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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home sales hit 9-1/2-year low; 
price growth c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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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HINGTON (Reuters) - U.S. home sales dropped 
to their lowest level in more than 9-1/2 years in May, 
strengthening expectations for a sharp contraction in hous-
ing market activity in the second quarter follow- ing 
disruptions caused by the COVID-19 pandemic.

The report from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Realtors on 
Monday also showed the smallest annual home price 
increase in more than eight years. The slump in existing 
home sales reflected closings on contracts signed in March 
and April, when nearly the whole country was under lock-
downs to slow the spread of the respiratory illness.

With applications for home loans surging to an 11-year 
high in recent weeks amid record low mortgage rates, May 
was probably the nadir for the existing housing market. 
Data last week showed a sharp rebound in building permits 
in May. But nearly 20 million people are unemployed and 
housing supply remains tight.

“Home sales may bounce with pent-up demand following 
the shutdown of the economy starting in March, but the 
massive scale of job losses and cautious consumers re-
building their savings may limit sales,” said Chris Rupkey, 
chief economist at MUFG in New York. “There is still a 
long road to recovery for the broader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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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 PH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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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UTERS/Steve 
Dipaola

Existing home sales fell 9.7% to a seasonally adjusted annual 
rate of 3.91 million units last month, the lowest level since Oc-
tober 2010. It was the third straight monthly drop. Economists 
polled by Reuters had forecast existing home sales would fall 
3% to a rate of 4.12 million units in May.

Home resales, which make up about 90% of U.S. home sales, 
decreased 26.6% on a year-on-year basis in May, the largest 
annual decline since 1982. There were 1.55 million previously 
owned homes on the market in May, down 18.8% from a year 
ago.

Stocks on Wall Street were trading higher as investors weighed 
stimulus-fueled recovery hopes against an increase in U.S. 
coronavirus infections. The PHLX housing index .HGX was 
little changed. The dollar .DXY fell against a basket of curren-
cies. U.S. Treasury prices rose.

SHIFT TO SUBURBS
Home sales fell in all four regions last month. The NAR said 
with many companies allowing greater flexibility for em-
ployees to work from home amid the COVID-19 pandemic, 
demand for housing was skewed towards single-family homes, 
mostly in the suburbs.

Economists believe the migration to suburbs from city centers 

could ease some 
of the housing 

shortage. A homebuilder survey last week showed strong 
demand in June for single-family homes in inner and outer 
suburbs featuring lower density neighborhoods.

Single-family home sales dropped 24.8% in May from a year 
ago, while multi-family homes plunged 41.4%.

The median existing house price rose 2.3% from a 
year ago to $284,600 in May. That was the smallest 
gain since February 2012. Though single-family home 
prices increased, the median condominium price fell.

“Although demand certainly dropped in March and April due 
to the crisis, supply dropped even more, and has thus far kept 
home prices from declining,” said Mike Fratantoni, chief 
economist at the Mortgage Bankers Association in Washing-
ton. “We expect that home price growth will pick up over the 
summer due to insufficient supply levels
Last month’s slump in home sales, together with a modest rise 
in homebuilding in May, suggested a big drop in residential 
investment this quarter after it grew at its fastest rate in more 
than seven years in the first quarter.

Economists are forecasting residential investment will decline 
at around a 20% annualized rate in the second quarter. That 
would contribute to gross domestic product sinking at as much 
as a 37.5% pace during that period, they s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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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ident Trump attempted to jumpstart
his campaign in Tulsa, Oklahoma last
Saturday with a political rally. In his
almost two-hour long speech, he said
we begin our campaign and the silent
majority is stronger than ever before.
The rally location was just a block away
from a 1921 racial massacre. Most
people who attended did not follow the
rule of the CDC for wearing masks.

In his speech, Trump accused the media
of favoring presumptive Democratic
presidential nominee Joe Biden and
defended his handling of the pandemic.

Today, the White House faces
many political issues including
announcements about former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John
Bolton and Trump’s niece
who have both published books
that level personal attacks on
the president’s reputation.
These books will damage his
election according to the latest
polls. President Trump is
already behind Joe Biden by 11
percent according to the recent
count.

Today we are facing so many challenges
in the world from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to the disputes in many

regions of the globe. As the leader of the
world, this coming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will decide our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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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ace For PresidentThe Race For President
Has StartedHas Started

BUSINESS

Brazil’s death toll from the novel corona-
virus surpassed 50,000 on Sunday night, 
Johns Hopkins data shows.
By the numbers: More than 1 mil-
lion Brazilians have tested positive for 
COVID-19. The country has the world’s 
second-highest number of deaths and 
infections after the U.S., which has re-
ported almost 120,000 people have died 
from the virus and over 2.2 million tested 
positive.
By the numbers: More than 467,600 
people have died from COVID-19 and 
over 8.9 million people have tested pos-
itive worldwide. More than 4.3 million 
have recovered.
•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n-
nounced on Sunday the pandemic’s 
largest single-day increase of confirmed 
coronavirus cases, with more than 
183,000 cases reported in 24 hours.
What’s happening: New Zealand Prime 

Minister Jacinda Ardern said Monday 
returning Kiwis must test negative for 
COVID-19 before they can be released 
from mandatory, 14-day quarantine, af-
ter two more people tested positive. All 
nine active cases are NZ residents new-
ly returned from abroad. The border re-
mains closed to non-residents and there’s 
no community spread.
• China’s National Health Commission 
confirmed 26 new cases on Sunday, 22 
of which were in Beijing. Johns Hop-
kins data shows the country has reported 
more than 85,500 cases. Experts have 
previously cast doubt on China’s figures.
• Spain reopened its borders to Schengen 
Area countries besides Portugal on Mon-
day. The Portugal border will reopen on 
July 1.
• A Spanish official told the BBC the 
country permit British travelers to enter 
the country “freely and without quaran-

tine” from Sunday.
• Major trade group Cruise Lines In-
ternational Association announced its 
members are voluntarily suspending 
trips out of U.S. ports until Sept. 15.
•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Direc-
tor-General Tedros Adhanom Ghebreye-
sus said at a Friday press briefing the 
pandemic is “accelerating.”
• Olympics: The postponement of the 
Tokyo 2020 Summer Olympics was a 
serious economic blow for U.S. Olympic 
and Paralympic athletes and hopefuls.
• Food shortages: The pandemic is mak-
ing it harder to get food and supplies into 
developing countries.
• India has extended its nationwide lock-
down end date to June 30 but relaxed 
some restrictions as cases continue to 
surge. The country has the fourth-high-
est number of cases in the world — more 
than 354,000.
Between the lines: Policy responses to 
the crisis have been every-country-for-it-
self and — in the case of the U.S. and 
China — tinged with geopolitical rival-
ry. But the scientific work to understand 
the virus and develop a vaccine has been 
globalized on an unprecedented scale.
Coronavirus symptoms include: Fe-
ver, cough, shortness of breath, repeated 
shaking with chills, muscle pain, head-
aches, sore throat and a loss of taste or 
smell.
Related
U.S. coronavirus cases are in-
creasing, but deaths aren’t — 
not yet
The number of coronavirus cases in the 
U.S. is on the rise again, but the number 
of daily deaths is still dropping from the 
U.S.’s mid-April peak.
Between the lines: This is likely in part 
because younger people, for now, are 
accounting for a larger share of new in-
fections.
What they’re saying: The falling num-
ber of new deaths are “among other 
things a reflection of improvements in 
medical care, and more diagnosed cases 
occurring in milder disease and young-
er patients as older individuals protect 
themselves better,” former FDA Com-

missioner Scott Gottlieb recently tweet-
ed.

