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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一次

爱到浓时方恨少，情感让人摸

不到，却可以实实在在的体会得

到。一天一次往往都是那些刚刚

步入爱情的小情侣，他们初尝爱

情的禁果，让人一发不可收拾。

如果你问小青年，爱情是什么

?我想他们大多数都会告诉你，爱

情就是甜蜜!因为他们感受到的都

是甜蜜，每天你侬我侬的幸福生

活，往往都会让人迷恋和沉醉，

哪怕将来年龄大了，这段时光也

往往最值得回味。

在中国大多数家庭中，一天一

次绝对是占比很少的，因为这部

分的占比多数都是青年，还没有

真正踏入婚姻生活，也没有去认

真体会生活中的酸甜苦辣，有的

只是在荷尔蒙的影响下，做出的

举动。

相信有不少人都羡慕这样的生

活，毕竟在这个单身狗横行的年

代，想要拥有一份自己的爱情，

放纵的挥霍自己的身体，对于大

多数男人而言还是办不到的。

可是这群人能够白头到老的又

有多少?据民政局统计， 90 后在 1

、 2、 3 线 城 市 的 离 婚 率 占 到 了

21.1%，超过了各个年龄层。可见

，荷尔蒙并不一定催发爱情，往

往只是性欲而已。

一周一次

平均一周一次的性爱，是目前

大多数家庭的一种生活状态，这

种家庭大多还没有到七年之痒，

但也早已过了新婚燕尔的时间，

从刚开始恋爱时的情意绵绵，到

回归到生活中的柴米油盐，少了

一丝浪漫，多了一分平淡。

平淡的生活看似简单而幸福，

但往往也会让人索然无味，久而

久之，就连以前一天一次的惯例

都变成了奢侈，男人开始用各种

借口推脱，女人则变得更加冷漠

，没有了前戏，有的只是互相安

慰而已。

偶尔来一次浪漫之夜，但也禁

不起日常琐碎把它冲淡。久而久

之，双方便都有了默契，从不强

求，从不刻意，你想要我给你，

我想要，你满足我。于是婚姻变

成了生活。

这才是夫妻生活该有的状态，

彼此之间可以找到一种平衡，但

绝不是为了应付，而是真的在用

心去感受，所以这样的爱情，虽

然看似简单，但是却也最持久。

一月一次

如果说夫妻感情存在问题有一

个临界点的话，那么一定是一个

月一次。

当夫妻之间把这件事看成了任

务，当成了差事，那么这件事本

身就失去了意义。这样的家庭，

一般出现在中年之后，男人处于

事业上升期，女人处于如狼似虎

的年纪，于是阴阳失衡，矛盾也

在不断激化。

或者说，当夫妻之间本就存在

了矛盾，那么这件事就变成了麻

烦事儿，女人希望男人快点，男

人希望女人给点反应，久而久之

，感情在不断地摩擦中被消耗殆

尽，最后走向离婚也是必然。

曾经木子听到过一个故事：一

对中年夫妻面临离婚，女人同意

了，但自己有一个要求，那就是

离婚前，两人必须认真的拥抱一

下对方，当老公张开双手去拥抱

妻子时，妻子性感的身材让男人

有些惊讶。是啊，这个女人不还

是那个让自己曾经喜欢的身材婀

娜，前凸后翘的性感女郎吗?怎么

突然一下子就要分开了呢?

平淡的生活总会冲淡感情，也

会冲淡欲望，但是当两人去用心

感受时，发现对方依然还是自己

深爱的人，只不过以前当成宝物

欣赏，现在变成了文物进行了珍

藏。

一年一次

这个阶段的家庭几乎已经岌岌

可危了，只不过是在离婚的边缘

游荡而已，度过了无数的岁月，

夫妻同床却是异梦，彼此都不在

需要对方。

男人事业有成，女人对生活看

得更淡。于是生活中没有了爱情

，有的只是将就余生。

想想那些常年分居的夫妻，有

名无实的婚姻何其不幸，不过谁

又会在乎对方是不是另寻新欢了

呢。也许一年一次都是多的，可

能彼此之间都没有了对对方身体

的欲望。

做爱次数，代表着中国家庭的情

感状况

当情感走到这一步，家庭的概念

可能就不存在了，无非是为了子

女而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又或者

一方在隐忍，一方在放肆。

所以到了这一步，一年有或者

没有都不那么重要了。

爱 情 是 一 个 蛋 糕 ， 都 是 甜 蜜;

而婚姻是柴米油盐，五味杂陈;如

何将这些作料和蛋糕搭配，做出

更加富有味道的东西，需要两个

人共同努力。

做爱次数，代表着中国家庭的情感状况

透視這壹抹亮色：
這些企業緣何逆勢上行？

面對疫情防控和經濟下行等壓力，

怎樣的企業才能突破困境？記者日前跟

蹤采訪幾家制造業企業發現，越是俯身

埋頭搞科技創新、自主研發的行業領跑

者，越有逆風前行的闖勁和逆勢上行的

後勁。

抓住機器人“關節”就抓住了關鍵
作為石家莊首批復工企業，河北智

昆精密傳動科技有限公司壹季度開發了

5個新產品，5月份訂單倍增。車間裏，

從最初的特鋼棒材，到最後的精密齒輪

零件，中間數十臺機床、10余道工序安

排得非常緊湊，為數不多的工人有條不

紊地忙碌著。

固定在全自動加工中心面前的機器人

，抓取毛坯件，精確地放到夾具上，再將

成品抓回，幾個動作只需要 25 秒。

“壹臺機器人可同時‘侍奉’兩臺機

床，幹1個月頂6個人幹3個月。”智昆公

司負責人說，將來會引進更多機器人實現

智能制造，做到產量倍增，工人不增。

自動化生產使智昆公司實現了成本

控制、效率提升。而真正使其突破困境

的關鍵，在於掌握了核心技術。

智昆公司生產的RV減速器是工業

機器人腰部、肘部關鍵“關節”，其核

心技術此前壹直由日企壟斷。經過多年

校企合作，智昆公司從齒輪嚙合原理等

基礎理論研究入手，打破壟斷，實現了

RV減速器設計制造和批量生產，其精度

、剛性、壽命等均達到日企水平。

疫情期間，智昆公司為阿童木機器人開

發了壹款新型減速器，從設計到量產只

用了壹個月。北京工業大學教授、智昆

公司首席科學家張躍明說：“只是改變

了薄片擺線齒輪的齒形和速比，就使這

款RV減速器具備了速度和勁頭優勢，取

代部分諧波減速器。壹個小改動撬出壹個

大市場，預計年產將達3000臺。”

目前，從工業機器人，到航天領域

的外星探測車、軍工領域的機器狗，智

昆公司已開發出幾十種 RV 減速器。

“將來，我們將把重點放在市場信息獲

取和產品設計研發上，根據機器人不同

工作場景需要，定制個性化減速器。”

張躍明說。

壹根鋼絲延伸廣闊市場空間
在銀龍股份河間寶澤龍金屬材料有

限公司廠房外，壹卷卷特種盤條整齊碼

放在料場；廠房裏，壹根根鋼筋在數十

米長的自動化流水線上，經過拉拔、淬

火、鍍鋅等工序，形成壹卷卷預應力鋼

絲、鋼絞線。

“春節後到3月上旬，受疫情影響完

成國外訂單壓力較大，3月下旬生產逐漸

正常。”公司總經理謝誌傑說，“疫情期

間，3000噸鍍鋅預應力鋼絲已經發往巢湖

裕溪河大橋和珠海雞啼門大橋，用於制作

橋梁懸索。我們還拿到武漢赤壁長江大橋

和泉州跨海大橋等多個訂單。”

