的移民申請的﹒但對於平時的各種
政府救助﹑補助﹐能不拿就不拿﹐否則可
能會被視為「公共負擔」﹐影響日後移民
申請﹒

擔心簽證遭註銷擔心簽證遭註銷﹖﹖專家建議這樣做專家建議這樣做
田方中接著指出﹐目前最不受影響的就
是「政治庇護」簽證的申請﹐因為中美衝
突升溫﹐因此這類型的移民不僅不受到
影響﹐甚至大大有利﹒
考慮到白宮擬取消3000多人的簽證﹐田
方中建議﹐如果這些學生感到冤枉﹐沒有
從事任何間諜活動也想留在美國﹐政治
庇護將是對這些學生的最佳途徑﹒當然
﹐必須要提供一些從中國政府發出的恐
嚇﹑威脅證據﹐才能證明一旦回國﹐生命
安全恐被危害﹒
移民收緊是否成常態移民收緊是否成常態﹑﹑或只是階段性或只是階段性﹖﹖

田方中指出﹐目前移民政策收緊的狀況﹐
應該只是階段性的﹒以往中國留學生也
佔美國留學生人數的最大宗﹐為高教帶
來了140億的收入﹒田方中認為﹐目前
中美關係相互交融﹐如汪洋所說的「夫妻
關係」一般﹐不可能徹底的脫鉤﹑斷絕﹒
此外﹐中國如今的經濟實力﹐也不是美國
隨意能打壓的﹐然而美國畢竟身為世界
大國﹐中國也不能一意孤行﹒因此田方
中呼籲﹐雙方兩國應該心平氣和坐下來
談話﹐解決政治上的疙瘩﹑達成和解﹐眼
前的這些困難就將會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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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人語

自新冠病毒侵襲美加兩國
以來，種族仇恨火焰，亦
隨之出現，亞裔受襲的新

聞，接二連三地爆發，一名無辜的亞裔男子在星期四早上6點30
分，在擁擠的紐約的曼哈頓哈林區4號地鐵上，被一名黑人男子
瘋狂毆打，原因是因為他是一名亞裔，並被該名黑人男子指責他
為冠狀病毒的帶菌者，令這名亞裔男子再次成為自新冠疫情以來
，爆發的仇恨犯罪的新受害人。

據一名不願透露姓名的目擊者向記者透露， 「那名襲擊亞裔
的家伙. 當時正在談論是亞裔把新冠病毒帶到這里; 而令到我們所
有人都要佩戴口罩，在受害人毫無防備的時候, 突然向對方進行
狂毆，在短短20秒的視頻中. 該黑人男子向受害人連續痛毆將近
40拳，開始時, 該亞裔男子本能的自衛起來，但是隨即被對方打
到毫無還手之力，視頻中並沒有任何人喝止或者作出任何制止的
行動。被襲擊的亞裔男子, 看上去像是無家可歸者。襲擊者逃到
另一列地鐵上不知所蹤。

紐約市警察局告訴《每日新聞》，到目前為止. 警方尚未收
到有關此次仇恨犯罪事件的任何投訴。截止於5月27日下午6時
30分，美國累計確診新冠肺炎病例. 已經上升到171萬例，中國
確診病例只為84102例，美國的確診病例是中國的12.6倍，美國
的死亡病例, 也已經達到101000例，中國的死亡病例 只為4638
例，美國的死亡病例是中國的23.5倍，為全球之冠，難道這就是
特朗普總統想要的 「讓美國再次強大」嗎？

自3月16日開始，當美國總統特朗普以及國務卿蓬佩奧三番
四次在匯報新冠疫情的記者招待會中, 講出 「中國病毒」的言論
後，隨著冠狀病毒的傳播, 帶來了越來越多的關於在全國範圍內
襲擊亞裔美國人的報道，當局最近宣布，迄今為止，僅僅在紐約
警察局, 已經調查了近十起針對亞裔美國人的仇恨犯罪報道。這
個數字幾乎是去年同期報告數量的5倍。據亞太政策與計劃委員

會稱，截至周 三，5月啟動的在線報告中心已收到近1500 多份
針對全國範圍內，針對亞裔美國人的冠狀病毒相關騷擾的投訴，
而且許多案件均涉及亞裔遭到襲擊。就在上星期紐約市警總局偵
探部總警司魯尼·哈里森 Rodney Harrison 發表一篇, 關於紐約市
亞裔仇恨犯罪的聲明書中說到，如果你是這類仇恨犯罪罪案的受
害人, 或者掌握與罪犯有關的信息，請立刻撥打911或者止罪熱
線：1-800-577-8477(TIPS)給警方提供線索, 幫助警方及時制止
這類犯罪行為，就算受害人或者舉報者在美國沒有合法身份，紐
約警方都不會過問他們的移民身份，報警電話, 都會提供中英文
翻譯，所有舉報者身份警方是絕對保密。

自新冠疫情爆發以來，在加拿大西岸溫哥華，華人衆多居住
的城市中，針對亞裔的仇恨犯罪和騷擾，明顯地增加。溫哥華的
仇恨犯罪率，出現上升趨勢，其中於3月13日，一名92歲華裔
長者在一間便利店內，遭一名50多歲白人男子襲擊受傷，期間
施襲者更叫囂帶有種族歧視言語，包括涉及新冠肺炎的言論。近
日，位於溫哥華華埠的大溫哥華中華文化中心，就出現了歧視及
仇恨塗鴉。甚至有塗鴉文字，出現要 「殺死所有華人」（Kill
All Chinese）的內容，也發生了在中國城中破壞財物的行為。該
中心主席郭英華, 呼籲社會各界積極行動，消除歧視及仇恨現象
。

郭英華周四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塗鴉最先出現在4月3日
下午，監控錄像拍到有兩名男子到中心內，在玻璃窗和門框上寫
下種族仇恨言論，包括 「殺死所有華人」（Kill All Chinese），
「讓我們禁止中國人來加拿大」（Let‘s put a stop to Chinks

coming to Canada）等。翌日晚間，又有一群人來破壞了中心的
數個玻璃窗。他表示，中心內之前也發生或類似的歧視性塗鴉，
但在過去約兩個月以來，情況升級，仇恨言論已出現殺死他人的
字眼，這惡化到一個令人無法容忍的新階段。

