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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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客超市舒客超市」」66月月 66日開始試營運日開始試營運
一站式供應中西各類食物與用品一站式供應中西各類食物與用品
電話電話:: 832832--680680--28882888
地址地址 15251525 S. Mason Rd., Katy, TXS. Mason Rd., Katy, TX 7745077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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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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南新聞追蹤報導美南新聞追蹤報導美南新聞追蹤報導美南新聞追蹤報導﹕﹕﹕﹕
風水命理專家風水命理專家風水命理專家風水命理專家﹕﹕﹕﹕庚子年多事之秋庚子年多事之秋庚子年多事之秋庚子年多事之秋﹐﹐﹐﹐川普年底選情預測…川普年底選情預測…川普年底選情預測…川普年底選情預測…

【美南新聞記者蕭永群報導】美國在疫情
與平權運動雙雙影響之下﹐未來顯得飄
渺迷茫﹐下一步該往何處﹖本台獨家邀
請到成功預測了五次台灣﹑美國總統大
選的風水命理大師徐慕平﹐來為我們從
命理的角度﹐觀看這次疫情﹐以及美國下
半年的情勢﹒
20162016年大選年大選﹐﹐徐慕平逆風預測川普將當徐慕平逆風預測川普將當
選選
徐慕平指出﹐她透過紫微鬥數與蔔卦﹐比
較準確地預測了未來事件﹐雖然民調也
有用途﹐但「看熱鬧」的成分較高一點﹐
2016年的美國總統大選﹐希拉蕊在民調

上贏了10個百分點﹐而雖然他也不支持
川普﹐但當時他卻逆風預測川普會當選﹒
他分享﹐當時還為兩位候選人算過命盤﹐

川普蔔出的卦是348卦中的第一卦﹐運
勢如虹﹒而在2016年後﹐他也陸續蔔過
五次卦﹐都指出他會連任﹐但是因為當時
民主黨候選人還未出現﹐因此占蔔的結
果會有變數﹒
20202020「「庚子年庚子年」」﹕﹕豬鼠交接之年豬鼠交接之年﹐﹐是多事是多事
之秋之秋
中國歷史上的大預言家劉伯溫表示﹐豬
鼠之年是在中國歷史上的災害之年﹐會
有各種天災人禍﹒徐慕平指出﹐目前美
國確診人數直逼200萬大關﹑死亡人數
超過11萬﹐死亡人數超過911﹑甚至珍
珠港﹒然而在面對天災人禍﹐美國卻選
擇開放﹐恐怕造成更嚴重影響﹒
20202020下半年情勢預測下半年情勢預測﹐﹐大師這麼說…大師這麼說…

面對動盪的局勢﹐徐慕平在5日針對今

年下半年的情勢進行蔔卦﹐得到的結果
是「東邊耕種﹐西邊收穫」的卦﹐也就是說
﹐我們目前的疫情狀況﹐到了年底「不會
減緩」﹐事實上﹐他認為也跟目前的情勢
吻合﹐他對於疫情狀況感到十分不樂觀
﹒然而﹐這個卦也指出到時將有「好事」
發生﹐至於是什麼樣的好事發生﹖目前
還不得而知﹒
而針對川普選情﹐他也做出占蔔﹐結果顯
示是好卦﹐意味著川普可能連任﹒然而
徐慕平指出﹐目前變數仍然太多﹐最準確
的占蔔結果要到10月中後才會明朗﹒
疫情當前疫情當前﹐﹐命理業命理業「「電話占蔔電話占蔔」」薪趨勢薪趨勢
徐慕平指出﹐目前因為疫情﹐他也在進行
線上占蔔服務﹑也能偷過照片﹑視訊做簡
易的風水判斷﹒他強調人的「命格」一出
生就定了﹐能改變的就是「運」與「風水」
﹒因此他指出﹐可以每年去算一次「運」﹑
或是當有抉擇時可以去算命﹒提前知道

「運」﹐就可以做出事前防範﹐趨吉避凶﹑
化解災厄﹒

疫情未緩疫情未緩疫情未緩疫情未緩﹗﹗﹗﹗德州醫學中心冠狀病毒住院人數增加約德州醫學中心冠狀病毒住院人數增加約德州醫學中心冠狀病毒住院人數增加約德州醫學中心冠狀病毒住院人數增加約30303030％％％％
【美南新聞記者蕭永群報導】隨著德州逐步

復工﹑加上國殤日﹑示威遊行的催化之下﹐

過去的一周中﹐德州醫學中心冠狀病毒住

院人數已增加了約30％﹒

休斯頓衛理公會會長兼首席執行官馬克·

勃姆博士（Marc Boom）說﹕「過去幾天﹐我

們看到了更快的增長﹒」他指出目前德州正

處於警戒狀態﹐且這種增加最可能是因先

前國殤日的影響﹒

勃姆指出說﹕「我們看到（國殤日時）很多人

的照片都是聚集在一起的﹐顯然不夠小心﹐

所以我認為我們現在為此付出了一點代價

﹒」

他指出﹐這些數字現在處於正常範圍﹐但逐

漸往中等水平移動﹒他指出﹐一旦醫院到

了這一水平﹐就可以新增新的ICU病床﹐但

他們希望避免這種情況﹒「最終﹐醫院不堪

重負﹒當醫院不堪重負時﹐就會像我們在

紐約市看到的情況﹐但他們的死亡率是目

前休斯頓的兩倍﹒」

另一個圖表顯示了過去兩個月的ICU床位

使用情況﹒它也在增加﹒「在最低點時﹐我

們ICU的容量下降到了平時容量的11％」

﹐但是「現在我們處於上升狀態﹐達到16﹑17

﹑18％的範圍﹒」

哈裏斯郡的新確診病例數也令人擔憂﹒5

日是該周第二次出現超過200人的確診數

﹐而且是目前為止第二高的當日確診數﹒

郡長伊達爾戈（Lina Hidalgo）說﹐她對最近

的數字感到非常擔憂﹐並警告人們在州重

新開放時﹐切勿沾沾自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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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人語