 

The number of coronavirus cases in the 
U.S. is on the rise again, but the number 
of daily deaths is still dropping from the 
U.S.’s mid-April peak.
Between the lines: This is likely in part 
because younger people, for now, are 
accounting for a larger share of new in-
fections.
What they’re saying: The falling num-
ber of new deaths are “among other 
things a reflection of improvements in 
medical care, and more diagnosed cases 
occurring in milder disease and young-
er patients as older individuals protect 
themselves better,” former FDA Com-
missioner Scott Gottlieb recently tweet-
ed.
But: Young people don’t exist in social 
silos; they visit older family members 
and interact with older or sicker cowork-
ers. That means that as these more vul-
nerable groups get the virus, the death 
rate may shoot back up.
• “The death rate always lags several 
weeks behind the infection rate,” top 
infectious disease expert Anthony Fauci 
told me.
• The high number of cases in young 
people is “not surprising,” Fauci added, 
as younger people are more likely to 
engage in riskier behaviors right now. 
“They get infected first, then they come 
home, and then they infect the older peo-
ple. The older people get the complica-
tions, and then they go to the hospitals.”
Details: Officials in southern states are 
becoming alarmed about the number 
of cases in young adults, the New York 
Times reports. Outbreaks in these states 
are being tied to bars and frat parties.
Latest news from the WHO

WHO reports highest single-day 
global increase in confirmed 

coronavirus cases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on Sun-
day reported the pandemic’s largest sin-
gle-day increase of confirmed coronavi-
rus cases, with more than 183,000 cases 
reported in the last 24 hours, according 
to AP.
Why it matters: The staggering num-
ber of new cases underscores the degree 
to which the pandemic is accelerating 
worldwide, not slowing down.

 By the numbers: Brazil, the epicenter 
of the virus in the Southern Hemisphere, 
reported 54,771 new cases, while the 
United States reported 36,617. India re-
ported 15,400 cases, bringing the total 
global case count as of Sunday evening 
to over 8.7 million.
• 461,000 people have died from the 
coronavirus, with more than two-thirds 
of new deaths coming from North and 
South America, per AP.
Between the lines: In the U.S., spikes in 
states like California, Texas, Arizona and 
Florida are a product of both community 
spread and increase in testing.
• President Trump has brushed off the 
surge in cases, stating at a rally on Satur-
day: “When you do testing to that extent, 
you’re going to find more people, you’re 
going to find more cases.”
• However, the growth in testing does not 
fully account for the surge in new cases. 
Michael Osterholm, director of the Cen-
ter for Infectious Disease Research and 
Policy at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warned on Sunday that he does not be-
lieve the epidemic will slow down in the 
summer or fall. (Courtesy axios.com)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World Coronavirus Updates

Data: The Center for System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at Johns Hopkins; Map: 
Axios Visuals

Stay Safe!          Mask On!



A bird sits on a dragon sculpture at a temple during a solar eclipse at Budai 
township, Chiayi county, Taiwan. REUTERS/Ann Wang  

A woman observes a partial solar eclipse on the Mahanakhon Skywalk Glass Tray at the 
King Power Mahanakhon building in Bangkok, Thailand. REUTERS/Athit Perawongmetha    

Revellers shield themselves as they celebrate in the rain near Stonehenge stone circle, despite 
official Summer Solstice celebrations being cancelled due to the spread of the coronavirus, near 
Amesbury, Britain. REUTERS/Toby Melvi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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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ent gestures as he waits with other students of the Cultural High School Class 2020 to receive 
their diplomas during a graduation ceremony in their cars, in Ciudad Juarez, Mexico. REUTERS/Jose 
Luis Gonzalez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pumps his fist as he enters his first re-election campaign rally in 
several months at the BOK Center in Tulsa, Oklahoma. REUTERS/Leah Millis  

Everton fan Speedo Mick watches Everton play Liverpool as play Premier League 
play resumes behind closed doors, in London, Britain. Action Images via Reuters/
Matthew Childs

A tourist swims in the Aqaba Gulf at the Red Sea resort of Sharm el-Sheikh in Egypt. REU-
TERS/Mohamed Abd El Ghany  

People participate in an outdoor yoga class by LMNTS Outdoor Studio, in a dome to facilitate social distancing in 
Toronto, Canada.  REUTERS/Carlos Osor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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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

Weeks into lockdown and with eco-
nomic indicators signaling a deep 
global recession, governments around 
the world are searching for ways to get 
their countries back up and running. But 
emerging from a cocooned state could 
risk a second spike of coronavirus infec-
tions as people start mixing once more.
Among the measures being consid-
ered by governments including Chile, 
Germany, Italy, Britain and the US 
are immunity passports – a form of 
documentation given to those who have 
recovered from COVID-19.
In Chile, which looks set to become the 
first country to put such a scheme into 
action, the so-called “release certificate” 
would free holders from all types of 
quarantine or restriction, Chilean Health 
Minister Jaime Mañalich said in April.
Premature release?
But the idea has proved contentious, 
with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among those voicing criticism. 
The root of the concern for many is the 
unknown degree to which past infec-

tion confers future immunity. Until it is 
understood whether or not people can 
be reinfected with the disease, and how 
long any immunity lasts for, the move 
may be premature.

In Chile’s case, the certificate will 
expire three months after a confirmed 
infected person has recovered. After 

this point, they will be considered 
to have the same risk of infection as 
anyone else. The government hopes the 
certificates will encourage diagnosed 
individuals to report results to the health 
ministry.
The WHO also raises questions about 
the validity of results from some of the 
tests on the market, which it says are not 
sufficiently sensitive or accurate.
False positives could lead people to 
think that they are safe from future 
infection, despite never having had 
the disease. False negatives would 
also mean infected people might fail 
to self-isolate. Advice from the WHO 
is that immunity certificates may in 
fact risk continued transmission of the 
virus, and lead to people ignoring public 
health advice.

 This could be a particular cause for 
concern given a number of recent 
studies have demonstrated that a com-
paratively small population has been 
infected so far, leaving the vast majority 
still vulnerable. Many countries are also 
bowing under the weight of the amount 
of testing required.
Placing a value on recovery
Some experts think enforcing two-tier 
restrictions on who can and cannot 
socialize or go to work also raises legal 
and practical concerns, and that it could 
have the adverse effect of incentivizing 
people to seek out infection to avoid 
being excluded.
And as such existing inequalities could 
worsen. Not least the economic divide, 
potentially exaggerated by some being 
excluded from work when others aren’t.

“By replicating existing inequities, use 
of immunity passports would exacerbate 
the harm inflicted by COVID-19 on 
already vulnerable populations,” Alex-
andra Phelan, a member of the Center 
for Global Health Science and Security 
at Georgetown University, writes in The 
Lancet. Because of this, she says, they 
would be ripe for corruption.
Phelan also says immunity passports 
could risk providing some governments 
with an “apparent quick fix” that could 
result in them failing to adopt economic 
policies to protect health and welfare.
Alongside advances in vaccines and cre-
ating the infrastructure to deliver them, 
investment in testing and tracing is 
seen by many as key to limiting further 
spread of the virus. The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s among the bod-
ies that say this could play an effective 
role in getting people back to work. 
(Courtesy https://www.weforum.org/)
Related
Caution urged following 
dexamethasone trial: WHO 
briefing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held a 
media briefing on 17 June, to update the 
public on the COVID-19 coronavirus 
pandemic; Caution was urged following 
initial promising results in a UK drug 
trial; Dexamethasone has been shown to 
reduce mortality in the most critically ill 
patients.
The WHO welcomes initial promising 
results from the UK RECOVERY trial 
into the use of dexamethasone in treat-
ing COVID-19, said Director-General 
Dr 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 But, 
the organization also urged caution in 
use of the drug.