當地華人領袖郭英華表示，案發後，已經向溫市警方報警，
並提供證據，警方也積極調查，並加強了中心及附近華埠地區的
巡邏。眾多華裔呼籲，加人千萬不要因疫情併發，而產生種族歧
視，仇對華人。為此，溫市中心代表，每周都與警方聯繫跟進，

但目前未獲知案件調查有任何進展。他說，案發後的第3天，中
心已經架設起欄柵，作為防護之用。

新冠疫情爆發以來，溫哥華的仇恨犯罪率出現上升。其中於
3月13日，一名92歲華裔長者在一間便利店內，遭一名50多歲
白人男子襲擊受傷，期間施襲者更叫囂帶有種族歧視言語，包括
涉及新冠肺炎的言論。

加拿大社會正面對種族歧視上升的趨勢，溫哥華東區國會議
員關慧貞對情況感到不安。不久前發生92歲華裔長者在便利店
遇襲，便是發生在溫東。居住在這間便利店附近的一些亞裔長者
，更因為此案而不敢外出，家人更在市中心街上被人辱罵 「不要
給我傳染該死的病毒」。

關慧貞說，注意到近幾年在社區內的種族歧視有上升的趨勢
，例如針對利比亞難民的歧視，又或把城市房屋問題，歸咎於華
人移民等。年初當新冠肺炎疫情還未傳到加拿大時，她已很擔心
華人和亞裔人士，會成為被針對的對象。她曾向聯邦衛生部的官
員說，擔憂疫情會造成種族歧視，若果政府不能阻止新冠肺炎在
加國擴散，而造成人命損失，屆時情況會更差。

就近日保守黨國會議員斯隆（Derek Sloan），公開批評加拿
大首席公共衛生官譚詠詩是否種族歧視，關慧貞認為加拿大是個
民主國家，人民有批評政府官員的自由。就譚詠詩的工作表現，
議員和市民都可以表達意見，但斯隆指稱或質疑譚詠詩是在為中
國辦事，攻擊她對加拿大的忠誠，是很不負責任的言論和嚴重的
指控，既然斯隆未能提出證據，那便必須公開道歉，保守黨的黨
領和黨領候選人亦應就其議員的言論表明立場。

關慧貞說： 「加拿大過去的歷史顯示，當社會面對重大困難
時，弱勢族群很容易會成為代罪羔羊，從前的人頭稅及排華法，
又或二戰期間把日裔加拿大人關進集中營等，都是我們國家的歷
史。」

華民若果不幸遇到仇恨罪行，關慧貞認為不應啞忍，要向有
關當局舉報，這不單要懲罰犯事者，更可以讓政府透過數據了解
社會的狀況，從而作出相應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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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族仇恨下 亞裔受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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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飛哥」 和香港人要什麼？

上周談及香港政壇元老、人稱 「飛
哥」的自由黨創黨主席李鵬飛逝世所回
憶起那個時代的港人的政治素求。這不
禁令我想起許多歷史事件來。以政治光
譜而言，李鵬飛是建制派中人，更是一
位光明磊落的香港人。他做了多年全國
人大代表，又是自由黨創黨主席，立場
是站在香港人的一邊。在今天充滿壓抑
的政治氛圍下，人們懷念李鵬飛，亦是
對他的那個時代香港的憶念。

1983年，一個由李鵬飛、李柱銘、
周梁淑怡等組成的訪問團到北京，當時
社會稱這是 「青年才俊團」。這個團的
大部分成員，之後陸續成為香港政壇主
要人物。李鵬飛是行政立法兩局議員，
李柱銘其後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
一度被看好可能出任特區首任律政司長
。

李鵬飛是建制派，但不保守。如果
說，他的建制本色，在今天的香港來說
，劃入溫和民主派也許更恰當。親身目
擊八十年代以來到今天香港政治變化的
香港人，相信也會同意這一點。李鵬飛
是工商界出身，1998年下海面對直選洗
禮，其實，以他的背景和身份，要佔一
席位，根本不是甚麼難事。可是，在香
港歷史轉折的大時代，李鵬飛對香港未
來民主之路的期許，身體力行在參選立
法會顯現出來。總覺得，那是出於香港
人為這片生於斯長於斯土地，願意付出
一己的努力。

然而，22年來香港的變化，確實令
曾經親耳聽到北京對港人的承諾、親眼
見諸簽署《中英聯合聲明》的一代人，
極為失望。對不少香港人來說，目睹禮
崩樂壞的今天，想起昔年北京 「我們說
這個話是算數的」保證50年不變，午夜
夢迴之時，胸臆中滿是深深的嘆息。

對於飛哥，有人會認為他變化很大
，但如果跟他有溝通過，都知道他的理
念並沒有變，而是跟著時代走的一個有
心人。當然，政治上的態度，才是飛哥
最值得尊重的地方。我說的不是立場，
而是態度，那種總有溝通餘地的態度，
是當今政壇，無論任何黨派都需要學習
的。在他的年代，我們不會見到打罵的

場面在立法會出現，卻見到在議題上
共識的出現；不會見到極端的破壞性
在社會出現，卻會見到建設性的討論
和辯論出現。

最後一次見飛哥，當時他主持一個
時事清談節目，也是談論香港兩極化的
政局。記憶中，飛哥當時的身體也較為
虛弱，但他的問題仍然尖銳、辭鋒仍然
銳利、腦筋轉得非常快，而態度則仍然
是寬厚且有理有節……那個年代，雖然
有競爭，有針鋒相對的時候，但大家都
是朝著解決問題的方向而行。今天香港
少了飛哥，在現況中，似乎欠缺溝通，
少了理性的討論呀！

記得李鵬飛有著作完成，名之為
《風雨三十年——李鵬飛回憶錄》，封
面是爽朗笑容的照片。翻開扉頁，是短
短一段獨白： 「我從政逾20年，見到今
天的境況，感慨良多，我真正體會到，
一個政府、一個領導人需要民眾支持的
重要性。」 「我自問為人率性，也真切
認識只要講真話，任何時候都能理直氣
壯，不畏強勢。」

是的，感慨良多。該書出版之時是
2004年，16年前李鵬飛已經比起很多香
港人，更早也更清楚知道，香港這條路
要怎樣走下去。

走筆至此，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
大會第三次會議正在北京舉行，令不少
港人震驚和舉世矚目的議程，是審議簡
稱為《港版國安法》的議案。根據會議