光陰似箭 ，日月如梭
，八九六四屠城慘案，轉
眼31周年。環顧整個華人

世界，香港是最值得世人欽佩的地方，過去30年，年年此日，
萬人空巷、風雨無改在維園舉行燭光晚會，悼念六四死難者及要
求平反六四事件。到了今年31 週年前夕，中國政府破壞 「一國
兩制」，自毀對港人承諾，強行推動 「國安法」在香港實施之際
，香港政府以新冠病毒疫情為籍口，反對六四集會進行。不過猶
有萬計市民，仍然堅持走入維園，燃點燭光，舉行悼念。與此同
時，在香港各區，亦見有遍地開花的悼念活動。

今年支聯會的六四主題是 「真相．自由．生命——抗爭」。
在警方禁令及全國人大通過 「港區國安法」立法的情況下，有市
民擔心，舉行六四集會和高喊 「結束一黨專政」的場景，將永遠
成為歷史，所以把握機會出席當晚集會。

6 月4 號傍晚6時半，支聯會主席李卓人及支聯會執委、民
主派等約10人，在維園近銅鑼灣入口開始燃點燭光，其後步入
維園，朝硬地足球場進發，大批市民跟隨支聯會成員一同進入維
園球場範圍靜坐，等候集會正式開始，而大部分人均保持社交距
離。現場年輕人及較年長市民大約各佔一半。89年的工人運動
領袖韓東方，亦有到維園悼念六四。他表示： 「你可以封了維園
，但封不到人心。」又指自由並非別人給予，而是自己爭取。每
年都出席晚會的歐先生稱， 「沒有理會下年會否不准集會，每年
都當是最後一次。30年來香港人一直在做的事，目前的限聚令
，不能限制港人。」17歲的曾同學則稱： 「首次參與六四集會
，因擔心港區國安法實施後，今次可能是最後一次。」與13歲
女兒同來的陳先生指出， 「與太太連續十多年帶同女兒參與晚會
，雖然今年有限聚令，笑指萬一被警察發出定額罰款時，自問
『六千蚊畀得起』。」又指不怕今年是否最後一次六四晚會，明

年若不能在維園聚集，可在各個地區默哀。
踏入8時，悼念晚會正式開始，6個維園硬地球場，均有人

聚集，並燃點手上燭光，到晚上8時09分，支聯會帶領參與集會
人士默哀。由於今年支聯會並沒有在維園內設立音響及舞台等設
備，悼念改為網上進行。網上悼念活動，首先播放天安門母親成
員尤維潔、張先玲和周淑莊的錄影講話，其後又帶領眾人同唱歌
曲《自由花》、《民主戰勝歸來》及發表六四集會宣言，在一輪
「平反六四、毋忘六四」、 「反對國安法、反對以言入罪」的口

號後，支聯會主席李卓人宣告晚會結束
，全部歷時約45分鐘。期間警方未有派
員驅趕或執行限聚令。李卓人不估計今
年出席集會人數，因全港各區及網上都

有市民參與悼念活動，但對於在警方禁令下，仍然大批市民到維
園非常感動，指 「燭火不滅、人心不死」。他又指港區國安法即
將通過，難以預計未來能否舉辦六四集會，但認為香港人會堅持
，希望明年的六四晚仍會見到。當晚除了銅鑼灣維園，旺角、觀
塘、荃灣、屯門、大圍、天水圍等地區，均有市民參與悼念活動
及表達政治訴求，人群並於隨維園燭光晚會結束後亦漸漸散去。

另一方面，社民連梁國雄等十數人至晚上約9點45分，到西
環中聯辦門外示威及叫口號，讀宣言及默哀後離去。

有本土派人士昨傍晚亦在尖沙咀舉行六四悼念活動，在尖沙
咀文化廣場 「飛翔法國人」雕塑下獻花，以悼念天安門死難者。
他們認為天安門屠城對香港民主進程及公民醒覺很重要，故此進
行悼念。另外，香港大學學生會一如往年舉行悼念活動，包括在
校園內清洗 「國殤之柱」、獻花及默哀悼念又在 「國殤之柱」掛
上橫額，呼籲當局停止以疫情打壓市民表達自由的權利，及聲援
早前被捕的15名民主派人士。

今年是 「六四」三十一年的悼念日子，也是維園第一次沒有
正式悼念活動的日子。不過，雖然燭光被官方利用 「防疫」之名
禁止了，但千萬燭光卻在別處亮起；不單在香港亮起，還在全球
多個地方亮起。這不能不再次 「感謝」官方的打壓，因為這種打
壓就像金屬的打磨，只會把金屬打磨更光滑，更吸引視線，更難
以磨滅。

明眼人一看，已知這種打壓的背後，就是官方的極度虛弱。
否則，港版《國安法》怎會 「借外(國勢力)打內(求變力量)」？
即使 「打內」，又不單是針對暴力，更重要的是針對被套上 「分
裂和顛覆政權」大帽子的政治訴求。

轉頭望向大洋彼岸，六四事件31周年前夕，美國國務卿蓬
佩奧罕有會見前學運領袖王丹等多名六四親歷者，還與 「天安門
母親」成員視像對話，並向她們頒發 「國際勇敢婦女獎」，讚揚
她們31年來在專制政權下的勇氣和堅持。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奧
塔格斯亦發表聲明，哀悼六四事件遇難者，並再次呼籲中方全面
公開交代死亡和失蹤數字。

蓬佩奧在Twitter上載與王丹、蘇曉康、李恒青和李蘭菊的
合照，無作任何描述。奧塔格斯隨後轉載該合照，指出蓬佩奧很
榮幸與王丹等人會面。王丹則在Facebook表示， 「這是一次歷
史性的會見」，是首次有美國國務卿透過正式會面，表達美國政

府對六四事件與中國民主化的關切。
另外，美國國務院全球女性事務辦公室於六四當天凌晨近2

時，發Tweet顯示蓬佩奧與天安門母親成員視像對話，並形容天
安門母親31年來的堅持，讓世界永不忘記在強權面前犧牲的眾
多性命， 「我們向妳們致敬」。貼文還加上 「IWOC」標籤，即
美國國務院的 「國際勇敢婦女獎」(International Women of Cour-
age awards)。總部位於美國的非政府組織 「中國人權捍衛者」
(Chinese Human Rights Defenders)總監夏雷妮(Renee Xia)轉發貼
文，指學運參與者童屹代表天安門母親領取該獎項。