預應力鋼絲廣泛應用於鐵路、橋

梁、電力建設，在20世紀90年代以前，

許多產品依靠進口。銀龍股份經過40年

不斷研發拓展，上至原料鋼的煉鋼、澆

坯、軋制，中到拔絲機械設備制造，下

至各種規格預應力鋼絲、高鐵地鐵軌道

板生產，延伸出壹條完整的產業鏈和廣

闊的市場空間。銀龍參與研制的高鐵軌

道板，已經替代日、德技術，成為目前

我國高鐵主流板型。

在銀龍股份位於河間的高鐵軌道板

廠，數千塊高鐵、地鐵軌道板矗立在場

地裏，等待運至京雄城際鐵路和京、津

地鐵施工現場。疫情期間，現有存貨正

根據項目鋪設進度陸續向外發運。

據介紹，面對疫情沖擊，銀龍股

份發揮技術優勢，通過改良生產工藝

與技術，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提

高競爭力、鞏固市場。接下來，銀龍將

進壹步向高鐵軌道全健康監測系統和碳

基材料研發進軍。

壹臺擠壓機“砸”出多個世界第壹
4月，擁有自主知識產權和高制造

水平的四代核電壹回路主管道彎管，在

河北鹽山成功研制。完成這壹壯舉的是

壹臺巨型鋼鐵“怪獸”——世界最大的

五萬噸垂直擠壓機，以及兩年多的科研

攻關、多年積累的生產實踐經驗和研發

數據，標誌著我國核電站核心部件的國

產化加工水平又向前邁進了壹步。

這臺擠壓機由河北宏潤核裝備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發，公司總經理劉

強介紹說，此部件是個龐然大物，但彎

曲半徑、端部連接尺寸等偏差都精確到

毫米，比正常的國內外設計標準要求嚴

得多，加工制造難度很大，對生產設備

、工裝及模具要求很高。中國動力工程

學會理事王寶忠評價說：“無論哪道生

產工藝都是在挑戰制造極限。”

公司董事長劉春海介紹，這臺擠壓機

曾“砸”出多個世界第壹：核主管道配套

大型褲形三通、核主泵泵殼、CAP1400核

電超級管道、直徑1067毫米長度12米的大

型核電用管道、核主管道熱段……

目前，宏潤公司產品廣泛應用於火

電、核電、石化、海洋工程、航空、高

鐵等領域。多年的深耕、眾多的成果、

獨有的技術，使宏潤公司在壹部分企業

步履維艱時實現逆勢上升。

“疫情期間，企業基本未受影響，

訂單收入與去年同比持平，實現全年目

標信心十足。”劉強說。

中國穩妥推進數字貨幣研發
綜合報導 近日，西班牙《國家報》在題為

《中國加快推行數字貨幣》的報道中指出，今年4

月底，中國央行宣布數字貨幣先行在深圳、蘇州、

雄安、成都及未來的冬奧場景進行內部封閉試點測

試。領先世界推行數字貨幣，中國在這壹技術上取

得了飛躍發展。

秘魯《21世紀報》報道稱，中國央行發行的數

字貨幣具有可追溯性，可以有效打擊洗錢等非法犯

罪活動。數字貨幣的廣泛推行，將會方便人們日常

的金融交易活動。人們無需親自去銀行排隊，就可

完成交易。

西班牙《真理報》指出，中國開辟了國家法定

數字貨幣的道路。中國央行的數字貨幣將動搖美元

在國際結算體系裏的霸權地位。中國發行法定數字

貨幣是銳意進取、勇於創新的表現。

4月下旬，中國人民銀行數字貨幣研究所相關

負責人表示，目前數字人民幣研發工作正在穩妥推

進，先行在深圳、蘇州、雄安新區、成都及未來的

東奧場景進行內部封閉試點測試，以不斷優化和完

善功能。在此前召開的2020年國家貨幣金銀和安全

工作視頻電話會議上，中國央行表示將進壹步“優

先考慮”數字人民幣。

據悉，數字人民幣體系在堅持雙層運營、流通

中貨幣替代、可控匿名的前提下，基本完成頂層設

計、標準制定、功能研發、聯調測試等工作，並遵

循穩步、安全、可控、創新、實用的原則。

自2014年至今，央行研究發行數字貨幣已有6

年。中國央行推出的數字貨幣是基於區塊鏈技術推

出的全新加密電子貨幣體系，有利於人民幣的流通

和國際化。中國互聯網科技尤其是區塊鏈技術的發

展為數字貨幣提供支撐。2016 年，國務院印發

《“十三五”國家信息化規劃》，將區塊鏈列入國

家信息化規劃，並將其定為戰略性前沿技術。近年

來，區塊鏈行業內出現的壹些亂象得到有效規範，

區塊鏈技術日益成熟。這為數字貨幣的研發創造了

有利條件。數字貨幣成為區塊鏈的壹個重要應用場

景。

央行數字貨幣具有不可輕易復制、發行成本低

、交易便捷等優點，與主權貨幣可以形成相輔相成

的關系。

現有流通中的現金存在某些偽造假幣的現象。

近年來，政府部門對此進行打擊。銀行卡和互聯網

支付等電子支付工具則不能完全滿足公眾對匿名支

付的需求。央行數字貨幣的設計主要針對流通中現

金的替代性，既保持現鈔的屬性和主要特征，也滿

足人們對便攜性和匿名性的需求，同時還在隱私保

護和打擊違法犯罪行為之間尋找平衡。正如央行研

究局兼貨幣金銀局局長王信所說，央行數字貨幣在

中國主要是對現金進行壹定程度的替代，將有助於

優化央行貨幣支付功能，提高央行貨幣地位和貨幣

政策有效性。

央行數字貨幣在提升貨幣運行監控效率、豐富

貨幣政策手段的同時，也為國際貨幣體系發展提供

新方向。目前，國際貨幣體系以美元本位制為核心

，許多國家將美元作為交易貨幣、儲備貨幣。往往

美國經濟出現問題時，美聯儲的貨幣政策調整會對

其他國家產生聯動影響。未來，數字貨幣可以作為

壹種補充，對美元過於隨意性的波動產生壹定約束

，減少美元危機釀成全球災難的情況發生。

目前，中國在數字貨幣方面處於加快研發

階段，在技術層面還有壹系列問題需要解決。

未來，隨著央行數字貨幣的接受度提高、公信

力增強，數字貨幣應與主權貨幣、黃金儲備建

立適當的比例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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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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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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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美國國土安全部和司法部發
布的規則草案，特朗普政府正在提議一項新規定，這將使移民在
美國尋求庇護極其困難。

這份長達161頁的規定將於6月15日在《聯邦公報》（Fed-
eral Register）上發布，其中列出了一系列變更，這些變更將對尋
求在美國獲得庇護的人們構成更大的挑戰。

在特朗普擔任總統期間，政府已關閉或增加了人們在美國尋
求庇護方式的障礙。最新提議的規則也不例外，該規則仍需經過
公眾意見徵詢期，並且不會立即生效。

美國移民委員會的政策顧問亞倫·賴希林-梅尼克（Aaron
Reichlin-Melnick）對該提案提出了批評，他說：“這項避難法
規的目標，並非重塑該體係以改善該體系，就是使庇護無法獲得
。”

根據一項擬議的變更，如果個人在前往美國的途中經過至少
一個國家但未在該國尋求避難，則該人的庇護申請可能會面臨更
嚴格的審查。特朗普政府對從拉丁美洲經墨西哥來的移民適用類
似的規定，但最新規定擴大了可能受到這些限制的人員的範圍，

但有一些例外，例如人口販運的受害者。 （這實際上也為庇護
者提供了可乘之機）。

規則草案指出：“各部認為，在外國人前往美國途中過境的
至少一個國家中，未尋求庇護或難民保護可能反映出，外國人濫
用庇護制度作為進入和留守機制的可能性增加，在美國不是合法
地尋求緊急保護。”

擬議中的法規還說，盡管目前存在例外情況，但在申請庇護
之前在美國非法居住超過一年將被視為“重大不利因素”。同樣
地，即使不予徵稅或沒有被定罪（即使被撤銷，撤回或被取消）
，也可以算作個人的庇護申請。

移民政策研究所美國移民政策計劃的政策分析師莎拉·皮爾
斯（Sarah Pierce）表示，該規則最終將加快並簡化庇護裁決，但
還將進一步限制有資格獲得庇護的人數，以及類似的福利。

皮爾斯補充說：“這些規定中的許多已經與政府合作了多年
。” “政府沒有將它們作為單獨的法規發布，而是將這本龐然
大物的科學怪人庇護法規中的許多不同規定彙總在一起。”

該法規草案提議重新定義“特定社會團體的成員身份”，這

是人們可以尋求庇護的類別之一。修改此定義可能會排除大量人
員。

皮爾斯說，對於一個已經數十年逐案評估庇護的國家而言，
這項提議的改變“與庇護制度所依據的一切背道而馳，畫了一條
紅線，並說這類受害者是完全沒有資格獲得庇護。

該法規提出的一系列改革標誌著特朗普政府再次嘗試全面改
革美國移民系統。在星期二的傳統基金會活動中，國土安全部副
部長肯·庫奇內利（Ken Cuccinelli）表示，庇護系統將有更多變
化，但他沒有提供細節。

