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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鴻源專欄

        從颱風、地震、高雄氣爆到這次的武漢肺
炎，雖然每種災害的型態不同，準備和反應的時
間也不太一樣，但運作邏輯大同小異。其中有一
個共同點就是，這些都是複合式災害，都跨了許
多不同的部會及專業。正值武漢肺炎引發國人恐
慌之際，我雖然不是防疫專家，但願意從過去建
立防颱指揮系統的經驗，提供政府及國人一個面
對問題的思考方式及可能的解決方向。
       面對每一個種災害，在災害即將發生前即要   
先擬定好幾個可能預案。以此次武漢肺炎為例，
當武漢爆發類似SARS 的疫情，又臨近過年的春
運及台商返鄉潮，我們就必須根據過去台灣經歷
SARS風暴的經驗，預判台灣將無法倖免，何時疫
情會傳至台灣？會有多少人感染？分析幾種可能
的情境，再決定用哪一種情境做準備工作。同時
隨著疫情的演變，隨時檢討修正方向。
        同時成立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確認由哪個部
會主政，那幾個部會配合？此次疫情根據災害防
救法，應由衛福部主導並邀集相關部會組成，例
如負責邊防出入境的內政部、營運大眾運輸系統
的交通部，以及最可能成為群聚感染源的學校主
管單位教育部等等，並請相關部會提出防疫應變
計劃，送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檢討匯整。同時組織
一群有實預經驗不同領域的專家，擔任指揮官的
諮詢對象。
       舉例來說，全國學校為數眾多，從幼兒園到
大學，因為學生的年齡、人數和活動方式的不
同，應該有不同的因應措施。然後評估各級學校
有沒有能力執行，如果沒有能力執行，其他部
會或民間團體如何介協助？各級交通單位有沒
有能力執行防疫相關工作？機場及港口相對管
制嚴密，但高鐵、公車及捷運等運輸系統是開放
式的，防範相對困難，交通單位有能力獨力完成
嗎？如果沒有，誰能來協助？
接下來根據所擬預案，盤點現有物資，以及未來
需要的物資數量。包括口罩、酒精及相關消毒藥
水等民生物資，民間、政府、國軍等不同單位各
自掌握的數量，如有不足，應擬定採購或製造方
案。同時擬定分配機制，將物資有效率的送到需
要人或單位的手上。

        硬體方面，有多少有能力救治武漢肺炎病患
的醫院、合格的醫療人員、合格的救護車及足夠
的藥品等等，乃至於萬一疫情擴大或是有進一步
隔離需要，政府或是國軍又能騰出多少空間和營
舍，而這些物資、設施又座落在哪裡？
        在盤整物資的同時，擬定名項標準作業程
序，設計實際操作流程。諸如疑似感染病患發現
之後該怎麼辦、送到哪裡能獲得最適當治療等
等。確診病患相對容易處理，更該注意的是自主
管理者須經過十四天的居家隔離，這十四天是空
窗期，要有一套完善的居家管理程序，更要有人
能指導他做居家管理，例如在隔離期間要做什
麼、家人能做或不能做什麼、有沒有人送餐，如
何送？乃至於送餐費用由那個單位支付。甚至是
當有人出現嚴重的恐慌反應，要到哪裡去尋求協
助，或是由誰來進行諮商，這些都要納入考量。
        因為現階段雖然疫情控制得當，但一旦爆發
社區感染，以國內現有的防疫人員必然不足，若
找警察、軍人或志工填補缺口，這些人必須有一
定的防疫常識及設備，誰來提供？誰來訓練？否
則只會讓更多人暴露在危險中。
        在此特別要提醒的是，在最近這一段時間，
已經有很多學校校長反應，學校沒有儲備酒精、
口罩，沒有專業知識，更沒有足夠的醫護人力支
援。開學後，各級學校成為人潮聚集地，每天有
來自各地的老師和學生進出，老師也不具備防護
觀念，遑論專業防疫知識。請問面對開學在即，
學校準備好了嗎？若是還沒有，由那個單位協助
學校做好準備？
       單是最簡單的「消毒」，以往多借重國軍化
學兵支援進行小規模區域消毒，但當全國有上萬
所大小規模的學校即將陸續開學，該如何做好消
毒？又該多久消毒一次？消毒器具和資材所需數
量是否要提前做好準備？全都需要事先進行規
劃。
       另外全球疫情若無法在短期間穩定下來，勢
必對經濟帶來巨大的衝擊，財政部及經濟部應即
早因應。我們有近兩百萬人在大陸工作或就學，
這些人要如何撤回來？撤回來如何安置？他們如
果短期無法回去就學或就業，誰來協助他們？