天安門母親發起人之一、身處外國未能回京拜祭兒子的張先
玲，感謝美方頒獎，指31年來 「我們也是很艱難」，如今得到
美國官方的承認， 「這也是美國政府正義的一面，感謝他們對我
們這些年來的抗爭之認同」。

奧塔格斯有關六四31周年的聲明亦提到天安門母親，稱美
國人民會支持那些仍因失去親人而悲傷的家庭，包括從未因巨大
艱辛和風險而停止尋求追究責任的天安門母親。

在內地， 「天安門母親」拜祭親人的活動被限制，趙紫陽墓
地被封鎖；一位行為藝術家穿上 「12357890」(獨欠64)的T恤，
也被帶走。官方經常說： 「要拋開 『六四』情意結呀！」但其實
最不能拋開 「六四」的就是官方。這也難怪，前人犯了大罪，後
人為保(政權)穩定，也不認錯，於是新錯掩舊錯，還要製造更大
的錯，才能掩蓋過去已經很大的錯。

不過再看一下北京當局今年對六四事件，似乎略帶改變。有
6 名天安門母親成員，獲當局安排到北京萬安公墓拜祭遇難親人
，不過仍有約40名公安及便衣人員，在遠處監視。等於7 名執
法人員，監督1 名年紀老邁的家屬。真是怕得要死。家眷代表黃
金平宣讀祭文，強調他們至今仍堅持 「真相、賠償、問責」三項
訴求，並要求政府與天安門母親對話，說出真相， 「我們堅強地
站起來，要為親人討回公道，要求執政當局直面事實，依法解決
這件慘案」。祭文還稱，儘管多年來當局對成員監視、監聽及禁
止會面等，但 「我們決不會屈服，因為我們的要求符合公開、合
法、正義」。

大陸對岸台灣的蔡英文總統，在Facebook發文，並配以一
張6月4日的日曆照片，指出大陸每一年其實只有364個日子，
「因為有一天被遺忘了」。她指出，台灣以往也有許多日子 「不

能出現在日曆上面」，但 「我們一個一個把它們找回來了」，這
因為台灣不必再 「隱匿歷史」，所以台灣人可以共同思索未來，
希望世界各地都不再有消失的日子， 「也祝福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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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向港人開“空頭支票”

因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決定就港區
國安法開展立法程序，英國表示此舉違
反《中英聯合聲明》有關一國兩制、香
港高度自治的條款，而作為簽署一方，
英國不會背棄對港人的責任。英國首相
約翰遜隨即在報章撰文。聲稱倘若中方
不停止立法，英國將給予持有 BNO 護
照的港人更大的權利，即由現時可居留
英國6個月的期限，延長至一年，而期
間他們可以工作或學習，為將來申請入
籍提供方便。

現時持有 BNO 護照的港人數目約
30 萬，而符合資格申請 BNO 護照的港
人(即在回歸前有英國屬土公民身份)近
250萬。英國表示後者在取得BNO護照
後，可享有同等簽證權利。這似乎顯示
：港區國安法有助港人移居英國？

中國外交部對英方這項舉措表示不
滿，稱倘若英國給予港人永久居留權，
中方會保留對英國採取反制措施的權利
。

回顧歷史，當年中英談判香港前途
問題期間，不少港人人心惶惶，四處尋
求移民機會或外國居留權。為了穩住局
面，英國發出上限5萬個家庭的居留權
，予香港各界別的高層或專業人士。至
於被拒諸門外的普羅大眾，英國則給予
他們英國國民(海外)(BNO)身份，並藉
此領取在香港境外可獲英國領事館保護
、但不能在英國定居的 BNO 護照。因
為回歸後一段長時間內一國兩制實行順
利，絕大多數合資格的港人都沒有申請

或不延續BNO護照，造成今天只有30
萬人持有BNO護照的情況。現在，英
國表示BNO港人有機會成為英國公民
，相信會引起一輪申請或續期BNO護
照的熱潮。

相對葡萄牙在澳門回歸前給予當地
居民居葡權，英國以 BNO 應酬殖民百
年的港人，算不上甚麼道義責任。今次
英國就放寬 BNO 簽證權利的表述，其
實並沒有提供相應的細節。事實上，延
長免簽證工作或學習的期限，與申請入
籍須符合的資格是兩回事，沒有必然關
係。我相信，一向精打細算，講實際多
過講道義的英國，不會作出不利自己國
家利益的決定。

英國首相約翰遜於《南華早報》撰
文指出，現在持有 BNO 的香港人大約
有三十五萬人，另外還有二百五十萬人
有申請資格。持有 BNO 的人現在被允
許免簽證進入英國停留六個月。如果中
國實施“香港國安法”，英國將修改移
民法規，給予 BNO 持有者可續簽的十
二個月簽證，並且給予其他包括工作權
等移民權利，將他們引導向取得公民身
份的途徑。

對於英國多次表明要延長 BNO 持
有人留英期限的行為，中國社會科學院
歐洲研究所副所長田德文三日指出，這
是英國針對“香港國安法”作出的所謂
反制措施，對中英兩國關係會造成一定
影響。儘管英國議會及政府都就此表態
，但最終結果還要經過漫長的過程，現
在他們還只是一種姿態，提供了一張
“空頭支票”而已。港人獲居英權一定
會是漫漫長夜的。

所謂漫長的過程，田德文解釋稱，
實際上英國對外來移民所帶來的問題,
一向是非常敏感的，包括在難民危機過
程中，英國也採取較為強硬的態度。英
國脫歐的背景和原因之一，就是因為他
們想改變現在太多中東歐移民的情況。
現在英國國內不少人“反移民”，而
“反移民”在歐美國家又屬於政治不正
確，面對這一矛盾，英國政客說的和做
的往往並不一致。

在這樣的背景下，田德文認為，目
前英國就是作出一個姿態，或是一種威
脅，至於是否真的會這樣去做？在法律
上能走多遠？現在還無從評估，要取決
於情勢的發展，比如是否會有大量

BNO 持有人跑去英國？如果有，才能
談得上延長逗留期限以及給予國籍的問
題，而這個過程，不是短期內就能完成
的。

在田德文看來，這就是英國政客的
“滑頭”之處，即現在只是作出姿態，
並未“付費”，就是一張“空頭支票”
而已。等到 BNO 持有人真的去到英國
，他們可以有各種細節上的限制，例如
只歡迎投資和技術人員，對於兩者都無
的 BNO 持有人，也可以不給予國籍。
所以現在不妨聽其言，觀其行，看他們
到底能走多遠。