日程，該議案會在大會閉幕當日(即本月
28 日)投票表決，正式授權人大常委會
展開具體立法工作。預計人大常委會最
快可於8月通過草案，並在公布當天在
香港執行有關法例，毋須經香港立法會
審議。

這個港版國安法是按《基本法》第
18條提出，理由是國家安全屬全國性法
律。其實，港版國安法涵蓋的範圍，完
全可以透過《基本法》第23條立法。根
據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王晨的解釋，鑑
於23條立法一直未能完成，甚至有被長
期擱置的風險，中央才決定制定港版國
安法，藉此維護國家安全。雖然王晨和
特首林鄭月娥都聲稱，香港仍需為23條
立法。但我相信這已經不是當前急務。
此例一開，將來有需要時，中央修改港
版國安法更方便快捷。

讓我首先重申立場，我從來不反對
為23條立法，甚至屢次指出，立法不成
的責任，是在歷屆特首身上。事實上，
自從2003年董建華的方案被迫撤回後，
之後的三任特首，根本連提出一份草案
，甚至諮詢文件也沒有，是典型的 「不
做不錯」。自詡迎難而上的今屆特首，
不斷講要營造有利立法環境，然而官民
衝突和社會撕裂卻在她任內與日俱增。
現在中央出手，跨過立法會，肯定會打
擊不少港人和外地投資者對一國兩制的
信心。

例如，港版國安法議案提到中央在

香港設立機構，依法履行維護國家安全
相關職責。特首林鄭對此的回應是，
「我相信最終主要執法的，都是我們香

港的機構」。今天有多少港人對 「她相
信」有信心？何謂 「主要執法」？是否
有 「次要執法」，例如調查、約見疑犯
？中央設立的會是甚麼性質和職能的執
法機構？在這條全國性法例下，這些機
構的執法人員，是否必須依從香港而不
是內地的法律辦事拉人？又例如，在內
地，分裂國家或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
可以按涉事者的言文定罪，毋須證明有
武力成分。港版國安法是否如此？誰來
詮釋法例內的具體條文？

常言魔鬼在細節。林鄭可否向中央
爭取，人大常委會在通過港版國安法前
，諮詢特區政府的意見，並預留一段時
間，讓政府諮詢港人，對草擬的條文細
節及執法機制表達意見？這個要求不算
過分吧？

說到底，我等香港人要的只是真正
的 「一國兩制」、是兩制，不是一制，
甚至冇制。希望向我們承諾的 「港人自
港」

「高度自治」，是 「貨真價實」，
而不是 「言而無信」，
更不要 「河水犯井水」！

造成今天香港這樣的局面，乃是梁
振英製造了港獨，人大推出了八三一決
定，不讓港人普選，更是林鄭妄想通過
「送中法例」便做成今日的樣子！

為為 Clarewood Dr.Clarewood Dr. 路上路上 Star Rama StudioStar Rama Studio 前廣場前廣場
的步行前來領取食物的長長人龍的步行前來領取食物的長長人龍

為百利大道為百利大道,,，，SharpstownSharpstown 前方廣場的長長排隊前方廣場的長長排隊
車陣車陣。。

川普總統要求合法移民向政府償還福利川普總統要求合法移民向政府償還福利
新的合法移民留在美國變得越來越困難新的合法移民留在美國變得越來越困難

（（休士頓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此舉是川普政府對中國學生施加限制此舉是川普政府對中國學生施加限制
的最新舉措的最新舉措。。 但是大學官員說但是大學官員說，，政府是偏執狂政府是偏執狂，，美國將輸掉這場戰美國將輸掉這場戰
爭爭。。據了解情況的美國官員說據了解情況的美國官員說，，川普政府計劃取消與美國人民解放川普政府計劃取消與美國人民解放
軍所屬大學有直接關係的數千名美國研究生和研究人員的簽證軍所屬大學有直接關係的數千名美國研究生和研究人員的簽證。。該該
計劃將是第一個旨在禁止某一類中國學生進入的計劃計劃將是第一個旨在禁止某一類中國學生進入的計劃，，這些學生總這些學生總
體上構成了美國最大的外國學生群體體上構成了美國最大的外國學生群體。。這預示著可能會有進一步的這預示著可能會有進一步的
教育限制教育限制，，中國政府可能會通過對美國人實施自己的簽證或教育禁中國政府可能會通過對美國人實施自己的簽證或教育禁
令進行報復令進行報復。。 兩國已經就涉及貿易兩國已經就涉及貿易，，技術和媒體訪問的政策進行了技術和媒體訪問的政策進行了
幾輪報應幾輪報應，，而且關係正處於幾十年來的最糟糕時刻而且關係正處於幾十年來的最糟糕時刻。。

美國官員正在討論懲罰中國通過新的旨在打擊香港的國家安全美國官員正在討論懲罰中國通過新的旨在打擊香港的國家安全
法的措施法的措施，，但在法律危機之前但在法律危機之前，，正在考慮取消學生簽證的計劃正在考慮取消學生簽證的計劃，，該該
法律上週由中國官員宣布法律上週由中國官員宣布 。。 國務卿邁克國務卿邁克..龐培龐培（（Mike PompeoMike Pompeo））週二週二
在白宮會議上與特朗普總統討論了簽證計劃在白宮會議上與特朗普總統討論了簽證計劃。。預計美國大學將反對預計美國大學將反對
政府的舉動政府的舉動。。 儘管國際教育交流因其智力價值而倍受讚譽儘管國際教育交流因其智力價值而倍受讚譽，，但許多但許多
學校還依靠外國學生的全額學費來支付費用學校還依靠外國學生的全額學費來支付費用，，特別是來自中國的一特別是來自中國的一
大批學生大批學生。。聯邦調查局聯邦調查局（（F.B.I.F.B.I.）） 以及司法部關於中國學生以及司法部關於中國學生，，尤其是尤其是
從事科學工作的學生所構成的潛在國家安全威脅從事科學工作的學生所構成的潛在國家安全威脅。。 但是大學員工對但是大學員工對
可能針對特定國家背景的學生的新可能針對特定國家背景的學生的新““紅色恐慌紅色恐慌””保持警惕保持警惕，，這可能這可能
會助長反亞洲種族主義會助長反亞洲種族主義。。

他們中的許多人認為他們已經制定了有效的安全協議他們中的許多人認為他們已經制定了有效的安全協議，，而讓中而讓中
國學生承受西方機構自由化影響的風險要大於風險國學生承受西方機構自由化影響的風險要大於風險。。 他們還說他們還說，，中中