        面對颱風侵襲可能造成的災害，科技部防災
研究所會做許多專業研判，讓我們能更精準的預
測，並有更多時間做好準備，但對疫病、尤其是
新興疫病，全世界都在摸索，也因為要在摸索中
應變，在不熟悉中作戰，處理上就要非常有彈
性。
       指揮官面臨的一個更大的挑戰就是媒體，媒
體的偏頗報導甚至錯誤的訊息，會給指揮官帶來
龐大的壓力，甚至做出錯誤的決策。因此過去在
防颱應變時，我們會定期發佈官方資訊，並隨時
注意媒體報導的正確性，如有不正確隨時要求更
正，以免造成公務員的壓力及民眾恐慌。以日本
為例，重大災變時只有NHK 可以對外發佈官方資
訊。這點提醒政府注意，並拜託媒體自制。
        以二〇〇三年的SARS為例，台灣就因為措
手不及而付出慘痛代價，武漢肺炎蔓延至今，政
府千萬不要再錯過準備的黃金時間，我們需要準
備好的是物資、專業知識和常識，能力和人力都
要做好盤點。勿恃敵之不來，而是「恃吾有以待
之」，永遠是面對災難時最好的態度。

防疫是場複合式的防災作戰

前內政部長 李鴻源

（本報記者黃梅子）iTalkBB好戲連臺！由肖央編劇、導
演並主演的現代都市神仙喜劇電影《天氣預爆》曝光“我是
神仙”版預告及海報。預告
中，馬樂（肖央飾）作為遠
近聞名的心理幹預大師，遭
遇一幫自稱雷神仙翁的病患
，一邊賺的盆滿鍋滿，一邊
也遇到了不少的煩心事，人
和“神仙”都快急了眼。天
馬行空的故事設定引發不少
人的好奇。預告中杜鵑、常
遠、小沈陽、嶽雲鵬、王小
利、衣雲鶴的另類出場也
“驚嚇”到大家，反差的人

物形象吊足了觀眾的胃口。電影《天氣預爆》將於iTalkBB上
映，不可錯過收看！

iTalkBBiTalkBB好戲連臺好戲連臺！！

本報記者黃梅子報導本報記者黃梅子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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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易女史在世華工商婦女會作衍易女史在世華工商婦女會作
「「20202020流年風水流年風水」」 免費講座免費講座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

衍易老師衍易老師（（左三左三 ））與世華工商婦女與世華工商婦女
會成員合影會成員合影。。旁為旁為 「「世華世華」」 會長洪會長洪

良冰良冰（（右三右三）。）。

衍易老師衍易老師（（中中））演講畢演講畢，， 「「世華世華」」 會長洪良冰會長洪良冰（（右四右四））贈送贈送
紀念品紀念品。（。（左四左四 ））為為 「「世華世界總會世華世界總會」」 會長黎淑瑛會長黎淑瑛。。

全場觀眾全神貫注聆聽演講全場觀眾全神貫注聆聽演講。。

全場觀眾全神貫注聆聽演講全場觀眾全神貫注聆聽演講。。衍易老師細心講解沖太歲時衍易老師細心講解沖太歲時
間及空間上的涵義間及空間上的涵義。。

世華會長洪良冰世華會長洪良冰（（中立者中立者 ））介紹主講介紹主講
人衍易老師人衍易老師。。

衍易老師衍易老師（（後排左二後排左二））與與（（世華工商婦女會世華工商婦女會））會長洪會長洪
良冰良冰（（後排右二後排右二））等人合影等人合影。。

衍易老師衍易老師（（前排左二前排左二））與與 「「世華工商婦女會世華工商婦女會」」 會長洪良冰會長洪良冰（（前排前排
右二右二 ））世界總會長黎淑瑛世界總會長黎淑瑛（（前排左一前排左一 ））及僑教中心副主任楊容清及僑教中心副主任楊容清
（（前排右一前排右一 ））及世華工商婦女會成員在演講前合影及世華工商婦女會成員在演講前合影。。