田德文繼續補充道，英國現在說出
來的都是“冠冕堂皇”的內容，更多地
要防止他們在台下做些“小動作”，例
如會不會把“香港國安法”變成另一個
話題，煽動更大的抗議和騷亂？按照英
國政客的“高明”手法，把話說得很含
糊，不排除會誤導香港一些無知的人，
讓他們以為英國是在支持“亂港勢力”
，讓他們變得有恃無恐。但其實，這都
還是很遙遠的事情。

HarrisHarris縣縣6565歲及以上登記選民的郵遞歲及以上登記選民的郵遞
投票申請表已寄出投票申請表已寄出

（（休士頓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美國運美國運
輸部輸部66月月33日星期三揚言要停止中國航日星期三揚言要停止中國航
空公司的所有航班空公司的所有航班，，以報復北京方面以報復北京方面
對美國主要航空公司的航班予以限制對美國主要航空公司的航班予以限制
。。這項禁令將對美國和中國產生不利這項禁令將對美國和中國產生不利
的商業影響的商業影響。。 禁令宣布後不久禁令宣布後不久，，中國中國
同意重新安排美國航空公司進入中國同意重新安排美國航空公司進入中國
的時間表的時間表。。對於這份談判協議對於這份談判協議，，美國美國
上週五修改了對中國商業航空公司的上週五修改了對中國商業航空公司的
禁令禁令，，以允許每週兩次往返航班以允許每週兩次往返航班，，與與
北京所允許的水平保持一致北京所允許的水平保持一致，，並且使並且使
兩國之間的衝突有所緩和兩國之間的衝突有所緩和。。美國運輸美國運輸
部周三威脅要停止中國航空公司的所部周三威脅要停止中國航空公司的所
有航班有航班，，以報復北京方面限制美國主以報復北京方面限制美國主
要航空公司的航班要航空公司的航班。。但中國民航總局但中國民航總局
週四為達美航空和聯合航空公司每週週四為達美航空和聯合航空公司每週
開通一條進入中國的國際航線掃清了開通一條進入中國的國際航線掃清了
道路道路。。

問題在於問題在於，，中國對冠狀病毒的應中國對冠狀病毒的應

對方式是將所有美國和中國的航空公對方式是將所有美國和中國的航空公
司限制為每週一次的國際航班司限制為每週一次的國際航班。。然而然而
，，達美航空和美聯航各自都想像中國達美航空和美聯航各自都想像中國
的航空公司一樣的航空公司一樣，，在今年夏天進行多在今年夏天進行多
次每日航班飛行次每日航班飛行。。但是但是，，有一種大流有一種大流
行需要衛生協議行需要衛生協議。。美國並沒有允許每美國並沒有允許每
家航空公司提供每週一次的服務家航空公司提供每週一次的服務，，而而
是從所有航空公司創造了多次航班是從所有航空公司創造了多次航班，，
而是要求一些中國航空公司取消航班而是要求一些中國航空公司取消航班
。。 這取代了美國禁止所有中國航空公這取代了美國禁止所有中國航空公
司客運航班的提議司客運航班的提議。。

美國交通運輸部在其命令中明確美國交通運輸部在其命令中明確
表示表示，，它仍然反對中國的行動它仍然反對中國的行動，，並指並指
出出，，民航總局將允許中國航空公司運民航總局將允許中國航空公司運
營總計每週四班的飛往美國的客運航營總計每週四班的飛往美國的客運航
班班。。交通運輸部說交通運輸部說：“：“總的來說總的來說，，我我
們對中國單方面要求中美定期客運航們對中國單方面要求中美定期客運航
空運輸市場的條款感到困擾空運輸市場的條款感到困擾，，卻不尊卻不尊
重美國在該協定下的承運人的權利重美國在該協定下的承運人的權利。。

””交通運輸部說交通運輸部說，，中國政府的行動中國政府的行動
““損害了美國航母的經營權損害了美國航母的經營權”，”，並補並補
充說充說，“，“這種情況繼續證明這種情況繼續證明，，美國商美國商
務部採取了行動務部採取了行動，，以恢復美國和中國以恢復美國和中國
航母之間的競爭平衡以及公平和平等航母之間的競爭平衡以及公平和平等
的機會的機會。”。”

通過迫使一些中國航空公司取消通過迫使一些中國航空公司取消
航班航班，，達美航空和聯合航空將受益達美航空和聯合航空將受益。。
薩巴特說薩巴特說：“：“現在公共利益要求現在公共利益要求””這這
個限制個限制。。 公眾利益不是公眾利益不是。。美國一直無美國一直無
視惡化的健康狀況視惡化的健康狀況。。SzabatSzabat 關於中國關於中國
航班糾紛的三封公開信未提及大流行航班糾紛的三封公開信未提及大流行
，，冠狀病毒或冠狀病毒或COVID-COVID-1919。。 在其他地在其他地
方方，，SzabatSzabat 提升了防禦提升了防禦 COVID-COVID-1919 的的
限制限制。。SzabatSzabat 在三月份的參議院聽證在三月份的參議院聽證
會上說會上說：“：“我們已經有飛行限制我們已經有飛行限制。”。”
““我們和其他一些國家實施的旅行限我們和其他一些國家實施的旅行限
制非常有效制非常有效。”。”

美國商務部採取了行動以恢復美中航班的公平競爭
美國縮減中國航空禁令允許每週兩次航班的平衡機會

((休士頓市休士頓市, Texas, Texas州州））–– HarrisHarris縣行政書記縣行政書記
官官Chris HollinsChris Hollins已將郵遞投票申請表郵寄給了已將郵遞投票申請表郵寄給了
376376,,840840名名6565歲以上的註冊選民歲以上的註冊選民。。這些選民應這些選民應
該期望本週開始在其郵箱中收到申請表該期望本週開始在其郵箱中收到申請表。。欲收欲收
到到77月月1414日初選的郵遞選票日初選的郵遞選票，，選民必須填寫申選民必須填寫申
請表請表，，並在並在77月月22日之前迅速將其寄回日之前迅速將其寄回（（收件收件
日日,, 非郵戳日非郵戳日）。）。