國學生是其學科領域的專家國學生是其學科領域的專家，，並支持美國的研究並支持美國的研究
工作工作。。中國學生和研究人員說中國學生和研究人員說，，美國政府日益嚴美國政府日益嚴
格的審查以及對簽證的新的官方限制將對他們產格的審查以及對簽證的新的官方限制將對他們產
生偏見生偏見，，包括當他們申請工作或津貼時包括當他們申請工作或津貼時。。根據一根據一
些官方估計些官方估計，，簽證的取消可能會影響至少簽證的取消可能會影響至少33,,000000
名學生名學生。。 在美國大約在美國大約3636萬中國學生中萬中國學生中，，這一比這一比
例很小例很小。。 但是其中一些受影響的人可能正在從但是其中一些受影響的人可能正在從
事重要的研究項目事重要的研究項目。。此舉肯定會引發公眾辯論此舉肯定會引發公眾辯論
。。 官員們承認官員們承認，，沒有直接的證據表明即將失去沒有直接的證據表明即將失去
簽證的學生做錯了事簽證的學生做錯了事。。 取而代之的是取而代之的是，，美國官美國官
員的懷疑主要集中在中國大學員的懷疑主要集中在中國大學，，在那所大學中學在那所大學中學
生被訓練為本科生生被訓練為本科生。。皇后學院皇后學院（（Queens CollegeQueens College
））即將上任的法學教授弗蘭克即將上任的法學教授弗蘭克..吳吳（（Frank WuFrank Wu））
表示表示：“：“在中國在中國，，社會上更多的人是政府控製或社會上更多的人是政府控製或
政府下屬的政府下屬的。”。” ““如果您對系統的設置不滿意如果您對系統的設置不滿意
，，則無法在那里工作或擁有合作夥伴則無法在那里工作或擁有合作夥伴。”。”

他補充說他補充說：“：“僅針對來自中國的一些潛在教僅針對來自中國的一些潛在教
授授，，學者學者，，學生和來訪者學生和來訪者，，陳規定型觀念的程度陳規定型觀念的程度
低於禁止一切低於禁止一切。”。” ““但是根據國籍但是根據國籍，，它仍然是選擇性的它仍然是選擇性的。”。”國務院國務院
和國家安全委員會均拒絕置評和國家安全委員會均拒絕置評。。為簽證取消辯護的美國官員說為簽證取消辯護的美國官員說，，在在
那些學校與中國軍方的聯繫比單純的校園招募更加深入那些學校與中國軍方的聯繫比單純的校園招募更加深入。。 一位官員一位官員

說說，，在許多情況下在許多情況下，，中國政府在選擇與軍方有聯繫的學校中哪些學中國政府在選擇與軍方有聯繫的學校中哪些學
生可以出國留學方面發揮了作用生可以出國留學方面發揮了作用。。 這位官員說這位官員說，，在某些情況下在某些情況下，，被被
允許出國的學生可能希望收集信息允許出國的學生可能希望收集信息，，作為支付學費的條件作為支付學費的條件，，但拒絕但拒絕
透露有關此事的具體情報透露有關此事的具體情報。。

美中領導人在香港問題上有不同意見 川普將與之抗爭
美國驅逐與中國軍校有聯繫的中國研究生

圖文圖文：：秦鴻鈞秦鴻鈞 （（休士頓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 ））唐納德唐納德••川普總統川普總統
週四採取了進一步措施週四採取了進一步措施，，打擊合法移民打擊合法移民，，指示各指示各
機構執行一項已有機構執行一項已有2323年曆史的法律年曆史的法律，，該法律要求該法律要求
綠卡持有人的發起人向政府償還福利綠卡持有人的發起人向政府償還福利。。白宮說白宮說，，
川普週四批准了一項備忘錄川普週四批准了一項備忘錄，，以執行比爾以執行比爾••克林克林
頓總統在頓總統在19961996年簽署為法律的一對規定年簽署為法律的一對規定。。 此舉此舉
是在川普儘管國會抵制後仍試圖徹底改革合法移是在川普儘管國會抵制後仍試圖徹底改革合法移
民的情況下提出的民的情況下提出的。。川普在該計劃的公告中說川普在該計劃的公告中說：：
““為了保護美國公民的利益為了保護美國公民的利益，，移民必須在經濟上移民必須在經濟上
自給自足自給自足。”。”批評人士表示批評人士表示，，這種舉動不公平地這種舉動不公平地
懲罰了低收入移民懲罰了低收入移民，，他們有時需要援助才能在美他們有時需要援助才能在美
國開始生活國開始生活。。但是白宮指出但是白宮指出，，太多的移民利用了太多的移民利用了
美國的慷慨美國的慷慨，，指出有指出有 5858％的家庭以非美國為首％的家庭以非美國為首
，， 非公民至少使用一項福利計劃非公民至少使用一項福利計劃。。

移民倡導者移民倡導者，，國家移民法律中心執行主任瑪國家移民法律中心執行主任瑪
麗蓮娜麗蓮娜••辛卡皮辛卡皮（（MarielenaHincapiMarielenaHincapiéé））和法律與和法律與
社會政策中心執行主任奧利維亞社會政策中心執行主任奧利維亞••金金（（OliviaOlivia
GoldenGolden））譴責川普的譴責川普的““殘酷殘酷，，危險危險，，不人道的議不人道的議
程程”。”。兩位倡導者同時還是兩位倡導者同時還是““保護移民家庭運動保護移民家庭運動
””的聯合主席的聯合主席：“：“川普會盡一切努力向移民家庭川普會盡一切努力向移民家庭
傳達這樣的信息傳達這樣的信息，，即如果您不是白人和富裕的人即如果您不是白人和富裕的人
，，那麼您在這裡將不受歡迎那麼您在這裡將不受歡迎，，甚至不安全甚至不安全。”。” 在在
一份聲明中說一份聲明中說：“：“他不在乎孩子和整個家庭在此他不在乎孩子和整個家庭在此
過程中會受到傷害過程中會受到傷害。”。”

政府官員去年宣布政府官員去年宣布，，他們正在執行一項法律他們正在執行一項法律
，，要求移民要求移民““表明他們可以自給自足表明他們可以自給自足”。”。 國土安國土安
全部數據顯示全部數據顯示，，十分之六的綠卡是根據家庭關係十分之六的綠卡是根據家庭關係