政府已經要求尋求庇護者在墨西哥等待在美國的移民程序，
並已將移民送往北叁角國家在那尋求庇護。

在過去的幾個月中，由于冠狀病毒大流行，移民制度也發生
了十幾次變化：移民聽證會被推遲，難民的入場暫停，包括兒童
在內的移民基本上被禁止進入美國。但是，提議的規則沒有提及
冠狀病毒。

特朗普政府提議用新規則徹底改變美國庇護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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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0年口罩結緣年口罩結緣 與與 素食義賣素食義賣口罩结緣與

素食義賣

德州佛教會為了協助會友大衆维
護健康，訂製了一批布料口罩，
附带濾芯片與會員结緣，於六月
七日上午十時至十一時三十分，
在玉佛寺大雄寶殿前停車場分送
給會員。當天是休士頓2020年以
來最炎熱的一天，氣温高達華氏
96度。鑑於新冠疫情病例依然持
續上升，為了大家健康着想，前
來領取的會友必須帶口罩並不必
下車。活動進行有條不紊，可見

準備工作既充足又有計劃。義

工照顧周到而且行動迅促，派

口罩结緣與
素食義賣

送過程十分流暢。動力十足的少
青組也派出十多位組員參加，為
是次活動增添了不少援助和支持
。看到常住法師們，與不同年齡
的義工及充滿青春活力的少年們
齊心協力，不分彼此，眾志成城
，在這麼一個酷熱的夏日，在大
太陽下维持車輛秩序，接引不斷
往來的車輛，派發口罩，不辭勞
苦，汗流浃背地為大眾服務，貢
獻力量，真正體悟和實踐了佛法
中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偉大精
神和理念，令人敬佩。

口罩结緣與
素食義賣

當天同一時間，在玉佛寺中文學
校的停車場內，除了發送口罩外
，會友們同時也來領取預定的義
賣素食。是次一份共兩道菜，

分别是“十錦炒飯”和“紫菜豆
腐”，美味可口，色香味俱全，
這都是常住法師們與義工們共同
努力的成果。是次共預定五十份
，供不應求，義賣十五元。所有
義賣善款，都用作常住日用開支
。

如果您對德州佛教會的活動有興
趣，請電玉佛寺 281-498-1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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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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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質疏鬆」一詞對老年人並不陌
生，一般老年人處方上常見有鈣片、維
他命D及改骨質疏鬆的藥物，加上現在
工作在外的人口比例高，且外食習慣也
大大的增加，導致 「骨質疏鬆」一詞已
不是老年人的專利，且年齢有往下修的
現象。

骨質疏鬆特點是骨質量低少、和骨
組織的微結構退化，導致骨骼脆性增加
，骨折風險隨之而增加。

A骨頭的功用:
讓我們來先了解一下，身體的骨頭

有哪些功用?
1. 保護身體各器官因外來的衝擊而

受損害
2.支撐起全身體的架構
3.使我們行動自如
4.提供骨髓製造血球細胞的塲所
5. 礦物質、尤其是鈣質的儲存場所
B骨骼的結構:
骨骼含皮質骨及鬆質骨（小梁骨）

，其中成年人骨骼含 80％的皮質骨和
20％的鬆質骨，緻密的皮質骨形成骨骼
的外殼，而多孔的鬆質骨以蜂窩狀形成
內部結構。 骨骼中的成骨細胞和破骨細
胞活性之間的平衡，則導致了骨骼連續
的重新塑造過程。 破骨細胞破壞骨骼，
而成骨細胞可幫助重塑骨表面並填充骨
腔。

C 骨骼的成份:
骨骼的成分是由 30％基質和 70％

礦物質鈣所組成， 它們的組合成分使骨
骼堅硬及結實。基質中有90％至95％由
具有彈性膠原纖維（也稱為骨膠原）所
組成， 膠原蛋白的彈性主要提升了骨骼
抗斷裂性的功能，礦物 「鈣」 賦予骨骼
剛硬性。

D鈣質的新陳代謝:
破骨細胞將儲存在骨骼中的鈣在回

收 (resorption) 到體循環中，成骨細胞骼

負責骨骼的形成，兩者是骨
骼中調節鈣平衡扮演重要的
角色。每天約100毫克的鈣質
由尿液排出，900 毫克的鈣質
由糞便排出。如果我們無法
每天補足鈣的流失，久而久
之，就導致骨質疏鬆的現象
。

E. 骨質的成長:
骨骼的含量在三十歲時

達 最 高 峰 ， 皮 質 骨 每 年 以
0.3%-0.5%減少。婦女停經後
，由於何爾蒙血中濃度減少
，導致皮質骨流失更多，每
年流失約 2%-3%左右。年齡
增長及荷爾蒙改變導致鈣質
的流失。這也是老年人及停
經婦女需要補充鈣質的原因
。

F. 導致鈣質流失的原因:
鈣和維生素 D 是骨骼生

長所需的重要營養素，副甲狀腺素、糖
皮質素、雌激素和睾丸激素減少、壓力
、缺乏運動、飲食習慣、抽煙、喝酒、
藥物如抗癲癇、化療、氫離子幫浦阻斷
劑(胃藥)、利尿劑 (furosemide) 藥物及其
他疾病如糖尿病、肝腎病變、甲狀腺抗
進等疾病，都會導致鈣質流失。

G. 骨質疏鬆的臨床現象:
如果您的骨骼因骨質疏鬆症而變得

弱，您可能會出現以下症狀和體徵：椎
骨破裂或塌陷引起腰椎痛，隨著時間的
流逝身高往下降， 彎下腰姿勢的傾向，
骨折的發生率比預期高。

H.因骨質疏鬆而易於骨折的部位有
脊椎、前臂骨、髖關節骨

I. 骨質疏鬆的補救及藥物:
1. 鈣的攝取：我們基本每天要補充

身 體固定排出的 1000mg 鈣。此外，
鈣質的需求依年齡有所不同。還有，老

年人及停經婦女所需
鈣的補充相對比較高
，如圖一所示。

2.補充維他命 D
：維他命 D 可稱為鈣
質的搬運工具，同時
服用時可增加鈣質在
腸胃的吸收。維他命
D 可從身體曝曬太陽

而獲得，但現在的人因工作而無法每天
安排時間在太陽下活動而獲得足量的維
生素D。維生素D除了協助維鈣質吸收
外，維生素D在免疫系統及細胞的生長
等也扮演重要的角色。

3.依照醫囑服用減少鈣質再吸收的
藥物：有口服、鼻子吸入劑及注射劑。
一般口服一星期一次，某些藥物一個月
服用一次。提領藥時詳細問藥師以免服
用錯誤。切記服藥30分鐘後方可躺下避
免因藥物滯留在食道內造成食道的損傷
。至於鼻子吸入劑，每天僅吸一劑，不
是各鼻鼻孔吸一劑，且二鼻孔每天輪流
吸入。注射劑預留給一些病患無法承受
口服藥物的副作用，且半年注射一次。

J. 多攝取含豐
富鈣質的食物

以下食物富含
較多鈣質，像乳品
、全穀根莖類、蔬
果類中的海帶、波
菜、葡萄乾、芥菜
，豆類、魚貝類、
堅果類中的芝麻、
愛玉子、杏仁、花
生等等，如圖二所
示。

K. 含有豐富維

生素D 的食物
食物中的黑木耳、鮭魚、秋刀魚、

乾香菇、吳郭魚等，都含有豐富維生素
D，如圖三所示。

L .結論
了解骨骼的功能及重要性，我們每

天應注意對骨骼有不利影響得的因素如
抽煙、飲酒過量、飲食不均衡、缺乏運
動等因素。此外，為了鞏固 「骨」本因
歲月的增加、婦女停經後導致荷爾蒙失
調而有所流失，每天補足鈣質及維他命
D。如你想要留住 「骨」本，身手敏捷
且健步如飛，應立即放棄不良的生活習
慣及修正飲食，規律適當的運動，享受
美好的人生。

下列詞句給大家互相勉勵:
攝取鈣質多活動，骨頭鋼硬如樑柱

，手腳靈活且敏捷，骨質疏鬆我不碰。
促銷活動 : 為了迴餽鄉親，民眾買鈣片
或維生素D 第2 瓶以原價的五折優惠。
美 福 藥 局 梨 城 總 店 華 語 專 線:
866-466-4499。傳真: 281-506-2454。
地 址: 6302 Broadway Street, Suite 100,
Pearland, TX 77581。網址: www.medx-
pharm.com