““所有所有 6565 歲以上的註冊選民都有資格通歲以上的註冊選民都有資格通
過郵遞投票過郵遞投票。”。” ““我們的目標是讓我們的目標是讓6565歲以上歲以上
，，在當前的健康危機中在當前的健康危機中，，可以通過在家中投票可以通過在家中投票
以確保選民的安全以確保選民的安全。”。”

一旦收到郵遞申請表並獲得批准後一旦收到郵遞申請表並獲得批准後，，將在將在
收到申請後的第七個日曆日將郵遞選票郵寄給收到申請後的第七個日曆日將郵遞選票郵寄給
選民選民。。

在在20202020年年33月的政黨初選中月的政黨初選中，，有有
524524,,219219 人投票人投票。。其中其中，，有有 5353,,910910
人通過郵遞投票人通過郵遞投票。。
重要日期重要日期::
··66月月1515日日，，星期一星期一 20202020政黨決政黨決
選選民登記申請截止日選選民登記申請截止日
··66 月月 2929 日日，，星期一星期一 親自提前投親自提前投
票的第一天票的第一天
··77月月 22日日，，星期四星期四 20202020政黨決選政黨決選
郵遞選票申請截止日郵遞選票申請截止日
··77 月月 1010 日日，，星期五星期五 親自提前投親自提前投
票的最後一天票的最後一天
··77 月月 1414 日日，，星期二星期二 20202020 政黨決政黨決
選投票日選投票日

選擇以郵遞方式投票的選民必須在選舉日選擇以郵遞方式投票的選民必須在選舉日
之前將其郵遞選票蓋上郵戳之前將其郵遞選票蓋上郵戳，，並且選票必須在並且選票必須在
77月月1515日日（（選舉日後一天選舉日後一天））下午下午55::0000之前送達之前送達
縣行政書記官辦公室縣行政書記官辦公室。。

HollinsHollins補充說補充說：“：“除了安全可靠的親自投除了安全可靠的親自投
票程序外票程序外，，我們的辦公室在為郵遞選票數量的我們的辦公室在為郵遞選票數量的
增加而做準備增加而做準備。”。” ““我們正在與緊急管理人我們正在與緊急管理人
員和衛生官員合作員和衛生官員合作，，以確保我們遵守他們的安以確保我們遵守他們的安
全建議全建議。。 ””
點擊此處以獲取點擊此處以獲取““進行安全投票進行安全投票”” 的提示和的提示和
信息信息。。並在社交媒體上關注本辦公室官方網站並在社交媒體上關注本辦公室官方網站
以隨時了解以隨時了解HarrisVotes.comHarrisVotes.com的最新消息的最新消息。。

世華工商婦女會昨天上午十時半起世華工商婦女會昨天上午十時半起，，
在僑教中心前門廣場分發口罩在僑教中心前門廣場分發口罩、、食品食品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在目前美國疫情依然
持續嚴峻，民眾對口罩的需求依然迫切的情況下，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昨天（周

六）上午再次捐贈2250片口罩給僑胞及需要人士
。為保持安全距離，所有取件者駕車前來取貨，不
需下車，每車送一包（五片）CE認證一次性有三

層（內層有噴熔不織布）
的醫療用口罩，送完為止
。

當天還送出 「美國味全
公司」休士頓分公司經理
李樂罡（Jerry Lee）捐贈的
160包有機乾麵，及 「世華
工商婦女會」副會長王姸
霞發心捐贈的 500 瓶養樂
多，給大家天熱解渴。

當天上午十時舉行開幕
式， 「台北經文處」陳家
彥處長暨夫人， 「僑教中
心」主任陳奕芳、 「味全
公司」經理李樂罡，及捐
贈550片口罩的于邦平先生
， 「世界華工商婦女會」
世界名譽總會長黎淑瑛、
會長洪良冰，副會長王姸
霞及眾理事皆出席開幕式

。陳處長說此活動正持續發揮 「台灣能幫忙，而且
台灣正在幫忙」的精神，繼續協助僑胞防疫。

上午十時半開始，僑教中心門前廣場，分八大
區位，停車及送出口罩及食品。前來取貨的車輛，
一來一往兩車道，長長排滿了 Westoffice Drive 的
街道，蔚為長長車龍奇觀。

44月月55日加利福尼亞州洛杉磯日加利福尼亞州洛杉磯 美國航空直飛航班的飛機機長威廉美國航空直飛航班的飛機機長威廉..埃爾德興奮埃爾德興奮
恢復從美國飛往中國的航班恢復從美國飛往中國的航班，， 此舉反映了美國航空業的期望此舉反映了美國航空業的期望。。

圖為圖為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夫婦陳家彥處長夫婦（（中中 ））與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與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
（（左四左四））及世華工商女會代表們在分發口罩前合影於僑教中心大門口及世華工商女會代表們在分發口罩前合影於僑教中心大門口。。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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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本該歡慶祥和的節日氣
氛，被突如其來的冠狀病毒疫情爆發而
破壞。這來勢洶洶的新型病毒以極強的
傳染力席卷中國，截止發稿時中國境內
官方確診人數已經超過8萬人，並造成
了上近3000人死亡。隨著疫情的蔓延
，美國地區也有70多人確診，6人死亡
。

另據國際著名醫學期刊《柳葉刀》
刊登中國科研團隊的論文，分析了新型
冠狀病毒感染的臨床特征。研究對象是
中國湖北省武漢金銀潭醫院收治的99
位患者。研究團隊對這些患者進行流行
病學和臨床研究並跟蹤。

易感染人群
論文指出，被研究的99名患者中，

50人患有慢性基礎疾病。研究人員推斷
，新型冠狀病毒更有可能感染患有慢性
基礎疾病的老年人，因為這些患者的免
疫功能較弱。

至於是否會產生嚴重的混合感染，
除了病原體的致病因素外，患者的免疫
狀況也是重要因素之一。論文指出，年
齡大、肥胖和合並癥可能與死亡率增加
有關。當免疫功能低下的人群，例如老
年人、糖尿病患者、艾滋病患者、長期
使用免疫抑制劑的人群和孕婦等感染了
新型冠狀病毒，應及時加強免疫支援治