It’s essential it’s administered under 
close medical supervision, said Dr Mi-
chael Ryan. (Photo Reuters)
The drug - a steriod - was shown to be 
effective in treating the most serious 

cases. It reduces mortality by around a 
fifth for patients receiving oxygen alone, 
and by around a third for patients requir-
ing a ventilator, Dr Tedros explained.
Proceed with caution
Dr Michael Ryan,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WHO’s Health Emergencies 
Programme, also welcomed the results. 
“It’s great news,” he said. “But, it’s part 
of the answer on the clinical side.”
He also cautioned that it’s vital the drug 
is only used under medical supervision 
and not as a preventative measure. “It 
is not a treatment for the virus itself,” 
he explained. It’s important its use is 
reserved for severely ill patients. (Cour-
tesy weforum.org)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What Is An “Immunity Passport” – 
Could A Recovery ID Work?

Governments around the world are considering the use of 
immunity passports to allow a degree of normality to return.

KEY POINTS
Faced with deep recession, governments around the world are considering the use 

of immunity passports to allow a degree of normality to return.
Chile may be one of the first countries to put such a scheme into action.

But the idea is proving controversial.
Inaccurate and insufficient testing could hamper ability to monitor i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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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病例出現之前，天津已連續110天沒有新增本土確診病例。
據天津市衞生健康委員會此前通報，這名22歲的男性患者住在

天津北辰區淮河道淮祥園，發病前14天無外出史，無疑似病例和確
診病例接觸史。他是康萊德酒店西餐廳幫廚人員，西餐廳於5月6日
復工，患者自5月30日後一直從事洗碗工作，其間偶爾會負責清洗冷
凍海鮮食材。

密接者核檢均為陰性
據天津疾控中心消息，截至6月19日15時，全市搜索涵蓋確診

病例家屬、同事、同樓棟居民、同時段用餐/就診/同乘人員、酒店客
人等在內的可疑暴露人群1,137人，經流行病學調查，判定密切接觸
者353例，已採集核酸檢測樣本925人，完成906人，採集血清學樣
本368人，完成368人，目前結果均為陰性。

接觸食材核檢皆為陰性
“排除該病例與入境人員和北京其他中高風險地區人員有任何接

觸和交集後，我們又把目標鎖定到污染的肉類和水產品。”張穎說，
目前，酒店封存的所有肉類、水產品核酸檢測均為陰性。通過酒店所
進貨渠道溯源，又對天津三個批發市場食材及食品包裝進行核酸檢
測，目前結果也是陰性。

工作環境核檢亦呈陰性
張穎分析，除了以上兩個源頭，該病例也可能是被污染的環境感

染。然而，環境核酸檢測目前也是陰性。因此，從目前的溯源來看，
沒有發現該病例的感染來源。“雖然該病例的感染來源目前尚不明
確，但大家不必恐慌和擔心。就天津來說，該病例的密接者已經找
到，都在集中管理範圍之內，目前核酸檢測均為陰性。”

根據天津市防控指揮部發布的消息，即日起離京赴津人員將查驗
核酸檢測證明，無法提供離京前7日內核酸檢測陰性證明的離京人
員，到達目的地後應當立即接受核酸檢測。核酸檢測陽性者及時進行
隔離治療，核酸檢測陰性者在測溫正常且做好個人防護的前提下可自
由有序流動。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帥 北京報道）19
日，北京新增本地確診病例22例、疑似病例4例、
無症狀感染者2例。自11日北京疫情發生以來，新
確診本地病例連續雙位數增長。北京方面最新通
報，截至20日6時，北京已累計採樣229.7萬人。
京內所有快遞小哥、外賣騎手，將全部分批進行核
酸檢測。

官方約談8家醫院
在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發布會上，北

京市委組織部副部長張強介紹，北京市區兩級共
設置採樣場所474個，採樣點位2,083個。核酸
採樣全負荷運行，過去一周，全市核酸檢測採樣
人數從每日8,000人增長到近50萬人，檢測能力
也實現較大幅度提升。

北京大學國際醫院近期報告1例新冠肺炎確
診病例，該病例為醫院急診科護士，在確定為密
切接觸者之前處於工作狀態，引發社會廣泛關
注。北大醫療產業集團總裁宋金松20日介紹，
對全院所有員工進行核酸檢測，已檢測的院內醫
護人員2,669人均為陰性。醫院已安排與確診護
士有密切接觸的員工進行集中隔離，其他員工在
宿舍進行觀察。

受到影響，北京方面約談了中日友好醫院、
北京世紀壇醫院等8家醫院，以及轄內5個區的
政府分管領導和北京市醫管中心負責人，要求各
醫療機構嚴格醫院感染防控措施，加強培訓和自
查，嚴格執行對醫護人員、患者、陪護人員的防
控要求，強化對發熱門診、急診、口腔等重點科
室的管理和監測，以降低醫患人員感染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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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聰、張帥 天

津、北京報道）天津市日前通報 1例本地確診病

例。這位 22歲的患者為某酒店西餐廳幫廚人員，自

述發病前 14天無外出史，無疑似病例和確診病例接

觸史。天津疾控中心副主任張穎在接受央視採訪時表

示，從目前的溯源來看，該病例的感染來源尚不明

確。她透露，天津市疾控中心已經把病毒送往中國

疾控中心病毒病所進行基因測序。以此檢測天津

這一病例感染的病毒和哪一個地區發現的病

毒基因有一定聯繫，根據基因測序結

果再次進行溯源。

香港文匯報訊 據澎湃新聞報道，新冠病毒感染後，患者免疫強度
和持續時間是非常重要的問題，也是決定如何以及何時放鬆社交疏離
政策的關鍵。先前的研究表明，SARS、MERS的抗體至少持續1年。
但來自中國的最新研究發現，新冠病毒SARS-CoV-2感染後的恢復患
者尤其是無症狀患者的IgG抗體水平（意味已感染較長時間，編者
註）和中和抗體在感染後2個月至3個月內開始大比例下降。

以上結論來自北京時間19日刊發於國際權威醫學期刊《自然-醫
學》（Nature Medicine）的研究《對SARS-CoV-2無症狀感染者的臨
床和免疫學評估》（Clinical and immunological assessment of asymp-
tomatic SARS-CoV-2 infections）。研究團隊包括重慶醫科大學黃愛
龍、陳娟、邱景富等。

無症狀者比有症狀者排毒時間長
據報道，重慶醫科大學團隊研究了重慶市萬州區 37 例

SARS-CoV-2核酸檢測陽性但在前14天和住院期間無相關臨床症狀的
無症狀患者。無症狀患者按照政策指定的重慶市萬州區人民醫院集中
隔離。37例無症狀患者中，年齡中位數為41歲（範圍8歲至75歲），
22例為女性。28人與確診的COVID-19患者有過接觸史，其中9人為
武漢居民或在發病前曾到武漢旅遊。
研究者還比較了37名無症狀患者和37名有症狀患者。排毒時間