中 國 城 服 務 處 華 語 電 話:
832-949-9460，地址是 6918 Corporate
Dr., Suite A-13, Houston, TX 77036，位
於 「精 英 廣 場 」 ， 緊 鄰 大 通 銀 行
（Chase Bank)。

一失足成千一失足成千 「「骨骨」」恨恨 ------談骨質疏鬆症談骨質疏鬆症
作者作者:: 符永豐符永豐((美福藥局經理美福藥局經理))

正常骨質正常骨質V.S.V.S.骨質疏鬆骨質疏鬆

含有豐富維生素含有豐富維生素DD 的食物的食物 多攝取含豐富鈣質的食物多攝取含豐富鈣質的食物

鈣質及維生素鈣質及維生素DD的需求量的需求量

仿佛还是在昨天，已经被残酷歹毒的病

魔折磨得皮包骨头的四叔蜷缩于病榻，如同

一盏快要熬干油的灯，完全没有了气力、精

神。世间已经找不到任何良药验方助其摆脱

这生死困局，亲人们最后给予他的仅有宽慰

的言语，及无助的泪水。我也只能任其紧攥

着我手，眼巴巴地看着他心怀不甘、无望及

放心不下的尘缘，努力啜动颤抖的嘴唇，倾

诉着临终托孤之类的话题。却不曾想，这一

恍，竟是叁拾个年头下来了。

四叔生于旧社会，长在红旗下，有幸读

了小学、初中，也不可避免地经历了所在历

史阶段的诸种时代变迁。爷爷缘于莫须有的

罪名在某一运动中中“彩”，便不由分说地

给他套上了异类家庭出身的“光环”。犹如

魔咒加身，束缚心神、羁绊手脚，贯穿于整

个少年、青年时期。就像荒瘠地里顶着石头

块子生长出来的幼苗，折损了本该灿烂盛开

的花样年华，其中的苦闷、哀怨，刻心铭骨

，可有谁人知晓？一个接一个的时代狂潮造

成了连年的经济困难，到处缺吃少喝，我那

护犊心切的奶奶把自己都饿死了，也没有阻

挡住四叔正处于身体生长发育之期营养不良

的运势，而长得羸弱瘦削，于胞兄弟五人中

最为矮小。大伙一直都说四叔身材瘦短是那

时候受了克巴所致，就不知道其阳寿短促是

否与此也有过关联？果若其然的话，就不可

避免地又涂抹上了一层时代悲剧的色彩。

记忆中，我跟着四叔大热天去村镇北边

的韭菜山上割过草，那是为了完成生产队下

达的畜用干青草任务。选好草势丰厚地点后

，他总是扑下身子聚着窝地割，盘臂搂草成

片、耍镰落刀如飞，不到小半天就装满了一

手推（平）车。我却东瞅西望、收获无几，

只顾咀嚼着他摘于我的山酸枣甜香；也是为

了完成上头摊派的任务，我随四叔寒冬一早

到山涧沟坎采石，用的是传统古法，选好石

头看清层理、锤錾出铩眼、下铩锤击裂石，

便起下了整合片状的石板。再在板上布列下

铩、落锤，就开出了想要的石块，装平车拉

走。小学三年级的夏收“学农”归途，我遭

遇惊马踩脚受伤住进公社医院，四叔瞅空便

过来看我。提水送饭、背负如厕，鼓励我勇

敢地对抗青霉素针剂注射带来的疼痛……还

为我打开糖水桔子罐头——那可是之前从未

吃过的最甜蜜的东西。

四叔很能接受新生事物。70年代初期，

经其提议生产队购置了一台手扶拖拉机，那

在整个青山泉公社、方圆几十里地都是破天

荒的事情。很自然，他成为此地第一代拖拉

机手，既能驾驶也会修理。农忙种时运肥料

进地、收季倒腾庄稼入场，平时主要替供销

社进城拉货，为生产队带来一份可观的运输

收入。再者，取代畜力大车、马车作婚车拉

新媳妇，车头扎朵红花、车厢攒拱顶蒙花被

单子，其阵势绝不亚于当今任何顶尖的豪车

。“十年内乱”结束后，公社规划在村镇西

南角“南园”地块上建设一座设有隧道窑的

煤矸石红砖厂，其产量规模据说在整个徐州

地区都将是绝无仅有的，很是鼓舞人心。已

在公社综合厂小煤窑工作的四叔有幸在筹建

之初就进了项目组，参与了可行性论证、初

步设计、工艺调查等一系列工作。开工后，

刚做好隧道窑地坪基础不久，就因故停建了

，四叔在此留守。再上马开工后，原本设计

机械化程度较高的隧道窑变成了以人力装烧

为主的轮窑，原材料制备、切坯成型等设施

设备也大打了折扣。四叔由此担当了机械设

备的改造安装任务，白天在建设工地上穿梭

，晚间把绘图板、丁字尺、三角板、圆规等

带到家里挑灯夜战，从未接触过机械制图的

他，画出的圆轴、皮带轮、齿轮盘却像模像

样。家里开始有了钳工、车工、焊工等业务

类书籍，随后四叔就成了有一定技能的电工

、钳工、车工、焊工，当了机修车间主任。

周边新、旧砖厂建厂或排除故障也多会过来

请他，其业务影响力不在话下，直至病逝。

四叔喜欢买书、读书。藏书量不大，却

涉及了文学、美术、音乐、技术等多个种类

，还不时外借来些书籍阅读。不难看到其抱

着书册入神细读的场面，常常一读起来就废

寝忘食。我接触《西游记》、《警世通言》

、《聊斋志异》之类的古书，都是步了他的

后尘。那些泛黄的书册一色竖排、或者雕版

或者铅印，有的甚至缺头少尾。爷儿两个总

是争抢着去读，往往他那边一丢手、我这头

就捧上了。还曾看到过一套线装的画谱，印

于透亮的黄麻纸上，山水人物、花鸟鱼虫跃

然其间，笔法老到不俗、构图精美传神，特

别是翎毛部分，我觉得连《芥子园画谱》、

《三希堂画传》都无法与之相比。

四叔算得上多才多艺。其识谱，再生僻的

歌拿来一学就唱，会吹口琴、吹笛子、拉弦

子。也是在其家里，我第一次近距离见识了

琵琶、月琴、扬琴、大胡、板胡、京胡、木

鱼、军鼓、小提琴等乐器。在那个社会上下

一片火红的岁月里，他作为农业大队毛泽东

思想宣传队的一员，参加排练、演出，表演

或者演奏过小合唱《八月桂花遍地开》、样

板戏《沙家浜》中的智斗、天津快板书《三

个美国兵》之类的节目，

一直活跃于大队、公社的

宣传教育舞台，乐于其中

不倦。

四叔的美术造型能力

也是极强的，似乎这天分

就是与生俱来的，既没受

过系统正规训练，也没有

花费上太多的时间功夫。

往往摸笔就画，什么都能

画，画时静心屏气、线条

刚劲流畅，画得入木三分

，均是一遍成功。一本64

开的《工农兵画选》被他用16开的铅画纸幅

幅临摹了一遍，张张看上去惟妙惟肖。有的

还稍作变动，添进了自己的思路。至今我都

记得那幅图中刻画战士骑马握枪踏奔征程、

姑娘移步举篮路边相送的军民戍守边疆的画

面。那长啸的马、翱翔的鹰、威武勇猛的兵

士和柔情似水的村姑形象，在高天远山的氤

氲中浑然一体，塑造出了阔远边塞上军民同

心共筑钢铁长城的意境。

四叔还喜欢下象棋，其棋路独特，总能出

奇制胜。与之对弈，取胜不易。光会遵循

“马走日字相走田、车走直路炮翻山、小卒

一拱一杠烟……”的普通套路肯定是不够的

，必须讲究一些深谙的谋略。对他来说，

“楚河”“汉界”就是战场，“车”、“马

”、“炮”、“卒”各子等同于实人真枪。

碰到频频悔棋者，他立时大动肝火，火冒三

丈地掷撒棋子、翻掀棋盘而决了“摊子”，

并且这般之举不止出现过几次。

如此脾气大也是出了名的。我那同样具

有初中文化的婶子体会最深，深感与之相处

就像“秀才”遇到了“兵”，再怎么心平气

和地面对也是惘然，没有少受其斥责，也不

乏拳脚加身。大家一致认为脾气不好是四叔

的人性弱点，殊不知自那时起其就肝疾染身

了。医书讲“怒，伤肝；肝疾者，易怒。”