療，可降低並發癥和死亡率。
如何提高免疫力
自野花牌綠蜂膠問世30多年以來，

它最顯著特征就是提高免疫力、抗菌消
炎抗病毒，在消費者中樹立了良好的口
碑。在此次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肆虐期間
，不少人在情急之下想到了服用它，增
強免疫力。近期不少新老客戶絡繹不絕
上門或致電求購野花牌綠蜂膠來保護自
己和家人。

現代醫學對蜂膠的藥理作用研究也
證實：蜂膠具有極強的抗菌、抗炎癥、

抗病毒、提高生物體的健康防衛作用。
被科學家譽為“珍貴天然的抗生素，是
人類迄今發現的最有效的天然抗菌抗病
毒之品。”其最顯著的特征是作用廣譜
，對多種病菌病毒有抑制作用，同時能
夠增強人體免疫能力，而無合成抗生素
之毒副作用。

野花牌綠蜂膠來自巴西原始森林，
純天然無汙染，濃度高，品質純正，效
果好，是當之無愧的天然珍品。野花牌
綠蜂膠具有悠久的生產歷史，全球領先
的專利提純技術，最多的國際權威認證

，在蜂膠業界和消費者中獲得廣泛的好
評和認可，在國際市場上樹立了蜂膠業
界領導者的地位。

巴西野花牌極品綠蜂膠榮獲全球食
品衛生體系HACCP、美國食品藥品監
管局FDA、加拿大衛生部天然保健局
NPN，以及國際藥品行業優異生產質量
GMP等多項國際權威認證和註冊。
野花牌綠蜂膠專賣店還銷售野花牌巴西
桔子花蜂蜜，是頂級巴西原產有機純蜂
蜜，清新香甜，潤肺止咳。

面對疫情，野花與您同行，齊心協
力，共度難關。

野花牌綠蜂膠、野花牌蜂蜜抗菌消
炎抗病毒，提高免疫功能，為您和家人
的健康保駕護航。

加拿大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7130 Warden Ave., Suite 406
Markham, ON L3R 1S2, Canada
諮 詢 訂 購 熱 線 ： 1-866-690-4888
Email：service@royalnatural.ca
訂購網站：www.royalnatural.ca 歡迎
訪問，祝您健康！