授予的授予的。。特朗普移民計劃在這裡非法避開了移民特朗普移民計劃在這裡非法避開了移民
？？誰付款誰付款？？ 特朗普政府計劃如何篩選綠卡申請人特朗普政府計劃如何篩選綠卡申請人
？？白宮官員沒有回應置評請求白宮官員沒有回應置評請求。。 白宮沒有提供實白宮沒有提供實
際的備忘錄際的備忘錄，，只是提供了概述其規定的情況說明只是提供了概述其規定的情況說明
書書。。 目前尚不清楚有多少人會受到該命令的影響目前尚不清楚有多少人會受到該命令的影響
。。美國每年向大約美國每年向大約100100萬外國人發放綠卡萬外國人發放綠卡。。週四週四
的舉動只是政府為限制合法和無證件移民可獲得的舉動只是政府為限制合法和無證件移民可獲得
的公共利益所做的最新努力的公共利益所做的最新努力。。1010月月，，國土安全部國土安全部
提出了新的準則提出了新的準則，，以重新定義是否將準移民視為以重新定義是否將準移民視為
““公共指控公共指控”，”，使他們沒有資格成為合法永久居使他們沒有資格成為合法永久居
民民。。

當前的定義將公共收費定義為當前的定義將公共收費定義為““主要依賴主要依賴””
政府援助的人政府援助的人。。 這意味著獲得佔其收入一半以上這意味著獲得佔其收入一半以上
的現金援助的現金援助，，或或““由政府承擔由政府承擔””獲得長期醫療服獲得長期醫療服
務務。。尚未生效的新定義將大大擴展該定義尚未生效的新定義將大大擴展該定義，，使其使其
包括接受甚至少量政府援助的任何移民包括接受甚至少量政府援助的任何移民。。 其中包其中包
括括““非現金非現金””福利福利，，例如使用補充營養援助計劃例如使用補充營養援助計劃
（（稱為食品券稱為食品券），），Medicare DMedicare D部分處方藥福利部分處方藥福利，，
非緊急情況下的非緊急情況下的MedicaidMedicaid以及第以及第88節住房和租金節住房和租金
援助援助。。限制住房援助的努力本週在國會大肆宣揚限制住房援助的努力本週在國會大肆宣揚
，，當時房屋和城市發展部長本當時房屋和城市發展部長本••卡森卡森（（Ben CarBen Car--
sonson））出席內務委員會出席內務委員會，，以捍衛其機構從無證移以捍衛其機構從無證移
民中驅逐無證移民及其美國出生的孩子的計劃民中驅逐無證移民及其美國出生的孩子的計劃。。
卡森通過為美國辯護說卡森通過為美國辯護說，，美國需要美國需要““首先照顧首先照顧
（（我們我們））自己的自己的”。”。卡森說卡森說：“：“這並不是說我們這並不是說我們
很殘忍很殘忍，，刻薄刻薄。。

休士頓市政府與食品銀行聯合支持食品免費領取活動休士頓市政府與食品銀行聯合支持食品免費領取活動
昨天中午在昨天中午在SharpstownSharpstown 附近四條街舉行附近四條街舉行，，現場一片車海現場一片車海

美國總統美國總統TrumpTrump在新聞發布會上談論簽署在新聞發布會上談論簽署22萬億美元刺激美國經濟法案萬億美元刺激美國經濟法案
TrumpTrump和美國未來和美國未來100100天內計劃通過製造或其他方式獲得天內計劃通過製造或其他方式獲得1010萬台呼吸機萬台呼吸機

自新冠疫情在美國爆發以
來，休士頓亞裔社區表現了
雪中送炭，患難與共的精神

，所有恭逢其盛的人，想必都心有所感。
昨天（周六）原訂中午十一時至下午一時由

休士頓市政府與食品銀行（Food Bank )聯合支持
的食品免費領取活動，從上午九、十點左右，圍
繞 Sharpstown 附近 PlazAmericas Mall 附近的四條
馬路，就架起路標及警車攔道，在Sharpstown 背
面的Clarewood Dr. 路旁廣場，多為附近公寓的居
民，他們多步行前來領取食物，而從59號公路邊

一直拐到Sharpstown 附近的PlazAmericas Mall , 多
為駕車來領取食物，長長的一片車海，連記者要
駛過去照相都十分困難。在路上被前方牛步的進
程卡了好久好久。

凡前來的居民可在食物領取點領取輔助性食
物，包括新鮮瓜果，牛奶麵包等，和基礎的防護
醫用品。據記者現場觀察，前來領取的多以美裔
白人，黑人及墨裔人士為主，華、亞裔前來取食
物者不多。一般駕車前來居民可領50-80磅食物
，步行居民可領15-25磅食物。

美國和中國領導人在香港問題上有不同意見美國和中國領導人在香港問題上有不同意見，，川普總統將與之抗爭川普總統將與之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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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麻花，从字面上理解，是麻类纤维