我们现在才知道，“易暴躁、易动怒”为肝

病患者的一般表现，这脾气大的表象背后其

实是内藏的体内病理因素在作祟。就如同被

绑缚上了降势下坡的滚滚巨轮，只管一路起

伏跌宕，完全身不由己。

他还有抽烟的嗜好，都是烟不离手地一棵

接着一棵地抽，天天早晨皆能够听到其一遍

又一遍地大声咳嗽，却不知道抽烟和罹患肝

癌有关；喜欢喝浓茶，生着厚厚茶锈的大搪

瓷茶缸子里总泡着满满的茶叶，熟视苦得齁

人的茶汤为蜜，却不懂浓茶导致失眠、茶中

的咖啡因使人上瘾且致恶性循环；酷爱吃咸

鱼，那独特的咸香确实满足了味蕾需求，却

不去了解那鱼肉中的亚硝胺经酶的作用代谢

致细胞突变而形成胃癌、肝癌；本来不怎么

用酒、身体状况则更不适合饮酒，却籍工作

应酬或者说友情需要而酒量陡增，竟不去戒

备喝酒对人体伤害最大的就是肝脏；每天都

在点灯熬油，一熬就过午夜，天长日久地一

再错过子时滋养肝血的最佳时辰；经常一连

数小时地读书看报，长久瞪睁着双眼，从来

都不顾忌久视也会伤及肝血。这等不良生活

习性，哪个都是夺命猛药和穿心利剑，更使

得病情积小成大，进而急转直下、无可救药

，一发不可收拾，终至生命过早地走到了尽

头。

这急躁的脾气也造就了其争强好胜的性

格特点。在工作中，刻苦钻研、精益求精，

总想着出类拔萃。没有他干不好的活，也没

有他不会干的事。一个取小段钢管、触面周

圈设齿牙如锯、专用于过墙壁穿洞孔的自制

錾状小工具，就足以见到了其灵巧智慧，使

用起来变砸墙洞作业十分容易，做到一次成

型、不必补砌，既减少了工作量、又提高了

孔位精准度。于家庭生活上，也经营得风生

水起。整个生产队上百户人家中率先拆倒旧

宅，盖上了一栋二层小楼，大大改善了居住

条件，更在左邻右舍里鹤立鸡群；又一连带

将地就势在家里开办了电磨坊，轧面、榨油

、挤豆扁，靠收取加工费获取又一份可观的

家庭经济收入。一时满院春风扑面，日子过

得蒸蒸日上。可以预料，若不是病魔缠身夺

命，其肯定不能墨守成规、无动于衷，准会

趁着一波强于一波的利好政策东风，乘势折

腾一番，闯撞一些更加令人瞩目的作为。

其赋有的爱憎分明的个性可能也与此有

关。始终做到不与势利小人相处，不跟恶歹

之徒同流合污。信奉克己宽让，与人为善。

在处世为人上，喜欢的就是喜欢，不喜欢的

便旗帜鲜明地宣示出不喜欢的态度，不能相

处的就义无反顾地断绝交往。要是遇到投缘

的朋友，都能把心都扒给人家。一起称兄道

弟、经久厮守、不拘言谈，不惜伺候吃喝、

留宿久住、舍财赠物。那连云港市刚一开煤

矿就过来务工借住家中多时的“小×”、失去

父母又兄弟二人共同下放来的老三届知青

“大姚”、恢复高考后考上大连海运学院

的小知青“小秦”、同在综合厂煤窑下井

又结成干亲的东边村子的“小周”、母子

被正在公社大院为官的父亲抛弃多年才新

带出“河西”（注：本地俗语，河为古泗

水，特指微山湖西的丰、沛地域。）穷乡

僻壤的“小刘”、常抱车把套毛驴拉平车

走近二百里路来此地拉炭且为“小刘”同

乡发小的“小吕”，都在之列。由此，我

也同这些人混得老熟，知其一二。遗憾的

是，在四叔告别人世的最后礼仪上，我只

看到了“大姚”的身影。

从我身上，还是能够找到四叔的某些

影子的。我也藏书、读书，我亦识谱、唱

歌，我能像模像样地画画，我可以绘制出

来正规的机械、建筑图纸，我不去迷信崇

拜任何人、不服输、敢碰硬，我还是一个

完美主义者、做事认真严谨……实际上无

一不是受到四叔的熏陶。对此，时常感慨

、心存感激。毫无疑问，四叔的及早离世

削弱了我们这个大家庭的力量，如同翔鹰

折翅。可以断定，他若一直存世，其所作

所为、所长所思，必当益惠于整个家族，

对谁都可以有所帮补。

自己一直为没有能够兑现那份临终嘱

托而耿耿于怀，身感不安。尽管这其中罗

织进去了种种的因素和碍阻。但是，即使

有一万条理由作注脚，都感到苍白无力，

也丝毫冲抵不了为之久藏于心底的愧意。

多彩的四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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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傳統的聯合超越傳統的聯合：：亞裔美國人如何在亞裔美國人如何在
大流行中扮演關鍵角色大流行中扮演關鍵角色
在醫學，商業和教育方面的亞裔美

國人證明了2020年人口普查準確的重
要性

在過去的幾年中，亞裔美國人和太
平洋島民（AAPI）傳統月只是通過個人
和集體贊譽最近取得的成就來慶祝多樣
化的亞裔美國人社區日益增長的影響力
的時候。

今年，這不僅僅是如此。盡管亞裔
美國人和太平洋島民傳統月仍然感謝了
那些幫助提升社區的人，但許多組織都

對在COVID-19這段時間為社區提供特
殊服務的人表示敬意。

謝謝我們的醫護人員
我們正在談論的是諸如醫療保健專

業人員，企業主和教育工作者這種“必
不可少”的職業，他們都身處這場全球
緊急情況的最前線，並且創造性地進行
了調整以保持美國經濟的發展。從壹個
海岸到另壹個海岸，亞裔美國人正在盡
自己的壹份力量養活我們的社區，挽救
生命，並支持我們的學生。

具有相匹配的文化背景的醫護人員
們在這段時間內幫助人們使用醫療系統
。而且，亞裔健康衛生專業人員正在以
各種亞洲語言向患者們提供有關
COVID-19的準確信息。

根據2019年CPS數據，亞裔美國
人占醫院勞動力的9％。這些醫療專業
人士正在盡其所能來支持他們的患者，

發現了存在著他們無法控制的缺口。
“我們知道有壹部分亞裔美國人和

太平洋島民在這場大流行中遭受了不成
比例的痛苦，這對我們所有人來說都是
艱辛的，”家庭醫生，National
Council of Asian Pacific Islander
Physicians主席（NCAPIP）Winston
Wong醫生說道。

因此，紐約大學醫學院副教授
Nadia Islam認為，社區衛生工作者是
幫助有需要的人的關鍵，因為他們可以

通過共同的種族和經驗對所服務的社區
有所了解。

Islam說：“社區衛生工作者是社
區和醫療系統之間的橋梁。在
COVID-19大流行中，他們在促進獲取
與他們文化相關的資源和信息，減輕人
們對該大流行可能面臨的恐懼和汙名化
方面發揮著關鍵作用。”

謝謝我們的企業主
亞裔擁有的小型企業正在諸如

National CAPACD之類的社區發展組織
的幫助下進行創新。在全國範圍內，他
們的成員組織正在協助家庭經營的生意
增加社交媒體的影響力，在線開設期間
限定商店，將業務轉移為路邊取貨，並
與當地組織合作為有需要的人和壹線醫
務人員提供餐食。

“這些企業主具有驚人的韌性，正
在盡其所能經營下去。我們的成員正在

竭盡全力幫助企業度過這次大流行，因
為我們知道如果沒有了這些企業，我們
的社區將永遠不壹樣。” National
CAPACD經濟激勵主管Joyce
Pisnanont說，“我們冒著失去使我們
社區本真，獨特和充滿風味的風險。”
Smal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報道
，小型企業是當地經濟的支柱，占美國
經濟活動的44％，創造了三分之二的凈
新工作。《 2016年企業家年度調查》
報告說，在美國，有555,000個亞裔擁
有的企業，但是由於COVID-19，它們
現在處於危險之中。

許多這類的小企業是亞太裔社區的
壹個支柱，他們獲得了National
CAPACD的和其他人的幫助去適應。

謝謝我們的教育工作者
隨著許多美國人轉向遠程工作，教

師不得不將課堂搬到線上並調整他們的
教學風格以適應虛擬環境。當孩子們試
圖明白這個不確定的時期時，他們也提
供了情感支持。

“ [教育工作者]在沒有任何事情正
常的時候，幫助提供了壹些常態感。他
們在給學生帶來希望和安慰的同時自己
也在經歷悲傷，壓力，焦慮和種族創傷
。” Teach For America 中National
Community Alliances團隊副主席
Sarah Ha 說道。