一場病毒一場病毒，，改變人們的認知改變人們的認知----------
目前最大的競爭力不是學歷目前最大的競爭力不是學歷、、能力能力，，

而是免疫力而是免疫力

粗略熟悉唐代历史的朋友都知道，唐代发生过

一次著名的内乱，那是一场几乎断送了唐朝气运的

内乱，史称安史之乱。

而发生安史之乱的诱因，作为安史之乱见证者

的唐朝诗人白居易在他最有名的著作《长恨歌》中

，有过交代。

“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

那么，这短短的十四个字，简述了唐玄宗荒废

帝业的原因，但这是否就是安史之乱的起因呢？

一个能开创开元盛世的明君，怎么后来就变成

一个不上早朝的昏君了？

说到这儿，就有三个不得不提了。

第一个不得不提，是一个地方，名为华清宫，

又被称为华清池，是历代帝王冬天泡温泉的地方，

有天下第一温泉的美称。

同时这也是一个让唐玄宗歌舞升平，醉生梦死

十多年的行宫。

一个不那么普通的温泉行宫，住进来一个不普

通的人，注定发展出一段不普通的故事。

皇帝，作为权力最大的人。

简直可以用为所欲为四个字来形容。

当权力大到一定境界后，就会膨胀起巨大的发

泄欲望和征服欲，以此来展现自己的权力。

可是当时并没有手机，电脑之类的东西可以发

泄皇帝日益增长的欲望，唯一可以供皇帝日常娱乐

消遣的，自然而然就是后宫的三千佳丽。

据统计，当时唐玄宗供养了4万多女仆，女官

，妃子，以方便自己随时随地的性趣。

那么，你们一定以为唐玄宗每天都在温泉里面

过着没羞没臊的日子。

对不起！还真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皇帝，是一个高危职业，吃饭要有专人试吃试

毒，出门有专人贴身保护，那么泡温泉也同样，皇

帝有专门属于自己的温泉池子，九龙汤。

在当时，想要和皇帝同泡一个温泉，几乎是不

可能的。

这条保护皇帝的死规定，别说是妃子了，让皇

帝都很绝望啊，自己辛辛苦苦跑了这么远，你以为

真的是为了泡温泉的吗？还不是为了和众多妃子一

起来一场多人运动，愉悦一下身心。

唐玄宗心想，一个人泡没意思啊，不说别的，

这起码连个搓背的都没有啊。

得了，既然她们不能来，那我还不能去吗？

在当时，除了皇帝，贵妃，和太子有专属的温

泉外，其他妃子的温泉都是公共温泉。长汤。

众多妃子齐聚一起泡一个温泉，这可把唐玄宗

美坏了。这下好了，省的一个一个跑了，直接一网

打尽啊。

那么接下来，只要是个正常的男人，就一定会

发生一些精彩刺激的事情了，更何况还是一个全天

下权力最大的男人。

可是问题又来了，常言道只有被累死的牛，没

有耕坏的地，长时间处理朝政和辛苦播种，让唐玄

宗总是失眠多梦，腰肢酸软，感觉身体被掏空。

唐玄宗知道，这样下去不行，事业爱情双丰收

固然好，但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只能舍弃一头，

不然自己会被拖垮的。

自己辛辛苦苦的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让自

己的子民过上好日子吗？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唐玄宗一咬牙，一跺脚！

把国家交给宰相杨国忠。

自己则是一头扎进了温柔乡。

舒适惬意的唐玄宗，怎么舍得温柔乡，早起上

朝呢？

这时，不得不提之二，一个人。

她就是女主角，杨贵妃杨玉环。

作为女主，杨玉环的主角光环也是无比闪亮，

诗词歌赋小菜一碟，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凑巧的是，唐玄宗同样喜爱音律。

甚至可以说是痴迷。

兴趣爱好相同，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人觉得欣慰

与满足？

光这一条，就有足够的理由让唐玄宗给杨贵妃

打10分。

至于剩下的90分，则全给了颜值。

有人问了，杨玉环有这么漂亮吗？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自己诗中写到“回眸一笑

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狂舔杨贵妃，赞美之词

溢于言表。

一国之君唐玄宗不顾人伦，横刀夺爱，娶了自

己的儿媳。

由此可见，四大美女之一的名号不是浪得虚名

的。

除了出众的颜值，还有无可匹敌的身材。

“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

“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

“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

如此千娇百媚，正值青春的美女，却每天变着

法的以色邀宠已经年近花甲的自己？

美色，人伦，征服，各种各样的欲望刺激着唐

玄宗，让自己对杨贵妃欲罢不能，每日只想颠龙倒

凤，共赴极乐，那儿有心情去上朝。

美人如玉，温香在怀，她不香吗？

最后一个不得不提，就是求长生的想法。

适时，唐玄宗开创了开元盛世，一时间国泰民

安，国家风调雨顺。

唐玄宗一看，得了，这都四海升平，朕算是失

业了。

而在华清宫的日子里，唐玄宗每日寻欢作

乐，纵享丝滑，真正的体会到了皇权带来的

好处，而和杨贵妃的爱情也正是如胶似漆的

时候。

他突然之间想明白了，为什么秦始皇想要求长

生，此时此刻，已经是年近花甲的他，也想长生不

老了。

心动不如行动。

天宝元年，唐玄宗在华清宫建了长生殿，开始

了自己的求长生之路，至于为什么选择道教长生之

法。

窃猜测，原因有二。

其一，是因为杨玉环曾经做过道士；

其二，道士不用像和尚一样，还需要戒色。

此时的唐玄宗，已经不是当初的唐玄宗了。

开元年间，唐玄宗曾经将洛阳宫的集仙殿改为

集贤殿。彼时的他，精明强干，励精图治，他不相

信有神仙的存在，他觉得与其相信神仙，还不如相

信自己。

可在天宝年间，唐玄宗觉得，或许自己可以去

修仙习得长生，毕竟自己可是天子！还将自己帝国

治理的风调雨顺。天底下，还有人比自己更有资格

获得长生吗？

唐玄宗“从此君王不早朝”
真的只是因为杨玉环吗

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在世界军事史上颇

为知名，因为拿破仑、希特勒两大欧陆征服

者，都在莫斯科的严寒中折戬沉沙，他们的

失败也成为其帝国衰亡的开始。因此，莫斯

科给人留下了“征服者坟场”的印象。

其实在历史上，莫斯科并非不可征服

，像13世纪时蒙古铁蹄就攻占了这座城

市。在十七世纪初，还有一个欧洲国家由

西向东（拿破仑与希特勒的进军路线），

占领了这座城市。而这个国家却是在近现

代历史中饱受屈辱的波兰。

与近代印象中的波兰不同，在16-17

世纪它是欧洲的超级大国。1569年，波兰

与立陶宛建立联邦，成为东欧的霸主。其

领土不仅包括现在的波兰，乌克兰、白俄

罗斯等地也被其收入囊中。其土地、人口

都是当时欧洲最多的。

而当时的俄罗斯在伊凡雷帝时期，国

家得到了巨大发展，可是他的儿子费奥多

尔•伊万诺维奇驾崩后，留里克王朝绝嗣

，鞑靼贵族鲍里斯•戈东诺夫趁机夺位，

导致整个国家政局混乱，加上大饥荒爆发

，俄罗斯处于风雨飘摇中。

连拿破仑和希特勒都打不下的莫斯科

，这个小弱国却能两次成功攻占

当时有位叫格里高利•奥特列皮耶夫

的俄罗斯人流亡波兰，他自称为伊凡雷帝

的幼子德米特里。并谎称遭到戈东诺夫追

杀，来此避难。波兰国王齐格蒙特三世看

到这是侵占俄国的好时机，也不管他的身

份真伪，承认他就是沙皇幼子，并向他提

供军队、粮草，帮助他复位。

伪德米特里在波兰的帮助下，利用俄

罗斯内乱与饥荒，一路势如破竹，很快就

来到莫斯科城下。此时，戈东诺夫病死，

其子费多尔二世即位，他派大将多勃雷尼

奇前去御敌。多勃雷尼奇的副将瓦西里•

舒伊斯基骁勇善战，击溃了伪德米特里的

波兰军队。不过瓦西里心怀鬼胎，他不满

接受鞑靼贵族的统治，于是就故意让出一

条路，使伪沙皇的波兰军队进入了莫斯科

，杀死了在位仅49天的费多尔二世。

伪德米特里一世在波兰人的帮助下登

基为沙皇，作为波兰人扶持的傀儡，伪德

米特里一世俨然就是“儿皇帝”，他不但

把俄国的领土割让给波兰，让波兰人管理