上，無症狀者比有症狀者更長。排毒時間的定義為從第一個陽性鼻咽
拭子到最後一個陽性鼻咽拭子的間隔。無症狀患者的排毒時間中位數
為19天，排毒時間最短為6天，最長45天。有輕度症狀的感染者排毒
中位時間為14天。無症狀組的排毒時間明顯長於症狀組。

排毒時間非具傳染性時間
不過，研究者指出，可測量的排毒時間並不等同於病毒具有傳染

性的時間，還需要進一步做病毒培養以進行評估。
研究指出，相關研究數據可能表明使用COVID-19“免疫豁免”

政策存在風險，並支持延長公共衞生干預措施，包括社交距離、衞
生、隔離高危人群和廣泛檢測。

京日料店日進200元
“大家先忘了我”

“我現在都不敢發朋友圈了，
恨不得大家先忘了我，別因為三文
魚拉仇恨，”20日，望着空無一人
的店面，位於北京CBD一家五星
級酒店對面的日料店松澤主理人江
山如是說。

在這個寸土寸金的位置，留日歸來的江山一
手打造出備受好評的“深夜食堂”，平時客人絡
繹不絕。她毫不遮掩疫情給她帶來的重大打擊，
“營業額下降了九成，前一陣恢復營業每天只有
5,000元（人民幣，下同）左右的營業額。20日
一天只來了兩個客人，總共消費213元。”

上個星期五三文魚被捲入疫情溯源風波，次
日江山馬上感到重大衝擊，“幾乎沒有客人，到
現在一個星期營業額還不到 2,000 元。”江山

說，目前生鮮供應商即使降價也根本無法出貨。
以他們的店為例，就算壽司品質再好，服務細心
也沒有人來消費。

春節後閉店，江山的店被國企房東免了三個
月房租，三月四月給員工開七成工資，五月是全
薪。“三文魚風波後，很多老食客給我發來消息
詢問進貨來源，我都逐一給他們解釋。我相信這
次困境是短暫的，我會堅持住。”

改變策略 做全熟料理
不過並非所有的日料店都“船小好調頭”

。在北京日料店聚集的“好運街”, 一家名為
“大德酒場”的日料店準備22日起暫停營業。店
方給出的原因是，“北京第二波新冠疫情再次突
然襲來，徹底打亂了整個公司的節奏和部署。
”

大眾點評的數據顯示，從 2011 年到 2020
年，這家日料店每年接待4萬名客人，人均消費
額172元，開業期間小小的地下室創造了6,000萬
元營業額。

值得注意的是，“大德酒場”並非一走了
之。店方介紹說，他們準備打造全新的居酒屋品
牌。優選供應商穩定合作，確保食材安全，此外
出品的食材也改為全熟海鮮料理。

日本駐華大使館的最新調查數據稱，日本料
理店近些年來在中國的數量迅速增加，從2013年
的1萬家增加到2019年的6.5萬家。日本料理連
鎖品牌“山上下”的創始人段金棟告訴香港文匯
報記者說，他最希望三文魚能早日獲得“清
白”。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理 北京報道

京快遞外賣員將全部核檢

��$

■■江山的日料店內門可羅雀江山的日料店內門可羅雀。。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理香港文匯報記者李理攝攝

◀北京的居民排隊等候核酸檢
測。 中新社

▲▲截至截至2020日日66時時，，北京已累計採北京已累計採
樣樣229229..77萬人萬人。。京內所有快遞小京內所有快遞小
哥哥、、外賣騎手外賣騎手，，將全部分批進行核將全部分批進行核
酸檢測酸檢測。。 路透社路透社

自然醫學：
無症狀患者抗體兩三月便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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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夏最不容錯過的日本動畫電影

《無限》已於18號18：00登陸視頻平

臺，與Netflix全球同步播出。該片由

新銳動畫工作室 STUDIO COLORIDO

操刀，“日本青春情感動畫掌門人”

岡田麿裏擔任編劇，集結誌田未來、

花江夏樹等人氣聲優。

本片主要講述了綽號“無限”的

女生笹木美代偶然間得到了壹副只要

戴上就可以變身為貓的面具從而展開

了壹段奇幻經歷。化身有著太陽味道

的可愛貓咪“太郎”的美代與賢人加

深了交流逐漸走進了彼此的內心，但

明明只是為了更加靠近心上人，可自

己與貓之間的邊界卻變得越來越模糊

，在她即將失去人類的身份陷入危機

之時，賢人認出她了嗎？

作為2020年首部與Netflix同步全

球上線的日本動畫電影，《無限》

（又名：想哭的我戴上了貓的面具

）壹經上線便狂攬好評。不少人直

言沒想到有生之年能在國內看到與

Netflix同步全球播出的日本動畫電影

，“影荒了半年終於有新電影可以

看了”“看來二次元市場又多了壹

位戰友”可見大家對本片的上線紛

紛表示了肯定；與此同時，“片子

質量挺好的，女性編劇的視角讓整

個暗戀的情緒更加細膩”“畫面太

美了，隨便壹幀都是壁紙”等評論

體現了本片過硬的品質；“年輕真

好，所有的情感都是那麽純粹”