亞裔美國人的老師也可以作為亞裔
學生生活中的榜樣。研究表明，當學生
擁有與他們分享相似的身份和生活經歷
的老師時，他們的教育成果就會提高。
據Teach For America報道，全國範圍
內只有2.5％的教師為亞裔，夏威夷原

住民或太平洋島民（AANHPI）。
意識到教師在課堂上成為學生榜樣

的重要性，Teach For America發起了
壹項培養亞裔美國人教師的倡議。他們
目前的教師中有7％是AAANHPI，高於
全國平均水平。希望AANHPI的教師人
數將繼續增長。

為什麽2020年人口普查對醫院，
企業，和學校至關重要

隨著公共衛生危機的不斷發展，前
線的人們很快註意到了對亞裔群體的準
確而詳細的人口普查數據的需求。

人口普查數據使衛生部門能夠為緊
急救濟和恢復做好準備，例如確定某個
地區所需的病床數量和醫療用品。人口
統計數據可以幫助醫療機構，醫院，衛
生保健系統提高其公共衛生災難響應。
來自NCAPIP的Wong醫生說，他被提
醒了，準確的普查計數“將是保護我們
所有人健康的基礎，因為我們隨後可以
計劃將資源放在最需要的地方。”

人口普查數據可以幫助組織評估社

區對信息材料和翻譯服務的語言需求。
詳細的種族數據還可幫助社區確定哪些
種族群體面臨較高的感染率，並告知衛
生部門將如何制定解決方案。

例如，“亞裔美國人社區在紐約市
受到COVID-19大流行的打擊特別嚴重
，但全市範圍的數據表明，亞裔美國人
的風險最低。我們從社區知道，這並不
是當地實際發生的事情。”Islam說。
她認為，這種差異是由於缺乏有關紐約
亞裔美國人的準確數據所致。

“準確的人口普查計數是幫助教育
工作者解決每個孩子的需求並調撥重要
資源以解決他們所面臨的不平等現象的
關鍵的第壹步。普查中被算上可以確保
每個孩子及其家庭都能公平的獲得聯邦
和州用於對他們的健康和福祉至關重要
的計劃，服務和資源的資金。”Ha說
道。

您能提供什麽幫助？2020年人口
普查中被統計到

在這個COVID-19時代，衛生工作
者，企業主和教育工作者為我們的社區
提供的服務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通過
回復2020年人口普查，您將在AAPI傳
統月期間為這些重要工作者提供服務。
填寫人口普查將有助於支持我們社區，
更準確地描繪我們的社區，這將有助於
我們在獲取資源和計劃，國會代表，聯
邦資金等等。

您現在可以通過電話或郵件在
my2020census.gov上在線回復。有關
更多信息，請訪問https://2020census.
gov/zh-han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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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PPPPPPPPPPP貸款好消息貸款好消息貸款好消息貸款好消息﹗﹗﹗﹗雇主貸款使用期限從雇主貸款使用期限從雇主貸款使用期限從雇主貸款使用期限從8888周延至周延至周延至周延至24242424周周周周

【美南新聞記者蕭永群報導】隨著疫情進
展﹐美南疫情追蹤報導也持續為您掌握
疫情動態﹐本台將聚焦於華府最新近況﹑
以及疫苗研發的角度﹐深入淺出探討疫
情﹒
華府要事華府要事﹕﹕衛生當局關注德州居高不下衛生當局關注德州居高不下
住院率住院率

華府資深律師黃瑞禮指出﹐德州作為美
國最早開放的幾個州之一﹐役情發展動
向備受各界矚目﹐成為全美關注疫情是
否會反撲的一個重要指標﹒在國殤日假
期後﹐許多州都有疫情升溫趨向﹐包括德
州﹑南卡﹑北卡﹑奧勒岡﹑加州﹑阿肯色﹑密
西西比﹑亞利桑那等﹐基本環繞了美國中

西部地區﹒美國公衛專家福西在10日
有感而發「新冠是他一生中最糟糕的夢
靨」﹐但同時他也強調﹐要遠離這個夢靨
尚需時日﹒
佛洛伊德案佛洛伊德案﹐﹐催化執法機構改革催化執法機構改革﹐﹐預算究預算究
竟該不該削減竟該不該削減﹖﹖
黃瑞禮也指出﹐有鑒於此次佛洛伊德案
對美國造成的波盪﹐國會山莊日後進一
步的動向很可能是聚焦於執法機構改革
﹐白宮發言人也指出﹐川普可能會透過行
政命令的方式﹐提出相關改革法案﹒與
此同時﹐拜登也指出﹐改革的方式不應該
是透過縮編﹑刪減預算等方式﹐因此他提
出了「社區警察」的制度﹐一方面提高安
全﹑也達到改革目的﹒

黃瑞禮也指出﹐削減警力與資金並不是
改革之道﹐社會上執法單位的存在﹐才能
保障社會安全﹒最重要的還是要從「教
育」著手改革﹐加強訓練﹑考核難度﹑提高
每個單位的水平﹒解散警局或削減預算
﹐並不是正確的方向﹒
疫情疫情﹑﹑示威示威﹑﹑選情選情﹐﹐如何相互影響如何相互影響
最新一項民調根據了川普政府在疫情期
間的作為作出民調﹐滿意度僅有39%﹐與
上個月相比掉了十個百分點﹒而民主黨
所做的民調﹐針對密西根﹑威斯康辛﹑賓
州﹑北卡﹑亞利桑那等關鍵州﹐都是拜登
微幅領先﹒此外﹐黃瑞禮指出﹐8月在北
卡舉行的共和黨提名大會﹐隨著北卡州
長對開放的保留態度﹐恐有機會另外擇
地舉行﹒目前共和黨的替代選項可能是
佛羅裏達州傑克森維爾﹒
PPPPPP改革方案改革方案﹐﹐川普簽署川普簽署

有鑑於疫情使得中小企業叫苦連天﹐黃
瑞禮指出﹐國會山莊在上周提出了PPP
放寬改革方案﹐川普也簽署同意了﹒其
中幾大要點如下﹕
1. 過去申請的貸款中﹐高達75%的錢是
作為豁免貸款薪資﹐25%才能支付其他
如租金﹑水電等費用﹐但現在只要60%來
支付薪水即可﹒
2. 過去要申請豁免還款﹐企業主被限制
在兩個月（8周）內﹐要把這筆錢用掉﹐但

許多地方尚未開放﹑員工不願復工﹐無法
短期將這筆錢花完﹒有鑑於此﹐這項改
革方案將延長雇主貸款使用時間至24
周（半年）﹒
3. 原本如果無法將PPP貸款全部豁免﹐
貸款余額需要在2年內還清﹐利率爲1%
﹒如今此項議案將還款日期由2年延長
至了5年時間﹒
疫苗研發百家爭鳴疫苗研發百家爭鳴﹐﹐究竟誰能拔得頭籌究竟誰能拔得頭籌﹖﹖

醫學博士朱全勝指出﹐目前全世界約有
上百家公司搶「疫苗」研發頭香﹐重要的
就是Moderna﹑輝瑞製藥﹑倫敦皇家學院
﹑牛津大學等﹐都即將﹑或已經臨床實驗
階段﹒
朱全勝指出﹐在疫苗還未研發製成前﹐目
前休斯頓地區的疫情尚未控制﹐但民眾
戒心以降低﹐許多在路上的人都沒有戴
口罩﹐又喜歡群聚﹐加上佛洛伊德遊行中
也看到很多人沒有配戴口罩﹒因此從數
據上顯示﹐每日確診人數與住院率都節
節攀升﹒他指出﹐如果長此以往﹐二次疫
情爆發很有可能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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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 乡 广 东
主办 : 广东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