（（休士頓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 ））衍易老衍易老
師上周日在師上周日在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
協會美南分會協會美南分會」」主辦的講座中主講主辦的講座中主講《《
20202020 年流年風水年流年風水 》，》，讓大家對今年讓大家對今年
的風水能做好調整的工作的風水能做好調整的工作，，以收趨吉以收趨吉
避凶的效果避凶的效果。。

衍易老師首先從中華文化與哲學衍易老師首先從中華文化與哲學
的基本概念談起的基本概念談起：：中華文化中華文化 ll 與哲學與哲學
中中，，永遠包含天永遠包含天、、地地、、人三個部分人三個部分。。
日月星辰為天日月星辰為天，，在上在上；；山川河嶽為地山川河嶽為地
，，在下在下。。而我們身為萬物之靈的人而我們身為萬物之靈的人，，
就在天地之間就在天地之間。。衍易老師說衍易老師說：：風水也風水也
需分天地人三個部分來看需分天地人三個部分來看。。房子本身房子本身
的風水的風水，，為為 「「地地 」」，，個人所需的風水個人所需的風水
，，為為 「「人人」」,, 而跟隨時間推移推移的而跟隨時間推移推移的
流年風水流年風水，，為為 「「天天 」」，，屬於屬於 「「天天 」」
的風水每年改變的風水每年改變，，也就是一般人所謂也就是一般人所謂
的的 『『流年風水流年風水 』』。。

衍易老師介紹當天演講的重點衍易老師介紹當天演講的重點，，
為介紹為介紹：：一一，，庚子年的太歲庚子年的太歲。。二二，，庚庚
子年的財富方位子年的財富方位。。三三，，庚子年吉氣強庚子年吉氣強
旺方位旺方位。。四四，，庚子年煞氣最重方位庚子年煞氣最重方位。。
五五，，生一個鼠娃娃生一個鼠娃娃。。

而什麼是風水而什麼是風水?? 「「風風」」是是 「「不可不可
見的流動見的流動」」，， 「「水水」」是是 「「可見的流動可見的流動
」」。。即人類居住環境中即人類居住環境中，，各種可見與各種可見與
不可見的不可見的 『『質質 』』與與 『『波波 』』的流動的流動，，
對人所造成的影響對人所造成的影響。。因此因此，，風水的三風水的三
個層面個層面，，包括包括：：時間風水時間風水（（天天 ），），人人
的風水的風水（（人人），），空間風水空間風水（（地地）。）。

談到風水的三個層面之談到風水的三個層面之 「「空間風空間風
水水」」，，即房子本身的風水即房子本身的風水，，包括包括：：房房
子外在環境子外在環境。。房子內部的格局房子內部的格局，，及房及房
子的門窗子的門窗。。而而 「「人的風水人的風水」」則指個人則指個人
對風水的需求—對風水的需求— 「「一個人的佳餚美酒一個人的佳餚美酒
，，可能是另外一個人的穿腸毒藥可能是另外一個人的穿腸毒藥。。」」
（（希臘諺語希臘諺語 ），），而而 「「人的風水人的風水」」指指
「「個人對風水的需求個人對風水的需求，，取決於取決於：：命命

卦卦// 性別性別// 年齡年齡// 身心狀態身心狀態 //本人在家本人在家
中的位置中的位置（（親屬關係親屬關係 ））// 生活的重點生活的重點
與目標與目標// 從事的行業從事的行業。。

而而 「「時間風水時間風水」」（（ 天天 ），），主觀主觀
的時間的時間-- 主人的年齡主人的年齡：：不同年齡不同年齡，，對對
風水的需求不同風水的需求不同。。房子的年齡房子的年齡。。而客而客
觀的時間觀的時間：：則指則指 「「時間本身的流逝時間本身的流逝」」
。。如如：：天行健天行健。《。《易經乾卦易經乾卦》；》；天何天何
言哉言哉？？ 四時行焉四時行焉。《。《論語陽貨論語陽貨》》風水風水
輪流轉輪流轉。《。《民間俗語民間俗語 》。》。
另外另外，，不同派別時間風水不同派別時間風水：：如三元九如三元九
運運：：大循環一百八十年大循環一百八十年，，小小 循 環循 環
二十年二十年。。河圖五運河圖五運：：每六十年一個循每六十年一個循
環環。。民間流傳民間流傳：：十年風水輪流轉十年風水輪流轉。。