“好看！影片對於少女心事的描述

太細膩真實了”等評論可見這場有

關青春有關心動的故事讓許多人都

充滿了感觸，引發無數共鳴。

2020 年首部奇幻純愛動畫電影

《無限》（又名：想哭的我戴上了貓

的面具）現已登陸視頻平臺，目前正

在火熱上映中。

動畫電影動畫電影《《無限無限》》熱映熱映
青春少女心事引共鳴青春少女心事引共鳴

6月 18日，由肖飛、滕華濤任總

制片人，滕華濤任藝術指導，天下霸

唱原著章節《鬼市人頭案》改編的網

絡電影《津沽奇譚》在江蘇常州舉行

了開機儀式。據悉，該片有別於《鬼

吹燈》系列的“盜墓”題材，堪稱天

下霸唱最大膽的轉型之作，將奇聞怪

談以虛實結合的方式呈現，並由滕華

濤導演團隊坐陣。

天下霸唱全新IP改編

開機儀式上，肖飛、滕華濤等主

創因疫情原因雖遺憾未能到場，卻遠

程為劇組送上了“開機大吉，安全的

前提下順利完成拍攝”的祝福。導演歐

譚凱現場感慨：“疫情當下，制作電影

的過程可謂是困難重重，但是在總制片

人肖飛、滕華濤以及現場每壹位劇組成

員的信任和支持下，促成了今天順利開

機，希望在大家的努力下，將電影打造

成網絡爆款”。同時，制片人王威也強

調：“拍攝期間，我們嚴格把好疫情防

控的每壹道關口，切實保障每壹位劇組

成員生命的健康安全”。

電影改編自天下霸唱全新IP力作

《我的鄰居是妖怪》——第九章《鬼

市人頭案》，延續《鬼吹燈》作

品精彩離奇的風格，講述了關於

津沽城“羅剎鳥連環殺人案”的

驚險故事。作為國內最具影響力

的IP作家，天下霸唱坦言：“這

次不是寫小說、講故事，都是自

己親身經歷的離奇詭異事件，有

七分真實三分傳奇”，為電影更

添壹層懸疑氣氛，引發眾多粉絲

期待。

滕華濤肖飛聯手
強大幕後班底曝光
原著強大的號召力為電

影吸引了壹批強大的幕後制作班

底，執導電影《失戀 33 天》的

著名導演滕華濤首次進軍網絡電

影行業，擔任本片藝術指導，帶

領導演團隊親自參與制作。向上

影業 CEO 肖飛除了出品過《老

炮兒》《芳華》《前任3：再見

前任》等票房口碑雙佳的院線作品外

，還與天下霸唱多次成功合作大熱網

絡劇及電影《鬼吹燈之牧野詭事》

《牧野詭事之神仙眼》等，此次這對

黃金搭檔的實力將再度展現。

《津沽奇譚》由東陽向上影業有

限公司、上海岸汀文化傳媒有限公司

、北京無限自在文化傳媒股份有限公

司出品，天津貓眼影業有限公司、宿

遷千山影視傳媒有限公司、北京奧米

文化傳播有限公司聯合出品，目前正

在緊鑼密鼓的拍攝中。

《津沽奇譚》開機
滕華濤天下霸唱打造IP爆款

由 钟 青 执 导 ， 南 镇 编 剧 ，

厉 嘉 琪 、 赵 弈 钦 领 衔 主 演 的

都 市 美 妆 治 愈 甜 宠 剧 《 99 分

女 朋 友 》 于 昨 晚 优 酷 视 频 独

播 。 厉 嘉 琪 在 剧 中 挑 战 五 种

精 分 人 格 ， 不 管 是 个 性 时 髦

还 是 甜 美 俏 皮 抑 或 是 霸 气 酷

飒 ， 每 种 风 格 都 驾 驭 地 游 刃

有 余 ， 尤 其 是 诠 释 又 A 又 飒

的 霸 总 形 象 ， 每 一 个 眼 神 都

充 满 了 强 大 的 气 场 ， 如 此 反

差 的 形 象 令 网 友 评 论 ： “ 厉

嘉 琪 也 太 飒 了 吧 ！ ”

《 99 分 女 朋 友 》 讲 述 了 化

妆 师 兼 美 妆 博 主 的 孟 茴 ， 因

小 时 候 的 一 次 意 外 事 故 在 脸

上 留 下 了 一 道 疤 痕 并 患 上 了

应 激 障 碍 症 ， 在 背 负 伤 痕 成

长 时 ， 偶 然 与 化 妆 品 公 司 老

板 沈 亿 相 遇 ， 上 演 了 一 场 爱

与 治 愈 的 甜 蜜 爱 情 之 旅 。

厉 嘉 琪 在 剧 中 饰 演 带 疤 化

妆 师 孟 茴 ， 由 于 患 上 应 激 障

碍 症 造 成 了 “ 精 分 ” 人 格 ，

性 格 时 而 可 爱 俏 皮 时 而 霸 气

飒 爽 ， 可 谓 看 点 十 足 ， 孟 茴

的 首 次 出 场 方 式 更 是 超 飒 超

撩 ， 言 谈 举 止 间 给 人 直 爽 利

落 之 感 。 孟 茴 和 沈 亿 之 间 的

有 着 命 中 注 定 般 的 奇 妙 缘 分

， 却 有 着 微 苦 带 甜 的 爱 情 故

事 亦 十 分 牵 动 人 心 。

据 悉 ， 厉 嘉 琪 凭 借 青 春 言

情 偶 像 剧 新 版 《 流 星 花 园 》

中 的 “ 蒋 小 优 ” 一 角 被 大 众

所 熟 知 ， 在 《 无 法 拥 抱 的 你

第 二 季 》 《 等 等 啊 我 的 青 春

》 等 影 视 剧 中 都 有 着 精 彩 的

表 现 。 目 前 ， 《 99 分 女 朋 友

》 于 6 月 17 日 起 每 周 三 周 四

晚 20 ： 00 在 优 酷 更 新 2 集 ，

让 我 们 一 起 跟 着 孟 茴 感 受 精

分 少 女 的 成 长 之 路 吧 。

《99分女朋友》
厲嘉琪化身精分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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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凌晨曦

粵劇老倌羅家英、龍貫天與陳鴻進不忍戲班
中兄弟為生計徬徨，因此組織“齊心抗疫

興粵劇眾志成城兄弟班”，定於下月4日及5日
晚，假新光戲院大劇場演出《福星高照喜迎春》
及《枇杷山上英雄血》兩齣劇目。20日家英哥聯
袂太太汪明荃（阿姐）、林寶珠、陳咏儀、陳鴻
進、龍貫天、李居明、南鳳和溫玉瑜出席記者會
公布詳情。家英哥身為“兄弟班”發起人，他表
示疫情嚴重得如世界大戰，粵劇界已停工近多個
月，業內人士因沒收入均心情暗淡。他指香港八
和會館共有千多名會員，經常有演出的老倌超過
500人，雖然政府有給予資助，但卻杯水車薪，
所以大家要自救：“我們由3月等到6月，只見
情況愈來愈嚴重也不是辦法，政府下了限聚令，
班主又不肯做，才帶頭跟龍貫天及一班老倌和花
旦去傾先不收人工，只拿一千元衣箱費，賣飛之
後的收入會先分予幕後人員，剩餘的我們有演出
的才去分！希望有50、60人受惠，也帶動其他
戲班再去開班。”

不過，家英哥透露這次搞“兄弟班”演出，
都墊支約10萬元：“我們沒受政府資助，也沒
打算向政府拿錢，這才叫兄弟班。”家英哥更答

謝李居明無條件借出新光戲院作表演場地，惟
“限聚令”座位由一千限制到只能坐400位，幸
好觀眾捧場兩場爆滿。問及政府資助是否足夠？
家英哥認為政府始終要照顧香港700多萬人，已
經盡力做了很多，不能一杯水分給一萬人去飲。

李居明幸獲新光減租
阿姐今次雖然沒參與演出，但她

亦到來支持老公家英哥和“兄弟班”，
她表示有跟多位老倌談過，大家對
於能夠重踏舞台心情特別興
奮，因為可以發揮所長：“其
實亦希望來看戲的觀眾，能
做足防疫措施，做到零感
染，令香港整個社會回復正
常，一切平安，這就是我
的心願！”

另外，李居明有感粵
劇界進入了冰封時期，看到
同業停工、戲院停辦半年也
很難過，幸好得新光業主減
租，所以自己也義不容辭借出
新光戲院讓“兄弟班”演出作
為頭炮，未來會有一連串拯救
粵劇界的大計公布，讓大家都
有工開，作為對粵劇界盡一點
力。不過，李居明亦表示近月
來不少觀眾習慣了在家中收看
免費視頻，慳着荷包不消費，
對買飛入場看粵劇變成零意
慾，這也是個很大的問題，所
以正構思如何能讓觀眾有最大
的喜悅來戲院看演出。

唐麗球當年赴台打工
遇江湖大佬“搶人”

為3子女未來鋪路
陳豪想給每人一間物業

組兄弟班助粵劇同業有工開

羅家英出錢出力開戲
老婆阿姐力撐老婆阿姐力撐

丁噹做隊長收差評落淚 黃曉明指導應更強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阿祖）由於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下，加上政府