扭曲盘卷形成的自然花纹。

英语里同样释义的词是twist，意思

是拧转、扭曲，生硬得很。只有温文尔

雅的汉语，才能巧妙地用“花”的意境

描述这种盘卷的形状。

雅致恬退，秀外慧中。

作为食物的麻花，也秉承了汉民族

知进退、守礼仪的性格，它凝固了中式

饮食的美学视野，也见证了中国南北的

地理交融。

麻，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原产农作物

，位列五谷之首。

它的茎皮，可以做麻绳、麻衣、麻

纸、麻网、麻袋，是棉花传入前，中国

最重要的纤维制品。

它的叶子和块根可以入药，至今，

仍是少数被证明有实效的中药材之一。

它的种子可以充饥，在盛产水稻的

长江流域没有被中华文明征服之前，麻

籽是普通百姓日常生活最常见的淀粉来

源之一。再后来，中国人还发现麻籽可

以压榨食用油，这是除了大豆油菜之外

，中国古代重要的油料。

也正是这粒富含油脂和淀粉的种子

，酝酿了麻花的雏形。

蔽百姓之风寒、救百姓之疾苦、解

百姓之温饱。麻在中国，因其多种多样

的实用功能，很早就被打上了平民的标

签。它是市井烟火、草莽江湖。

虽然今天的麻花已经与麻类植物没

有关系，但由油脂和淀粉构筑的热烈蓬

勃的滋味，很早就奠定了中式点心的美

好底色。

在中亚和中国的西北，至今流行着

一种名为“馓子”的古老点心。用盐水

和面，搓成细条，再下油锅炸到金黄焦

脆，可以当主食，也可以当零食小菜，

用以佐茶、佐粥。

馓子的脆感来自小麦面粉里的蛋白

质，遇到热油后脱水转性；香味则来自

淀粉的糊化和焦化反应。同时，油脂在

煎炸过程中，也被吸入馓子内部。在生

活物资匮乏的上古时代，这种食物提供

了人类生存所必须的蛋白质、脂肪和碳

水三大营养素。

吃了它，就能让自己有更多的能量

抵御寒冷、更大的力气捕猎、采集、畜

牧和耕种，这是一种关乎生存的食物选

择，它深深烙于我们的基因深处。无论

今天的营养学家们如何以高热量、高负

担为由忠告，但好吃就是好吃，舌头不

会骗自己。

比方说，在咬下炸鸡的那一瞬间，

你感到嘴里绽放万道金光。这就是面粉

层带来的错觉。这层面粉包裹住盐分、

香料和油，粘连着热气腾腾的鸡皮和鸡

肉一同送入口中，多少人拜倒在这必杀

技之下。

当来自西方的小麦，以及制作面粉

的石磨，经由河西走廊传入中原后，中

国人惊喜地发现，这种食物比本地的麻

籽、黄米更好吃，除了烘烤、蒸煮成精

美的面食之外，用它炸出的面食酥脆香

浓，是上至达官显贵，下至黎民百姓都

无法拒绝的诱惑。人们称它为“寒具”