衍易老師提到最簡明的時間風衍易老師提到最簡明的時間風
水水，，是指是指：：每一年每一年，，因為時間因為時間（（天天
））改變改變，，造成空間氣場改變造成空間氣場改變（（地地 ））
；；這些改變這些改變，，對住在這個氣場裡的對住在這個氣場裡的
人人（（人人 ））所造成的影響—這是所造成的影響—這是 「「流流
年風水年風水」」。。而構成流年風水的要素而構成流年風水的要素
，，其理論基於流年飛星其理論基於流年飛星。。飛星成員飛星成員
：【：【 紫白九星紫白九星】，】，飛星位置飛星位置：【：【 洛洛
書書 】。】。
流年飛星的流年飛星的【【成員成員 】】包括包括：：
··一白一白（（貪狼貪狼 ））水星水星。（。（天樞天樞 ））
··二黑二黑 （（巨門巨門））土星土星。（。（天璇天璇 ））
··三碧三碧（（祿存祿存 ））木星木星。。 （（天璣天璣））
··四綠四綠 （（文昌文昌））木星木星。。 （（天權天權 ））
··五黃五黃（（廉貞廉貞 ））土星土星。。 （（玉衡玉衡 ））
··六白六白（（武曲武曲 ））金星金星。。 （（開陽開陽 ））
··七赤七赤（（破軍破軍 ））金星金星 。。 （（搖光搖光））
··八白八白（（左輔左輔 ））土星土星。。
··九紫九紫 （（右弼右弼 ））火星火星。。
衍易老師特別指出流年飛星中的五衍易老師特別指出流年飛星中的五
顆吉星為顆吉星為：：
··一白一白 （（貪狼貪狼））水星水星，， 又稱桃花星又稱桃花星
。。
··四綠四綠 （（文曲文曲））木星木星 ，，又稱文昌星又稱文昌星
。。
··六白六白 （（武曲武曲））金星金星 ，，又稱貴人星又稱貴人星。。
··八白八白 （（左輔左輔 ））土星土星，，又稱又稱 正財星正財星。。
··九紫九紫（（右弼右弼 ））火星火星 ，，又稱喜慶星又稱喜慶星 。。
（（三白加一紫三白加一紫，，故又稱紫白飛星故又稱紫白飛星 ））
而流年飛星中的四顆凶星為而流年飛星中的四顆凶星為：：
··二黑二黑（（巨門巨門 ））土星土星，，又稱病符星又稱病符星。。
··三碧三碧 （（祿存祿存 ））木星木星，，又稱是非星又稱是非星。。
··五黃五黃 （（廉貞廉貞 ））土星土星，，又稱帝王星又稱帝王星 。。
··七赤七赤 （（破軍破軍 ））金星金星，，又稱盜賊星又稱盜賊星。。
衍易老師說衍易老師說：：飛星的吉凶與強弱飛星的吉凶與強弱，，隨隨
時間政變時間政變：：
即飛星每年飛臨的宮位即飛星每年飛臨的宮位（（空間空間 ））不同不同
，，同駐的同駐的（（大運星大運星））不同不同
··吉凶的性質有可能改變吉凶的性質有可能改變。。··吉星吉星，，在在
某些年會帶有凶性某些年會帶有凶性。。
··凶星凶星，，有時候也會沾染喜氣有時候也會沾染喜氣。。
··力量的強弱也會改變力量的強弱也會改變。。··飛星力量的飛星力量的
強弱並非每年相同強弱並非每年相同。。

至於流年風水的作用至於流年風水的作用（（重要性重要性））
，，衍易老師說衍易老師說：：好風水是礮竹好風水是礮竹、、煙火煙火
，，壞風水是砲彈壞風水是砲彈、、炸藥炸藥。。風水的優點風水的優點
與缺點與缺點，，不發作不是無效不發作不是無效，，是時間沒是時間沒
有到有到。。流年風水是一枝香流年風水是一枝香。。而流年風而流年風
水水（（時間時間））的特色的特色：：11，， 對對（（地地 //人人
））風水的優點風水的優點，，錦上添花錦上添花。。22，，對對
（（地地//人人））風水的缺點風水的缺點，，落井下石落井下石。。33
，，當時間改變當時間改變，，風水影響力跟著改變風水影響力跟著改變