“限聚令”規定，每場表演，劇場只能容納四成多觀眾，就是全滿也

要虧本，導致班主們不欲起班，令粵劇戲班工作停頓半年未見復甦，

有見及此，羅家英與龍貫天、陳鴻進等決定組織“兄弟班”於下月演

出兩套劇目，希望令戲班兄弟有工開，20日他們舉行記招公布詳情。

家英哥透露這次組“兄弟班”演出，都墊支約 10萬元（港元，下

同），而門票收入亦會先分給幕後人員，剩下的才分給演出者。

◀ 右起：羅家英、
南鳳與龍貫天將再
合作。

■■ 唐麗球唐麗球((左左))與倪詩蓓與倪詩蓓
((右右))曾一起做過模特兒曾一起做過模特兒。。

■■陳豪選擇穩妥安全的計劃為子女未來鋪路陳豪選擇穩妥安全的計劃為子女未來鋪路。。

▲ 羅家英聯袂太太
汪明荃、林寶珠、陳
咏儀、陳鴻進、龍貫
天、李居明、南鳳和
溫玉瑜出席記者會公
布詳情。

■■汪明荃今次雖然沒參與汪明荃今次雖然沒參與
演出演出，，但她亦到來支持家但她亦到來支持家
英哥和英哥和““兄弟班兄弟班”。”。

■■ 李居明無條件借出李居明無條件借出
新光戲院作表演場地新光戲院作表演場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阿祖）陳豪20日出
席一地產活動擔任嘉賓，其間談及投資之道，
他指自己育有三個小朋友，故也為小朋友打算
將來，投資海外物業是個不錯的選擇，最好是
能買三間海外物業給小朋友名下一人一間。

陳豪坦言供養三位小朋友的開支很大，讀
書的學費又愈來愈貴，所以會選擇一些穩妥安
全的計劃為子女未來鋪路，其中投資房地產和
基金也是穩健的方式。要選海外投資房地產，
陳豪表示在澳洲已有物業，英國則教育方面不

錯可以考慮：“但將來的是未知數，可能仔
女有自己的打算，到時他們會有自己主
見！”會何時送子女出國讀書？他指希望
12、13歲左右，好讓他們打好中文的根
基：“現在太太教子女英文，我就陪他們
跟老師一起學普通話、學寫字，因我自己
都未正式學過。”

開支大劇接劇搵錢
陳豪提到做藝人多數會選擇投資

房地產，因回報比較穩定容易賺錢，
而做生意則有風險，且又要不停燒
銀紙：“都是不熟不做啦，買樓易
掌握一點，我都試過投資股票，
但就做了大閘蟹，所以都是買磚
頭好！”想學任達華於世界各地
都擁有物業？陳豪哈哈笑說：
“五湖四海都有？我只有好幾
嚿（磚頭）啦！還可以吧！”
他又笑言開支大，要努力開
工搵錢，現為《陀槍師姐
2020》埋尾，亦開拍了
《飛虎3》，之後緊接會
開《白色強人2》，能於
疫情下劇接劇，他都好
感恩。

談到 21 日 父親
節，陳豪表示當日開
中夜班，太太陳茵媺
安排了小朋友於早
上為他慶祝，而他
坦言都沒特別要
求：“自己的寶
貝，為我寫個
字，畫張卡已
經好開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阿祖）唐麗球
（波波）19日晚到新城電台接受主持人
倪詩蓓訪問，二人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已相
識，並一起做過模特兒，波波還記得當時
才20歲出頭時，曾到台灣工作，但當年台
灣好黑暗，自己只是“咖喱啡”，有晚跟經
理人公司大班人去的士高，卻遇上一位江湖大
佬說話要帶她出去食消夜“搶人”：“我當然
話不去，但又好驚，後來經理人出來幫手擺平
並叫人送我走！”波波指該的士高很出名，傳聞
開着燈之後會看到地上有很多槍，會否是自己穿
得很性感？她強調並不性感，而且當年還很年
輕，所以沒一班人一起也不敢出入夜店。
談到疫情緩和，政府下的“限聚令”亦逐步放

寬，波波也開始陸續跟朋友敘舊吃飯，其16歲女兒
之前亦從加拿大回港，數天後便要返當地準備開學，
令她很捨不得，至於老公吳毅將即將往內地開工，但
都要先做自我隔離，她笑言老公和女兒均不在身邊，自

己又可以重回自由了。而抗疫的日子，一家三口過得好溫馨，並
未因日對夜對發生摩擦。

波波透露稍後有較多時間，可以重新籌備“慧妍雅集”一年
一度慈善晚宴，身為統籌的她表示由於疫情關係，原定慈善晚宴
在5月舉行，現都被迫延至10月。

■■丁噹認真練舞丁噹認真練舞。。

香港文匯報訊丁噹在《乘風破浪的姐姐》與張雨綺、黃聖依、張萌、劉
芸、吳昕、許飛6人共同組隊，以《艾瑞巴蒂》曲目組，挑戰第一次公演曲目，
在各組自由練習3小時後進行小測試。播出內容中，首日歌唱訓練課，由於丁噹
超強唱功，就被隊友委以重任，推選擔任“隊長”，走馬上任的丁隊長首要任務
就是分配姐姐們該唱哪一句歌詞，她原計劃按演唱順序分配歌詞，但幾位姐姐七
嘴八舌討論，紛紛獻計，再三打斷正欲發言的隊長丁噹，事後丁噹坦言：“之前
沒有擔任隊長帶團的經歷，可能在有效溝通的方面缺乏經驗，所以選擇了不說
話。”在練習過程後，節目對每組進行小測試，《艾瑞巴蒂》組因默契不足，表
現得到“非常差”、“不整齊”的評價，丁噹身為隊長自責落淚。
成團見證人黃曉明在“姐姐們”回訓練室的途中攔住丁噹7人組，善意提

醒：“一般大家都在說話的話，那個真的會的人，就不會說話了。”意指姐姐們
經常在丁噹發言的情況下打斷她說話，讓她無法表達意見，知道丁噹求好心切，
也給予丁噹一個“暖心抱抱”，更用《中餐廳》的名言“我不要你覺得，我要我
覺得”指導她當隊長應強勢一點，因隊員們也非常需要丁噹提出專業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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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個非常非常幸運的人。父母
雖然已年屆92歲和84歲，但並沒有患
上失智症。我相信這主要是歸功於他們
極其活躍的生活方式，他們經常參加各
類活動、音樂會、社交聚會、家庭聚會
、演講、海棠花及盆栽園藝協會的聚會
，每週七天中的五天總是馬不停蹄。我
的父親在40多年前曾經參加過Toast-
masters演講協會，最近他又重拾這個
興趣了！他們的社交生活其實比我還充
實！

我很喜歡看父母玩數獨遊戲，或者
聚精會神地尋找報紙上兩張圖片的不同
之處；當我們共聚天倫時，大家最喜歡
玩的是填字遊戲和紙牌遊戲。雖然目前
他們的認知能力仍然非常良好，但我一
直都在觀察他們有沒有任何喪失記憶的
跡象，當他們錯放眼鏡或者忘記事情時
，究竟是失智症的徵兆還是年邁過程中
的正常現象呢？

我父母的朋友就沒有那麼幸運了。
當他們告訴我“某某阿姨”或“某某叔
叔”患上了失智症或阿茲海默症時，我
總是很難過。單單是在我圈子中的亞裔
朋友及其家人，似乎已經有很多人遇上
失智症的問題。我常在想，亞裔是否特

別容易罹患失智症呢？這究竟是一個突
如其來的病患，還是因為我的年齡已經
到了會有長輩患上失智症的情況呢？

正因如此，我希望能夠把AARP樂
齡會有關失智症的信息和資源廣傳開去
，讓大家可更了解這種病症。不幸的是
，失智症或阿茲海默症都是無法根治的
疾病。

首先，我們需要瞭解失智症和阿茲
海默症之間存在的差異。失智症是一個
廣義的術語，指人的腦功能不可逆轉地
下降。阿茲海默症則是一種特殊的疾病
，指人的記憶和思維能力緩慢而不可逆
轉地被破壞。失智病例中有60%至80%
都是患上阿茲海默症。(aarp.org/health/
dementia/info-2018/difference-be-
tween-dementia-alzheimers)