，用以祭祖。在儒学兴盛的古代中国，

能放到敬献祖先的供桌上，就是对食物

最大的褒扬。

千年来，中国人品尝油炸面点的味

蕾，一直像是被开了光。油条、麻叶、

焦圈、油馍、炸果、油墩，虽然都是小

麦面粉油炸，但利用发酵、油温、造型

等手段变化，聪明的中国人将一种食物

演化出了一整套的饮食谱系。

麻花，无疑是它们中传承最正宗，

也是最深植于本土的典范。

公元前126年，张骞通西域归来，

带回了一种与中国原产的苎麻、大麻完

全不同的麻类植物。它种子的油脂含量

最高达到50%，只用手指一掐，就能冒

出油来。

人们叫它胡麻、油麻。而今天，它

的名字叫芝麻。

此前一直依靠动物肥膘加热获得油

脂的中国人，猛然发现原来植物也有类

似功能。芝麻之后，人们还陆续发明了

以土生的油菜籽和大豆榨油。

相比动物油，植物油脂熔点高，不

易凝固，能让面食的外观更锃亮鲜艳，

香味更细腻优雅，最重要的是，植物油

大大降低了油炸的成本，让旧日王谢堂

前用于祀礼的“寒具”，变成了寻常百

姓家中的麻花。

让麻花进一步成熟的是唐代制糖技

术的传入。

中国人很早就发现，在面食里加甜

味辅料，在油炸的过程中，糖与小麦蛋

白会发生化学变化，加倍产生香甜的风

味。实际上，这就是美拉德反应。

但囿于材料，中国的甜味调味品长

期依赖蜂蜜、麦芽糖和果脯。甜度不够

，兼有杂味。在北魏的《齐民要术》中

，就记载了用蜂蜜水、用枣汁合面，再

油炸的“环饼”，事实上，这就是早期

麻花的样子。

唐朝开始，甘蔗才被中国人注意。

这种盛产于热带和亚热带的草本植

物，以其多汁的茎秆，很早

就被人们当作解渴的小食。

江南地区甚至还拿它作为烹

饪肉类的辅料。在《新唐书

》中，第一次记载了印度摩

揭陀国的使者，进献“熬糖

法”，李世民听闻后，下诏

搜集南方的甘蔗熬糖。

虽然在正史里，这仅是

只言片语记载，但在饮食变

迁的长河中，它却是划时代

的一幕。从此以后，来自南

方的甘蔗，成为中国人舌尖

甜味的最重要来源。

和种不出甘蔗的欧洲诸

国相比，中国很早就实现了

蔗糖的自给自足。本土点心

对甜味的要求是既“正”又

“雅”，要清清爽爽、余韵

悠长，绝不能像没古代缺糖

的欧洲一样，叫花子进城，

猛加糖到齁。

与其说甘蔗进入主流饮

食谱系，源自唐朝时国外先

进技术的传入，倒不如认为

，这是秦汉之后，岭南地区

被纳入中华版图后的长尾红

利。

麻花，就是这种自带雅

致气息的例子。

与西方制糖法相比，中国的糖还有

一个特色：红糖。

实质上，红糖与白砂糖都是制糖中

的环节：把甘蔗汁熬成糖浆之后，分离

出糖的晶体就是白砂糖，剩下的带有苦

味、粘度很高的糖浆，被称为糖蜜。因

为口味不佳，糖蜜在欧美主要用于饲料

和酿酒，蒸馏后的糖蜜酒，就是著名的

朗姆。

但中国人却不喜欢分离砂糖结晶，

相反，传统工艺会将甘蔗糖浆一直熬到

脱水。砂糖与糖蜜中的各种果糖、氨基

酸被混合在一起，形成暗红色的固态。

这就是所谓的古法红糖。

含有甘蔗汁中所有的原生物质，是

红糖不如砂糖甜的原因，也是红糖营养

配比更均衡的理由。同时，长时间的熬

煮，还赋予了红糖无与伦比的焦香味。

这当中，其实包含了东西方哲学的

差异。基于自然科学的西方世界观，一

直以真相、规律为终极诉求，色泽纯净

、味道纯粹的白砂糖，是西方人眼中食

品的完美形象；

而基于人文科学的东方世界观，则

以尊人重土、敬畏天命为底色，红糖平

衡的味道和原生态的形象，表达了东方

人尊重并善待土地馈赠的态度。

宋以后，随着大量人口的南迁，小

麦栽培技术覆盖到了长江以南的广大区

域，中国南方品类丰富的面点，由此孕

育而生。同时，红糖熬制、植物油冷榨

等技术的成熟，也客观上为更美味、更

成熟的麻花诞生创造了客观条件。

这是工艺迭代饮食升级的象征，也

为麻花品类的多元化埋下了种子。

今天，中国麻花大体分为四大流派

，晋陕地区流行原味麻花，更多地保留

了来自中亚和西域的馓子的特点；京津

地区流行的酥馅大麻花，带着天子脚下

皇城根儿的贵气；四川盆地流行的小麻

花，制作精良、个体细巧，表达了川中

饮食的讲究。

而在江南地区，则流行红糖麻花：

新炸的麻花，裹上熬化的红糖，既能保

持麻花酥脆的嚼感，又赋予了香甜均衡

的味觉，虽是小小零食，却蕴含了浓重

的书卷气。

好的红糖麻花制作极其考究，面团

里要加入一定配比的藕粉。这种江南地

区因地制宜的特产，淀粉颗粒比小麦面

粉大，并富含更多的直链淀粉和果糖。

它能促使麻花在油炸过程中充分焦化，

带来更浓郁的香味，并在酥脆与嚼劲之

间找到口感的平衡。

搓麻花的手法也与北方麻花有着很

大的不同，除了融、揉、饧、晾、擀、

切、搓、扭，每个步骤，都蕴含着专注

的智慧，这是机器制作所无法取代的。

特别是搓和扭两步，从光绪年间开始，

就固定了“两股”“四股”“六股”几

种做法，股数越多、缠绕的结构越复杂

，油脂和红糖的分布就越均匀，成品的

口感也就越松脆细腻。但它对手艺人的

要求也越高。

这是江南市井小吃才有的细巧风情

。

从大地图上来看，红糖麻花流行的

江南地区，处于中国中部，来自西北的

小麦、来自中原的大豆和油菜、来自岭

南的红糖，以一种最中国的方式在这里

相遇。

它表现了明清以来文风鼎盛地区的

儒雅姿态，更见证了这个国家数千年饮

食史背后，绵延不绝的顽强文明。

麻花，是中国人的市井烟火、草莽江湖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第二屆美南婦女論壇舉辦第二屆美南婦女論壇舉辦 「「看見成功看見成功
(See to Succeed)(See to Succeed)」」 募款餐會募款餐會((一一))

日本駐休士頓總領事夫婦日本駐休士頓總領事夫婦,,壁畫家壁畫家Gonzo,Gonzo,聯邦眾議員聯邦眾議員Pete Olson,Pete Olson,休士頓休士頓
市議員市議員Councilman Mike Knox,Councilman Mike Knox,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夫婦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夫婦,,第二屆美南第二屆美南
婦女論壇黎淑瑛主席婦女論壇黎淑瑛主席,,劉秀美副主席劉秀美副主席, CEO/ President Robin Monsur, CEO/ President Robin Monsur
of Houston Health Foundation,of Houston Health Foundation,聯邦眾議員聯邦眾議員 Lizzie FletcherLizzie Fletcher 的選區代表的選區代表
(Outreach Assistant) Mr. Spencer Gutierrez(Outreach Assistant) Mr. Spencer Gutierrez在壁畫前合影在壁畫前合影

台北經文處教育組長楊淑雅台北經文處教育組長楊淑雅,,婦女工商洪良冰會長婦女工商洪良冰會長,,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夫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夫
人黃惠榆人黃惠榆,,第二屆美南婦女論壇黎淑瑛主席第二屆美南婦女論壇黎淑瑛主席,,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等參加第二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等參加第二

屆美南婦女論壇舉辦屆美南婦女論壇舉辦 「「看見成功看見成功(See to Succeed)(See to Succeed)」」募款餐會募款餐會

味全食品李樂罡夫婦味全食品李樂罡夫婦聯邦眾議員聯邦眾議員Pete OlsonPete Olson和宋秉穎律師在第二和宋秉穎律師在第二
屆美南婦女論壇同歡屆美南婦女論壇同歡

中油總經理陳玉山夫婦中油總經理陳玉山夫婦

第二屆美南婦女論壇舉辦第二屆美南婦女論壇舉辦
「「看見成功看見成功(See to Succeed)(See to Succeed)

」」募款餐會主持人李成純如募款餐會主持人李成純如

哈里斯郡衛生局副局哈里斯郡衛生局副局
長長Judy HarrisJudy Harris

休士頓市議員休士頓市議員TiffanyTiffany
ThomasThomas的選區代表的選區代表

Mr. Sri Preston KulkarniMr. Sri Preston Kulkarni前美國國務院前美國國務院
駐台駐台((美國在台協會美國在台協會))外交官外交官,,同時亦是同時亦是

國會議員第國會議員第2222選區民主黨提名人選區民主黨提名人

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高度肯定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高度肯定
與支持提供休士頓更多沒有通過視力測驗的兒童與支持提供休士頓更多沒有通過視力測驗的兒童
全套免費的驗光服務和眼鏡全套免費的驗光服務和眼鏡，，希望透過視力的矯希望透過視力的矯

正改善兒童在學校的學習與表現正改善兒童在學校的學習與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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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休斯頓報導) 在過去幾個月疫
情期間，美福藥局(MedXPharmacy)為幫
助民眾防疫，推出了免費 「送藥到府」
服務，提供更好的保健協助，大受民眾
讚揚，被譽為 「最貼心」的藥局，尤其
是對許多老人家及不方便出門的民眾，
美福藥局的服務讓他們備感窩心。

新據點地處敦煌廣場位置
為了提供更便捷的領藥場所，美福

藥局於 6 月 1 號在中國城將增設新據點
，地點就位於菁英廣場，緊鄰大通銀行
（Chase Bank)，可謂處於中國城的心臟
位置，對居住在中國城附近的民眾更方
便了。

新增加的美福保健服務處，有不少
服務項目，包括1、可以免費量血壓。2
、可接受處方籤藥物（或請醫師傳真至
美 福 藥 局 梨 城 總 部 ， 傳 真 號 碼 ：
281-506-2454）。3、可購買非處方藥
、及各種維生素及防疫用品等。4、提
供保健相關諮詢事項。

新據點在 6 月 1 日開幕，凡至美福
保健服務處者，可獲贈小護理包1個、
或健康手冊1本。

體貼探親老人
因為新冠疫情，很多來自國內的探

親老人無法回到自己家鄉，不得不滯留

在兒女身邊，但是不少人隨身帶的藥品
快用完了。美福藥局會以超低價格為他
們提供所需藥品，價格甚至低於國內的
藥品。同時美福藥局還為他們聯繫醫生
做遠程問診，對於探親老人真的十分體
貼。