“疫情阻碍了我们交往和见面，但隔不断家

乡对你们的牵挂。”近日，广东省侨办、省海外

交流协会、广东欧美同学会联合举行两场“同心

抗疫 共克时艰”慰问海外同胞视频连线活动。

两场视频连线分别面向亚洲和美洲地区，广

东省中医院副院长李俊、省疾控中心副主任何剑

峰、省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温妙云等 10 位医疗

专家出席，其中有 7 位有驰援海外疫情地区经验。

通过越洋视频连线方式，医疗专家为华侨华人、

中国留学生、中资企业代表送上来自家乡的问候，

并就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推进复工复产复学等进

行交流互动。

广东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侨办主任庞国梅

出席活动并致辞。她转达了广东省委、省政府对

海外华侨华人、留学生及中资企业员工和家属的

慰问，代表省委统战部和省侨办对大家积极助力

祖 ( 籍 ) 国、助力广东防控疫情表示衷心感谢。

她希望大家始终绷紧自我防护这根弦，按照居住

地政府的防控措施和中国驻外使领馆的防疫建

议，发扬中华儿女守望相助的优良传统，既做好

自身防护，又携手应对疫情，逐步建立起适应疫

情防控常态化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和商业模式。

广东省侨办将继续积极协助、支持广大海外华侨

华人、留学生和中资企业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留学生此时适合回国吗？”加拿大留学生

代表吴怿凡问道。何剑峰表示，原地不动是最好

选择，若非必要不推荐回国，以减少途中感染风

险。省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杨士芳也持类似观点，

建议若确有必要回国，要做好个人防护，推荐使

用 N95 口罩。

马来西亚华侨翁清玉所在地疫情趋于平缓，

他关心解封后复工复学如何避免疫情反弹？李俊

建议，企业复工复产前成立疫情防控小组，制定

预案，并进行演练。员工最好进行封闭式管理。

事先设置隔离场所，推行分批就餐制，做好工作

场所通风，“每天至少要通风三次，每次半小时

以上”。

互动中多位留学生问及：夏天快到了，疫情

尚未完全平息，是否适合使用中央空调？何剑峰

表示，公寓等人员聚集场所尽量避免使用中央空

调，若确实天气炎热不得不使用，使用时一定要

保持开窗通风，同时关闭回风阀。推荐使用可循

环消毒剂，每周对空调滤芯、管道进行两次消毒。 

两场共约 4 小时视频连线活动，广东省医疗

专家针对华侨华人、中国留学生、中资企业代表

关心的问题进行了耐心解答，视频连线共吸引 2.2

万人在线观看。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广东省委统

战部统筹全省各级涉侨部门积极开展暖侨助侨工

作，紧急筹措防疫物资，并通过设立 24 小时专

线电话、微信群等形式关心、服务海外侨胞，支

援海外侨胞防疫抗疫。（岳桐）

同心抗疫共克时艰，广东视频连线慰问海外同胞

广东今年将为企业减负超 2578 亿 
落地减税降费、加强援企稳岗、破解融资难题、稳定产业链供应链……

复工复产、复商复市、复学复课……初夏时

节的广东，经济社会运行的列车动力全开。

从落地社保减负、加强援企稳岗，到助力中

小企业、破解融资难题，再到稳定产业链供应链、

落地连串减税降费措施，广东扎实做好“六稳”，

全面落实“六保”，贯彻落实全国两会精神，努

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大礼包”：政策助力企业实现利润翻三倍

在东莞市大岭山镇的广东拓斯达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内，到处是高效有序、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

“我们复工复产这么迅速，离不开减税降费政策

落地带来的强力支持。” 拓斯达公司财务总监周

永冲告诉记者，仅 2020 年第一季度，该公司就享

受了社保费减半征收优惠约 50 万元，高新技术企

业所得税优惠 700 多万元。

“作为一家主营工业机器人的高科技企业，

疫情期间，我们和很多企业一样都遇到了资金周

转困难、人工成本居高不下等困难。幸亏有了政

策帮扶，我们才有资金投入人才培育和产品研发。”

资金“活水”奔流而至，拓斯达公司积极加大研

发投入、及时转产防疫设备，一季度净利润增长

近 300%。

“六稳”工作、“六保”任务，摆在首位的

都是就业。而稳就业的前提是稳企业，只有保住

市场主体，才能保住就业源头。自疫情以来，广

东火速推出一系列援企稳岗的真招实招，先后发

布了“复工复产 20 条”、“中小企业金融 18 条”、

“中小企业 26 条”等惠企措施，通过税费减免、

社保减负、就业补贴、降低用工成本和经营成本

等方式，切实减轻中小企业负担。广东税务部门

更是重点发力，在全国率先发布针对性强的“广

东税务十条”，积极响应各类企业特别是疫情防

控等重点行业、重点企业涉税诉求。

广东各项税费优惠政策落地迅速、成效明显。

经初步测算，广东今年将通过减免、补贴、缓缴

等各项财税支持政策为全省企业减负超过 2578

亿元。

“定心丸”：出口退税平均办理时间再缩短

“高效有序、便民利企的退税政策相当于给

我们吃了定心丸。”广州康德斯贸易有限公司财

务结算中心经理郑创彬说。康德斯是一家主要出

口轻工和纺织制品的外贸企业，受国外疫情影响，

面临货运受阻、通关困难、订单减少、客户流失

等问题。广州税务部门知悉后，第一时间在线辅

导企业提交出口退税申请，“随到随审”，1 个

工作日内办结该企业 1100 多万元的退税申请。

“这些退税大大有助于资金回流，巩固和提振了

出口企业的信心。今年我们预计出口总额达 5000

万美元，同比增长 12.50%”。

广东是全国经济大省、外贸大省，“六稳”

工作中的稳外贸、稳外资尤为重要。在疫情全球

蔓延的大背景下，一揽子税收优惠组合拳的落地

正为许多像康德斯这样的外贸企业精准帮扶、“急

速输血”。

例如，广东一季度正常出口退税平均办理时

间缩短至约为 4.5 个工作日，这有利于让外贸企

业资金更快回流。此外，疫情防控期间，广东还

将网上无纸化申报范围临时扩大到全部出口企

业、全部出口退税相关业务。截至目前，网上申

报比例超过 98%。1 月 -4 月，广东共为出口企业

办理出口退税 790.4 亿元。

“及时雨”：打造疏通产业链堵点“利器”

找到五指毛桃等中药材产品后，泰嵘医药副

总经理陈树银松了一口气。受疫情影响，一些上

游中医药产品供应商延迟开工，无法及时供应，

这导致泰嵘缺货，终端便可能会“断粮”。

在一筹莫展之际，陈树银找到了一个“神

器”——广东税务产业链智联平台。“我们通过

这个平台找到了所需的中药材产品，及时满足了

客户需求。我们不仅能在平台上找到供应商，还

能通过这个平台发布富余的产品，供有需求的买

家选择，十分方便快捷。” 陈树银说。

“六保”任务之一便是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力促复工复产达产。只有打通产业链微循环，才

能带动经济运行的大循环。眼下，部分行业仍面

临上下游产销对接不畅等困难。为进一步呵护市

场主体，帮扶中小企业，广东下足精准施策的“绣

花功夫”，通过多种手段解决企业购进难、销售难、

融资难等问题。

广东税务产业链智联平台就是疏通产业链购

销堵点的“利器”之一。4 月 1 日，广东税务产

业链智联平台在全省正式上线。该平台开发了产

品发布、货源寻找、供需磋商、评价反馈等功能，

为产业链供需双方打造了一个双向展示的安全平

台。目前，该平台后台数据库汇集了湖北、广东

两省共计 1000 余万条商品货源信息。

针对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广东也有创新举

措。税务部门与银行部门携手推出“税银互动”

项目，当企业的纳税信用等级符合相应的条件，

就可以申请将纳税信用转化为融资信用，以获得

更优的金融服务。据统计，2020 年第一季度，广

东“税银互动”已向守信纳税人发放信用贷款超

过 177.5 亿元，已服务企业逾 3 万户，90% 以上

的信贷均精准投放给了小微企业。

（莫谨榕 杨锐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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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有着璀璨輝煌的往績，年屆32歲的張繼科仍免不了踏入國
乒生涯的黃昏，在一眾後起之秀已開始擔起大旗下，張繼科縱

使仍留在國乒訓練，不過身份已不再是一線主力，2018年殺入日本
公開賽屈居亞軍已是他近年最好成績。

除了擁有世界頂尖的球技，張繼科的狂放性格亦為球迷留下深
刻印象，撕破衣服、踢廣告板以及親吻頒獎台
等種種出位行為，令他有着“藏獒”的稱號，
雖然張繼科已逐漸淡出賽場，不過球迷肯定還
會懷念這位作風別樹一格的出色球手。

憑藉帥氣外表以及出位性格，張繼科毫無
疑問是國乒最具人氣的球星，近年不時在電視
及網上節目中均能看到他的身影，不過體驗過
“網紅”生涯後，張繼科還是決定回歸乒乓球
圈，退役後從事與乒乓球相關的職業。