根據一項研究指出，亞太裔民眾普
遍認為失智症將會隨著年邁過程而來，
而且罹患這種病是一種丟臉的事，甚至
會令家人蒙羞。其實，這種亞洲文化價
值觀影響了失智症的醫療實況。

有關失智症的統計數據十分驚人，
而且每年都在攀升。根據阿茲海默症協
會最新進行的研究數據顯示，2050年
在美國患上失智症的人數估計將達到1,

400萬人，因此失智症對患者和照護者
的影響只會持續增長。亞太裔群的失智
症病發率大致與美國白人的人口數量相
同。

我們急需推廣有關失智症的公共教
育，研發可靠的診斷工具和根治方法。
因此當AARP樂齡會慶祝成立60週年的
同時，我們推出了一項名為“扭轉失智
症”的全新推廣運動，旨在幫助推動新
的診斷工具和治療方法，同時為那些因
失智症而飽受身體、情緒和經濟壓力的
患者和照護者提供教育、支援和希望。
AARP樂齡會在邁入60歲生日之際，為
失智症相關的工作送上一份禮物 --- 投
放6,000萬元給失智症探索基金（De-
mentia Discovery Fund），以啟動預防
和治療失智症的創新研究！

儘管醫學界已經進行了數十年的研
究，至今不僅沒有找到失智症的根治方
法，而且治療症狀的有效方法也很少。
市面上較“新”的一種失智症藥物只能
暫時緩解症狀，而且已經是十多年前獲
得批准的產品。如今，失智症仍然是一
種影響超過600萬美國人民且不治之症
。

根據AARP樂齡會研究部門對消費

者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
，公眾需要更多關於失
智症和腦部健康的教育
。許多人對失智症和阿
茲海默症了解不夠。

• 接近一半的調查
對象錯誤地認為，阿茲
海默症的治療方法是可
以阻止病情惡化的。

• 三分之二的調查
對象說阿茲海默症可以
通過一次測試來診斷，但事實上，診斷
阿茲海默症是一個複雜且需要衆多步驟
的過程。

• 大部分調查對象（59%）認為阿
茲海默症是一種精神病，但事實並非如
此。

• 四分之三的調查對象（75%）認
為記憶力減退是年邁過程中的正常和自
然現象。

我們都曾經試過驟然忘記一些事情
，例如是一個人的姓名或日期，但在一
般情況下，這些記憶會在稍後重新被想
起。但是，忘記自己的住址是一種不正
常的情況，這類型的記憶遺忘可能是患
上失智症的一個預兆，而絕對不是年邁

的正常現象！
腦部健康這個題目對AARP樂齡會

十分重要，因為這也是我們的會員所關
切的焦點所在。他們曾經明確表示，隨
著年齡的增長，腦部健康是他們關注的
首要問題。

欲知更多有關失智症的信息，請瀏
覽 aarp.org/DisruptDementia

作者郭為婉（Daphne Kwok）是
AARP樂齡會多元文化引領亞太裔受眾
副總裁。 她曾是美國總統奧巴馬的亞太
裔顧問委員會長，此前並於 1990 至
2001年擔任美華協會行政總監一職。
與本欄作者聯繫，請電郵 MCL@aarp.
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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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 2020 年獎助學金得主名單揭曉: 

今年的獎學金得獎者總共錄取 29名高中生,12名大學生及 5名青年音樂家。總計發

八萬四仟五百元獎助學金。 

1. 校聯會傳統獎學金，錄取六名，每名一仟元。學業成績獎四名，得獎者是: 鈡兴

佩、余雪婷、纪宇轩、張曉燈。領導才能獎一名：李嘉穎。社區服務獎一名: 陳

冠妤。 

2. RLC基金會助學金，金額共計一萬五仟元。得獎者是：黃美玲 四仟元。佘驊剛、

纵馳宇、黄允恩 每名三仟元。劉家昕 二仟元。  

3. 張東朝先生及夫人紀念獎學金， NSBB Charitable Fund 提供，金額共計一萬二仟

元。得獎者是：王敏菲、Crystal Affam 每名三仟元。劉安格、曾凱筠、Yovanni  

Gamarras Zambrano 每名二仟元。  

4. 休士頓臺北幸安小學校友會獎助學金, 幸安小學同學會提供，金額共計一萬三仟

元。得獎者是：佘崇華、文秋雯、載光彥、Iris Ung 每名二仟元。王荷白，盧達

熙、周国科、 林芋、張睿璇 每名一仟元。 

5. 林瑞發先生紀念獎學金，台灣大學校友林宗生先生為紀念父親林瑞發先生而設，

金額三仟元。得獎者是：薛沛恩。 

6. 劉楊秀鶴女士紀念獎學金，政治大學校友劉旭強女士為紀念母親劉楊秀鶴女士而

設立的，金額三仟元。得獎者是：Sara Garcia。 

7. 舒喬(Joel Schmieg)先生紀念獎學金，台灣大學校友許淑娟女士為紀念先生舒喬

Joel Schmieg 所設，金額四仟元。得獎者是： Melford Spiff-Rufus。 

8. 馬驥驃博士紀念獎學金，銘傳大學校友胡小蓮女士為紀念先生馬驥驃博士所設，

金額三仟元。得獎者是：張舜喬。 

9. 范增瑩女士紀念獎學金，台灣大學校友蔡亞麟先生為紀念夫人范增瑩女士所設。

金額三仟元。得獎者是：社區服務獎  張多多。 

10.  凌坤女士紀念獎學金，台灣大學校友陳碧雲女士為紀念母親凌坤女士而設立，金

額二仟元。得獎者是：Alondra  Duenas。 

11. 顧志慧女士紀念獎學金，淡江大學校友吳曉農先生為紀念夫人顧志慧女士所

設，金額三仟元。得獎者是：Tania Guzman。 

12. 樓迪善將軍及夫人紀念獎學金，台灣大學校友樓一中先生為紀念父母親樓迪善

將軍及夫人所設。金額一仟元。得獎者是：領導才能獎 洪文奇。 

13. 夏元治先生及夫人紀念獎學金，台灣大學校友夏慧芸女士為紀念父母親夏元治

先生及夫人所設。金額二仟元。得獎者是：領導才能獎 樓元杰。 

14. 王財興先生王袁杏月女士紀念獎學金，銘傳大學校友王慧娟女士為紀念父親王

財興先生，母親王袁杏月女士所設，金額一仟元。得獎者是：陳昇平。 

15. 張玉瑩女士紀念獎學金，文化大學校友黄登陸先生為紀念夫人張玉瑩女士而

設、金額一仟元。得獎者是：社區服務獎 陳昇安。 

16. 台北科技大學校友獎學金，國立台北科技大學校友劉素雲女士所設，金額一仟

元，得獎者是：課外活動獎 熊文暘。 

17. 謝文治教授及夫人音樂紀念獎學金，藝術大學校友謝家鳳女士為紀念父母親謝

文治教授及夫人所設。金額二仟元。得獎者是：何力恺。 

 