防疫產品預防病毒
針對新型冠狀病毒，美福藥局有多

項預防病毒的防疫產品，從不同方面來
做預防，包括: 口罩、面罩、護目鏡、
手套、酒精、乾洗手液、維他命等，一
方面針對外在環境的接觸做預防，像是

手套、口罩、面罩、護目鏡、酒精、乾
洗手液等，可以避免接觸病毒。第二是
提升個人的免疫力，像維他命C、維他
命D、以及綜合維他命等。 民眾能吃得
好、睡的好、心情平穩放鬆，加上必要
的防疫產品，這樣整個身體的抵抗力才
會強。有需要的民眾可以到美福藥局購
買。

美福藥局成立十年，總部在梨城。
美福不同於其他藥局的特別之處，主要
有幾點：一、提供 「送藥到府」服務。
二 、 個 人 化 製 藥 (Customized Com-

pounding)。三、有寵物用藥。四、分享
更多保健知識。

一、 「送藥到府」 服務
美福藥局服務大休斯頓地區的居民

，提供民眾更多的保健服務，對居住在
中國城、糖城、梨城、Katy附近的民眾
提供免費 「送藥到府」，對許多不方便
出門、或是不想出門的民眾而言十分便
利，民眾可以選擇送藥到家裡，或者是
就近去美福藥局拿藥。

如果住在比較遠的地方，像Wood-
lands、Conroe、Spring、Galveston 等，
也有送藥到府的服務，如果符合條件則
免費，包括有三種以上的藥、或者是一
種藥有三個月的份量，均免費送藥；如
果不在這個範圍之內，則依距離酌收運
費。

二 、 個 人 化 製 藥 (Customized
Compounding)

因為每個人需要的藥量不同，如果
市面上買不到，美福藥局可以針對每個
人特質來製藥，例如說: 荷爾蒙的用量
，每個人需要不同，藥局可以特別調配
，無論是增加劑量或者是減少劑量，如
果市面上沒有賣，藥局可以特別的做。
另外的例子像是止痛藥，可以根據症狀
來特製。此外，如一兩歲的小孩子，若
他們需要喝的心臟藥市面上沒有賣，也
可以特別的做出來。個人化製藥外用、
內服都有，喝的、貼的都可以做。

三、有寵物用藥

這對養寵物的民眾是利多消息，美
福藥局可以為養狗、養貓、養馬等民眾
特別製藥。

四、分享更多保健知識
美福藥局的經理符永豐表示，美服

藥局與其他藥局的不同之處，在於 「有
病拿藥治病，沒病分享保健知識」。除
了拿藥之外，美福藥局的呂岳勳藥師也
會分享許多保健知識，像是藥品應該如
何吃？怎麼樣預防疾病？飲食該怎樣注
意？日常的飲食習慣影響健康非常的重
大，知道如何保健才會更健康，病人聽
了都非常的受用與感激。

服務步驟
民眾若希望找美福藥局來服務，要

告訴你的醫生，請醫生開處方箋到美福
藥局的犁城總店(發傳真 281-506-2454
或是e-scribe)，美福藥局會電話聯繫，
可以在中國城服務處取藥，或者是選擇
送藥到府。

中國城服務處，時間是週一至週五
，上午 9 點半到下午 5 點半。歡迎諮詢
保健相關事項。電話: 832-949-9460，
地點位於 「精英廣場」，緊鄰大通銀行
（Chase Bank)。地址是 6918 Corporate
Dr., Suite A-13, Houston, TX 77036。
美福藥局梨城總店電話: 866-466-4499
。 傳 真: 281-506-2454。 地 址: 6302
Broadway Street, Suite 100, Pearland, TX
77581。網址: www.medxpharm.com

美福藥局增設中國城敦煌廣場新據點美福藥局增設中國城敦煌廣場新據點 66//11開開
幕幕 時間時間（（早早99::3030--晚晚55::3030）） 好禮相送好禮相送

防疫產品預防病毒防疫產品預防病毒 還有還有 「「送藥到府送藥到府」」服務服務

美福藥局兩位經驗豐富的藥劑師符永豐美福藥局兩位經驗豐富的藥劑師符永豐((右右))與呂岳勳與呂岳勳美福新據點美福新據點66//11開幕開幕，，凡至美福保健服務處者凡至美福保健服務處者，，可獲可獲
贈小護理包贈小護理包11個個、、或健康手冊或健康手冊11本本，，送完為止送完為止

美福藥局中國城新據點位於菁英廣場美福藥局中國城新據點位於菁英廣場
美福有多項防疫產品協助美福有多項防疫產品協助

預防病毒預防病毒 美福有多項防疫產品協助預防病毒美福有多項防疫產品協助預防病毒



BB66醫生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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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日       2020年5月31日       Sunday, May 31, 2020

JY家庭全科及急症

高 血 壓

糖 尿 病

高 血 脂

常見皮膚病

皮膚活檢

婦 科 病

兒 科 病

老年癡呆

骨質疏鬆

憂 鬱 症

感 冒

咽喉痛

鼻竇炎

腹 瀉

尿 路 炎

關節注射

動物抓咬傷

清創縫合

角膜異物清除

地址:6609 W Sam Houston PKWY S STE 98 Houston, TX 77072 (位於8號公路及百利大道東北角及Shell加油站旁廣場)

Tel:(832)433-7159

本診所自2014年起
週一、二、三、五、六： 8:30am - 5pm
週四、週日 公休 

顧瑛 醫學博士
美國家庭醫學會資格認可醫師
美國老年醫學會資歷任可醫師

主 治 急 症
體檢特價  體檢+化驗:$125
①+女科婦科、宮頸膜片+$45
②+男性前列腺表面抗原+$20

移 民 體 檢

D03FA_JY顧瑛567B_8

美南新聞網站



BB77醫生專頁

D03-FA_YiZhouMD周藝_16C_2467

7850 Parkwood Circle Dr, B6 Houston.TX 77036

（牛皮癬，慢性濕疹， 

老年性皮膚瘙癢和白癜風）。

 JIAXIN LU, M.D

Board Certified by ABIM

星期日       2020年5月31日       Sunday, May 31,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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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
休斯頓地區
最大華人媒體

報紙 電視 廣告 黃頁

微信公眾號

美南電視15.3

美南日報

休斯頓黃頁 分類廣告

請添加二維碼

疫情期間不打烊／為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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