網上教球大受歡迎
雖然曾說過自己當不了好教練，不過張繼

科未來還是有可能加入國乒教練團，為國家隊
培育更多新血出力，他認為優秀的教練比好球
手更罕有，劉國梁在他心中定下了作為好教練
的標準，張繼科曾表示自己很難去達到劉國梁
的高度，但此一時彼一時，隨着年齡漸長，張
繼科亦愈發成熟，在網上直播講解乒乓球技巧
大受歡迎，將來加入國乒教練團，與恩師劉國
梁再度並肩作戰已非不可能的事。

東京奧運延期一年，粉碎了國乒名將張繼科在職業

生涯的黃昏再一次“衝奧”的美夢。雖然曾是中國史上

第三位奪得“大滿貫”的男子乒乓球手，年屆32歲的

張繼科亦不得不考慮退役後的出路，帥氣的外表加上狂

放不羈的性格讓他有着進軍娛樂圈的資本，不過張繼科

強調自己會堅持“乒乓人”的身份，掛拍後仍會從事乒

乓球相關事業，甚至有望加入國乒教練團，為培育出更

多“張繼科”而努力。 ■香港文匯記者郭正謙

世界乒乓球職業大聯盟（WTT）
論壇於日前舉行，近兩個小時的線上討
論中，國際乒聯、WTT決策層以及馬
龍、丁寧等運動員代表就世界乒乓球職
業化發展提出意見建議，共商乒乓球運
動未來。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乒乓球國際
賽事尚未恢復。國際乒聯近期成立
WTT，這一機構將自2021年起負責運營
國際乒聯全部賽事，推出包括大滿貫賽
事在內的全新賽事結構。

根據設想，WTT賽事結構包括大
滿貫賽事、冠軍賽、挑戰賽和世界盃決
賽。全新賽事結構將產生多方面積極影
響，包括更多比賽機會、獨立舉辦女子
賽事等，世界一流的電視製作也能為全
球球迷帶來絕佳觀賽體驗。據報，
WTT期待在全球34座城市舉辦賽事，
目前中國已有15座城市表達了辦賽意
願。

馬龍認為，WTT是一個非常大膽
的創新，對於擴大乒乓球的影響力有很
大幫助，他很期待比賽的到來。丁寧則

建議，WTT比賽可以進行更多嘗試，
如混合團體、不同國家和地區的運動員
搭檔參賽，或許能帶來更多不一樣的觀
賽體驗。跟隨國乒正在澳門集訓的馬龍
和丁寧還介紹了隊伍目前的情況。

除馬龍和丁寧外，參加本次論壇的
運動員代表還有日本的張本智和、石川
佳純、尼日利亞的阿魯納、德國老將波
爾以及美國華裔選手張安。圍繞WTT
賽事，運動員就各自關心的話題提出了
問題。 ■新華社

世乒大聯盟論壇共話未來

國際奧委會北京2022年冬奧會協調委員會
8日和9日以視頻形式召開第五次會議。國際奧
委會（IOC）與北京冬奧組委承諾將攜手同
行，通過“高峰到高峰”的方式，在從東京奧
運會進行到北京冬奧會的過程中，共同把握機
遇、應對挑戰。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東京奧運會推遲到
2021年7月舉行，結束後距離北京冬奧會開幕
僅6個月。

國際奧委會官網10日表示，協調委員會聽
取了北京冬奧組委就東京奧運會推遲所做的評
估報告。北京冬奧組委表達了希望確保重大交
付節點避免與東京奧運會“撞車”的強烈意
願，特別是在2021年夏季。

國際奧委會和北京冬奧組委承諾將繼續積
極合作，最大限度減少東京奧運會推遲帶來的

任何影響，同時抓住一切機會助力北京冬奧
會。

“兩屆奧運會相隔半年舉行，這種情況前
所未有。各方承諾將緊密合作，從東京到北
京，通過高峰到高峰的方式，把握機遇、應對
挑戰。”國際奧委會表示。

在日前會議上，國際奧委會副主席、北京
2022年冬奧會協調委員會主席薩馬蘭奇表示，
中國的疫情防控取得了顯著進展，北京冬奧組
委基本恢復到正常工作狀態，儘管遭遇了鮮有
的困境，北京冬奧會依舊持續完成關鍵里程碑
任務。至於北京市副市長、北京冬奧組委執行
副主席張建東說，疫情期間北京冬奧會籌辦工
作做到了工作沒間斷、力度沒減弱、標準沒降
低，接下來將及時研判形勢，及時調整策略，
加強工作創新，妥善應對風險挑戰。 ■新華社

共同應對挑戰
IOC與北京冬奧組委攜手同行

“Project LaX Move”
推動青年投身體育行業

中國好手梁文博在日前的桌球冠軍
聯賽中得1和2負成績未能晉級，止步
16強。

英國政府6月1日起對精英及職業
體育賽事閉門舉辦“開綠燈”，桌球冠
軍聯賽立即在位於倫敦西北米爾頓凱恩
斯的馬歇爾體育館操辦起來。在採取單
循環賽制的首輪小組賽中，梁文博4日
連贏3場挺進16強。其中，這位世界排
名第34位的球員以3：0擊敗了3屆世錦
賽冠軍沙比。

梁文博4日賽後曾說，如果能保持當
日狀態，他將有機會贏得最後的冠軍。
不過，他日前連戰3場未得一勝，最終以
1和2負的戰績小組排名墊底。世界第38
沃拉斯頓2勝1負位列該組第一，晉級決
賽。

奧蘇利雲同告出局
同日出局的還有5屆世錦賽冠軍奧

蘇利雲。雖然“火箭”以3：0和3：1先
下兩城，但最後一場對陣賓咸以0：3落
敗，只能看着同為2勝1負的對手以小組
首名身份出線。奧蘇利雲此次是在組委
會同意他自帶“乾糧”後才決定參賽，
但賽前“自我隔離”24小時等待新冠病
毒檢測結果，讓他表示很難熬。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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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浩然）香港棍網球總會近
日推出“Project LaX Move”計劃推動就業，鼓勵16
至30歲人士投身體育行業。新一期計劃由今年9月至
明年6月舉行，其中多項課程如商務英語、運動市場推
廣、活動管理等，獲得多位體育專業人士主持課程。

“Project LaX Move”計劃由香港棍網球總會聯乘
“飛越啟德”基金會主辦，將於今年9月至明年6月分
兩階段舉行，每階段為期5個月，適合16至30歲人士，
目標每階段收生30人，截止報名日期2020年8月31
日。課程將定於逢星期六舉行，內容包括：活動策劃管
理、運動創傷、運動市場學、教練培訓、裁判培訓等，
旨在發掘學員潛能和為他們提供體育行業的職業培訓。

成功申請報讀及完成課程的人士，將獲得香港棍網球總
會頒發的參與證書、棍網球教練/裁判證書、香港紅十
字會認可之基礎急救護理證書。香港棍網球總會更會在
參與課程的學員中，挑選其中兩位表現傑出的學員，擔
任明年香港棍網球公開賽或暑假一項重要賽事的活動助
理，並頒予港幣2,000元獎學金。

是次計劃更邀請香港多位體壇相關專業人士主持
課程，其中香港浸會大學體育及運動學系副教授雷雄
德博士，將會主講有關體育行業的前景出路以及進修
途徑，而前香港奧運游泳代表、亞運獎牌得主劉彥
恩，以及前香港三項鐵人運動員許煒森將主持運動市
場學的相關課程。

■梁文博未能過關。 新華社

■張建東介紹冬奧籌辦工作進展情況。 資料圖片

■雷雄德將主講體育行業前景出路以及
進修途徑。 資料圖片

■■張繼科擁有大批支持者張繼科擁有大批支持者。。中新社中新社

■■張繼科仍心繫乒乓球張繼科仍心繫乒乓球。。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張繼科常開直播張繼科常開直播
和和““粉絲粉絲””互動互動。。

張繼科微博截圖張繼科微博截圖

■馬龍期待比賽的到來。 新華社

2020年6月11日（星期四）5 新聞體
育

■責任編輯：李鴻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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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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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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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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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20:00 中國緣 生活

20:00-20:30 生活 (重播) 外國人在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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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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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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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2日       Friday, June 12,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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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南
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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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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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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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B1212廣 告
星期五       2020年6月12日       Friday, June 12, 2020

請添加二維碼

疫情期間不打烊／為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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