18. 石山地產音樂獎學金，石山地產, James and Leeshan Birney 莊麗香女士提供、金

額二仟元。得獎者是：曹述恩。 

19. 校聯會華裔青年從政獎學金，金額二仟元。得獎者是：林若雅。 

20. 校聯會華裔青年領導才能/社區服務獎學金，金額二仟元。得獎者是：曾佳平。 

21. 國際臺北大師星秀音樂節獎學金，休士頓臺北幸安小學校友會提供，金額三仟

五百元。得獎者是：五名青年音樂家。 

 

有關獎學金事誼，請洽美南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獎助學金召集人 鄭大展 

281-919-9576。 

 

8. 馬驥驃博士紀念獎學金，銘傳大學校友胡小蓮女士為紀念先生馬驥驃博士所設，

金額三仟元。得獎者是：張舜喬。 

9. 范增瑩女士紀念獎學金，台灣大學校友蔡亞麟先生為紀念夫人范增瑩女士所設。

金額三仟元。得獎者是：社區服務獎  張多多。 

10.  凌坤女士紀念獎學金，台灣大學校友陳碧雲女士為紀念母親凌坤女士而設立，金

額二仟元。得獎者是：Alondra  Duenas。 

11. 顧志慧女士紀念獎學金，淡江大學校友吳曉農先生為紀念夫人顧志慧女士所

設，金額三仟元。得獎者是：Tania Guzman。 

12. 樓迪善將軍及夫人紀念獎學金，台灣大學校友樓一中先生為紀念父母親樓迪善

將軍及夫人所設。金額一仟元。得獎者是：領導才能獎 洪文奇。 

13. 夏元治先生及夫人紀念獎學金，台灣大學校友夏慧芸女士為紀念父母親夏元治

先生及夫人所設。金額二仟元。得獎者是：領導才能獎 樓元杰。 

14. 王財興先生王袁杏月女士紀念獎學金，銘傳大學校友王慧娟女士為紀念父親王

財興先生，母親王袁杏月女士所設，金額一仟元。得獎者是：陳昇平。 

15. 張玉瑩女士紀念獎學金，文化大學校友黄登陸先生為紀念夫人張玉瑩女士而

設、金額一仟元。得獎者是：社區服務獎 陳昇安。 

16. 台北科技大學校友獎學金，國立台北科技大學校友劉素雲女士所設，金額一仟

元，得獎者是：課外活動獎 熊文暘。 

17. 謝文治教授及夫人音樂紀念獎學金，藝術大學校友謝家鳳女士為紀念父母親謝

文治教授及夫人所設。金額二仟元。得獎者是：何力恺。 

 

美南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 2020 年獎助學金得主名單揭曉: 

今年的獎學金得獎者總共錄取 29名高中生,12名大學生及 5名青年音樂家。總計發

八萬四仟五百元獎助學金。 

1. 校聯會傳統獎學金，錄取六名，每名一仟元。學業成績獎四名，得獎者是: 鈡兴

佩、余雪婷、纪宇轩、張曉燈。領導才能獎一名：李嘉穎。社區服務獎一名: 陳

冠妤。 

2. RLC基金會助學金，金額共計一萬五仟元。得獎者是：黃美玲 四仟元。佘驊剛、

纵馳宇、黄允恩 每名三仟元。劉家昕 二仟元。  

3. 張東朝先生及夫人紀念獎學金， NSBB Charitable Fund 提供，金額共計一萬二仟

元。得獎者是：王敏菲、Crystal Affam 每名三仟元。劉安格、曾凱筠、Yovanni  

Gamarras Zambrano 每名二仟元。  

4. 休士頓臺北幸安小學校友會獎助學金, 幸安小學同學會提供，金額共計一萬三仟

元。得獎者是：佘崇華、文秋雯、載光彥、Iris Ung 每名二仟元。王荷白，盧達

熙、周国科、 林芋、張睿璇 每名一仟元。 

5. 林瑞發先生紀念獎學金，台灣大學校友林宗生先生為紀念父親林瑞發先生而設，

金額三仟元。得獎者是：薛沛恩。 

6. 劉楊秀鶴女士紀念獎學金，政治大學校友劉旭強女士為紀念母親劉楊秀鶴女士而

設立的，金額三仟元。得獎者是：Sara Garcia。 

7. 舒喬(Joel Schmieg)先生紀念獎學金，台灣大學校友許淑娟女士為紀念先生舒喬

Joel Schmieg 所設，金額四仟元。得獎者是： Melford Spiff-Rufus。 

(本報凱蒂報導) 對於咱們華人來說
，從今年初開始，受到疫情的衝擊，在
家料理三餐的機會比起以往多了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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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號稱 「真正的」國際超市舒客超市
(Souq International Markets)在6月開始試

營運(Soft Opening)，不僅以實惠的價格
進入市場，防疫措施也做得相當不錯。

一站就能搞定所有需要的用品
店東家表示，店內有超過六成是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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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選擇吸引顧客上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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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電 話
832-680-2888。地址是 1525 S. Mason
Rd., Katy, TX 77450。

KatyKaty 「「舒客超市舒客超市」」開始試營運開始試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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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樂活動中心長樂活動中心 溫馨送餐到府溫馨送餐到府
周到的安全措施周到的安全措施 方便老人家用餐方便老人家用餐

(本報休斯頓報導) 隨著新冠疫情的
擴張，對不同年齡層的人都有很大影響
，生活習慣重新被調整，尤其是對老人
家而言，老人家屬於高危險群，免疫力
比較弱，特別需要謹慎小心，因此，許
多平時習慣在活動中心活動的老人家，
現在大多都待在家中避疫。 「長樂活動

中心」的負責人潘小姐表示，長樂關心
老人家的每日生活起居，目前已經開始
送餐到府的服務，司機們平時都和老人
家成為好朋友了，每天一方面送餐到府
，另方面也向老人們問安，與長輩們溫
馨互動。

潘小姐進一步說明，自從新冠疫情

爆發之後，不少原本住在公寓的長輩們
都回到子女家中居住，在糖城附近，如
果老人家們有需要，可以聯繫 「長樂活
動中心」送餐，因為子孫們需要工作，
如果有送餐到府，對老人家會方便許多

。
長樂活動中心的員工在中心均按照

政府規定，戴口罩、手套、保持安全距
離。老人家們在家門口放個盒子，司機
會把餐直接放到盒子中，按門鈴告知，
老人們再從盒子中拿餐，沒有直接的接
觸，既安全又方便。

「民以食為天，食以安為先」。長
樂活動中心所準備的飯菜，都會考量老
人家的營養與喜好，並且在同時間內供
應多人享受熱食，還必須要注意衛生與
安全，方方面面都需要照顧到，希望讓
長輩們享用平時吃慣的餐飲。

長樂活動中心(Wellcare Senior Cen-
ter)位於密蘇里市（Missouri City ），是
一個多元性的年長者健康活動中心，環
境清幽舒適，工作人員都非常友善。在
疫情爆發之前，這裡就像一個大家庭似
的，讓退休的銀髮族們在此交流互動，
認識新朋友，也組織各種活動與課程，

讓長者們鍛鍊身體、娛樂心境，還有接
送服務，帶長者們去看醫生、外出購物
、與郊遊，參加的長者們均給予極高評
價。

現在雖然老人家們居家避疫，仍然
可以享受長樂活動中心提供的送餐服務
。

長樂活動中心(Wellcare Senior Cen-
ter) 的 地 址 是: 3250 Williamsburg Lane,
Missouri City, TX 77459，歡迎長者加入
會員。連絡電話：281-208-77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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