国家，他甚至娶了波兰贵族女子为皇后，

这些举动都令原本支持他的俄国贵族愤怒

。此外，他生活放荡，违背教规，引起了

东正教方面的不满。

而且不少俄国贵族发现，伪德米特里

一世根本就是个冒牌货。1606年5月17日

，在舒伊斯基的煽动、领导下，俄国贵族

发动政变，杀死了众叛亲离的伪德米特里

一世，并将他的波兰势力铲除。而舒伊斯

基也如愿即位，史称“瓦西里四世”。

消息传到波兰，齐格蒙特三世怒不可

遏。他立刻找了一个人，让他冒充伪德米

特里一世，宣称沙皇从叛乱中逃出，并让

伪沙皇的遗孀与他建立夫妻关系。这个人

冒牌货史称“伪德米特里二世”。

连拿破仑和希特勒都打不下的莫斯科

，这个小弱国却能两次成功攻占

1608年5月，伪德米特里二世率领波

兰军队再次东征，俄国军心涣散，很快就

被击溃，波兰兵峰来到了离莫斯科只有12

里的驻图希诺村驻扎下来。可伪德米特里

二世却没有一鼓作气征服克林姆林宫，而

是在当地停了下来，并到处抢劫俄国百姓

，据说抢来的东西足足装满了仓库，因而

他被俄罗斯人称为“图希诺土匪”。

伪德米特里二世的罪恶行径自然遭到

了俄罗斯人的反抗，波兰军队在各路义军

的打击下，伤亡惨重。1609年9月，齐格

蒙特三世对伪沙皇的行径非常不满，他命

大将斯坦尼斯瓦夫•若乌凯夫斯基率主力

征服俄罗斯，并废黜伪德米特里二世（他

后来被手下的鞑靼人杀死）。此时，瑞典

国王查理九世为了遏制波兰的扩张，决定

帮助俄罗斯抵抗波军。

1610年6月，若乌凯夫斯基带领6500

名波兰精兵与苏斯基统帅的3万俄军与

6000瑞典军队在克鲁希诺决战。波兰军队

充分发挥骑兵优势，将俄瑞联军杀得大败

，以400人的代价，取得歼敌5000人的重

大胜利。此为波兰骑兵历史上的高光时刻

，波兰骑兵精神也成为其民族精神的一部

分。

取得克鲁希诺大捷后，若乌凯夫斯基

一路东进，于是年9月占领了莫斯科，他

也成为欧洲历史上唯一征服莫斯科的将领

。而在此前近两个月，瓦西里四世被俄国

贵族罢黜，他也在波兰军队入城时，当了

俘虏。

齐格蒙特三世原本想让儿子瓦迪斯拉

夫即位为俄罗斯沙皇，但随后改变主意，

想自己兼任，不过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

而且波兰虽然攻占了莫斯科，几乎亡了俄罗

斯。可幸好“战斗民族”迅速兴起反抗，全

国各阶层的民众团结起来，于1612年重新

攻占莫斯科，驱逐波兰入侵者。当然俄国仍

有不少土地被波兰和趁火打劫的瑞典侵占，

距离他们复兴还有很长一段时间。

1613年，全俄罗斯缙绅会议推举17

岁的米哈伊尔•罗曼诺夫为沙皇，从此俄

国进入罗曼诺夫王朝时代，直到1917年

革命爆发。

波兰可以两次征服莫斯科，为何后来

的拿破仑、希特勒却无法做到了。首先，

是当时波兰的国力如日中天，是东欧乃至欧

陆的超级大国，强大的实力保障了其征服行

动的胜利。其次，当年的俄罗斯没有后期那

样的战略纵深，波兰占据着乌克兰、白俄罗

斯的广大地区，他们进军莫斯科的路线并没

有后世那么漫长、艰苦。还有，当年俄罗斯

处于“空位时期”，国内矛盾重重，难以组

织起有效抵抗。最后，无论是拿破仑还是希

特勒，他们遇到的俄国已经不是弱小的国家

，自从彼得大帝学习西方，进行大刀阔斧改

革后，俄罗斯正式进入了世界强国的行列。

加上他们占有的广大国土、综合国力以及全

民的团结的支撑，再强大的征服者，都难

以撼动这个庞然大物。因此，拿破仑、希

特勒没有波兰人的有利时代，只能在莫斯

科铩羽而归了。

连拿破仑和希特勒都打不下的莫斯科
这个国家却能两次成功攻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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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有盡有應有盡有 一站式供應中西各類食物與用品一站式供應中西各類食物與用品

(記者韋霓凱蒂報導) 民以食為天，
對於咱們華人來說，受到疫情的衝擊，
從今年初開始，在家料理三餐的機會大
大多過以往，上超市買菜的人相對增加
，而聰明的主婦們也發現，菜價明顯升
高了。在Katy，一家號稱 「真正的」國
際超市在 6 月 6 日試營運(Soft Opening)
， 就 是 「舒 客 超 市 (Souq International
Markets)」。

一站就能搞定所有需要的用品
店東家表示，店內不僅有超過六成

是亞洲式蔬果、海鮮肉類、南北雜貨與
用品，也有美式、中東、印度、西班牙
等食物與雜貨，一站就能搞定所有需要
的東西；同時價格實惠，非常具有競爭
力， 「舒客超市」將以最好的服務與多
樣化的選擇吸引顧客。

「舒客超市」集團在美國東部、南
部都有超市，在休斯頓有2個點，是由
一個富有經驗的管理團隊所經營，從去

年下半年就開始籌備，供應各種新鮮蔬
果、肉類、生猛海鮮、南北雜貨、烘培
品、零食、冷凍食品、罐頭、飲料、鍋
碗瓢盆等，未來還有美食街，讓顧客一
次就能買齊日常生活的各種必需用品。

地處Katy黃金地段
katy市近年來的發展速度有目共睹

，吸引許多華裔民眾在此安家立業。
「舒客超市」所處的地點，位於S. Ma-

son Road與Highland Knolls Dr.交叉口，
就是原來 「億佳超市」的位置，此地處
於Katy的黃金地段，是交通樞紐，距離

10號公路、99號高速都很近，往來方便
。根據房地產資料庫所統計，在 「舒客
超市」5 mile之內約有超過26萬的人口
，周邊環繞發展成熟的住宅區與商圈，
位居Katy的心臟地帶，學區也好，預計
未來會是新的人潮匯集中心。

各國料理食材

除了中式食材之外，有些賢明的主
婦們喜歡嘗試各國料理，在 「舒客超市
」，可以買到中東、印度的香料；有清
真的羊肉、牛肉，既乾淨價格也實惠；

還有日式、韓式、泰式、菲律賓式、越
式、西班牙式、美式的食物，未來美食
街開放後，還有 「烤全羊」，著實令人
非常期待。

顧客有免費的口罩

因應新冠疫情，凡是來 「舒客超市
」購物者，在超市門口有乾洗手液可清
潔手部，同時有一個免費的口罩可用，
超市也有行進標示指引購物者前進路線
，一端是入口，另一端為出口。同時，
內部也會每日做好防毒清潔措施，保護
顧客與員工的安全。

詳情可洽舒客超市，6 月 6 日開始
試營運。電話 832-680-2888。地址是
1525 S. Mason Rd., Katy, TX 77450。

「「舒客超市舒客超市」」 66月月66日開始試營運日開始試營運，，所在的建築是紅磚外牆所在的建築是紅磚外牆，，停車位也充足停車位也充足

「「舒客超市舒客超市」」 供應各種生活必需品供應各種生活必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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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7日       Sunday, Jun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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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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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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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客超市

BAKERY
PRODUCE
MEAT MARKET
SEAFOOD
GROCERY

1525 S Mason Rd,
Katy, TX 77450

面包店
蔬菜部
肉部

海鮮部
雜貨部

(832) 680-2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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