。。時效最短時效最短，，影響最顯著影響最顯著。。
二二、、流年風水涵蓋的時段流年風水涵蓋的時段：：流年風水流年風水
，，從何時開始從何時開始？？ 到何時結束到何時結束？？

華人使用三種不同的曆法華人使用三種不同的曆法：：陽曆陽曆
（（西曆西曆，，根據太陽的運行根據太陽的運行 ），），陰曆陰曆
（（舊曆舊曆，，根據月亮的運行根據月亮的運行），），陰陽合陰陽合
曆曆（（農民曆農民曆，，根據廾四節氣根據廾四節氣））

農民曆中的二十四節氣農民曆中的二十四節氣：：包括包括
（（春季春季））立春立春、、雨水雨水、、驚蟄驚蟄、、春分春分、、
清明清明、、穀雨穀雨。（。（夏季夏季 ））立夏立夏、、小滿小滿、、
芒種一芒種一、、夏至夏至、、小暑小暑、、大暑大暑（（秋季秋季））
立秋立秋、、處暑處暑、、白露白露、、秋分秋分、、寒露寒露、、霜霜
降降（（冬季冬季））立冬立冬、、小雪小雪、、大雪大雪、、冬至冬至
、、小寒小寒、、大寒大寒。。中國在漢武帝時已有中國在漢武帝時已有
完整的二十四節氣完整的二十四節氣。。而風水命理採用而風水命理採用
的曆法是陰陽合曆的曆法是陰陽合曆（（農民曆農民曆，，二十四二十四
節氣節氣））風水命理的年風水命理的年：：從這一年的立從這一年的立
春春，，到下一年的立春之前一分鐘到下一年的立春之前一分鐘。。
庚子流年風水的特點庚子流年風水的特點：：

一一，，庚子年的太歲庚子年的太歲：：太歲其實不太歲其實不
是凶神是凶神，，犯太歲的人包括犯太歲的人包括：：沖太歲沖太歲
（（屬馬屬馬vsvs鼠年鼠年 ））值太歲值太歲（（屬鼠屬鼠vsvs鼠年鼠年
））又稱又稱 「「坐太歲坐太歲」」；；刑太歲刑太歲（（屬兔屬兔vsvs
鼠年鼠年）；）；破太歲破太歲（（屬雞屬雞vsvs鼠年鼠年）；）；害害
太歲太歲（（屬羊屬羊vsvs鼠年鼠年）。）。

太歲的二重涵義太歲的二重涵義：：太歲代表時太歲代表時。。
太歲也代表空間太歲也代表空間。。每個太歲方每個太歲方，，1515度度
。。··時間時間（（生肖生肖 ））上的冲太歲上的冲太歲：：庚子庚子

年鼠年年鼠年，，沖太歲是沖太歲是
馬馬。。··空間上沖太空間上沖太
歲歲：：庚子年太歲方庚子年太歲方
在北方在北方，，沖太歲的沖太歲的
歲破方在南方歲破方在南方。。

風水上太歲方風水上太歲方
的三個忌禁的三個忌禁：：AA，，

太歲頭上不能動土太歲頭上不能動土。。BB，， 太歲可坐不太歲可坐不
可向可向。。CC，，向太歲不可打官司向太歲不可打官司。。都與都與
「「歲破歲破」」多少有關多少有關。。

因此因此，，有關動土的注意事項有關動土的注意事項：：避避
免在太歲免在太歲//歲破歲破//三煞所在的方位三煞所在的方位··打地打地
基基、、挖游泳池挖游泳池、、種大樹種大樹。。··在家裏敲在家裏敲
敲打打敲打打，，裝潢換瓦裝潢換瓦。。··如果必須要做如果必須要做
，，不要從這裡開始不要從這裡開始。。

太歲可坐不可向太歲可坐不可向，，住宅向太歲坐住宅向太歲坐
歲破的人家歲破的人家：：下列家人絕對不要睡在下列家人絕對不要睡在
歲破方歲破方：：年紀很小或很老的人年紀很小或很老的人，，健康健康
情況很差的人情況很差的人，，生肖沖太歲的人生肖沖太歲的人。。這這
一年最好不要打官司一年最好不要打官司。。

另外另外，，太歲可坐不可向太歲可坐不可向。。當正財當正財
星星（（八白土星八白土星））落腳西北落腳西北。。正財正財：：是是
指家庭中固定的收入指家庭中固定的收入。。正財八白土星正財八白土星
落腳西北落腳西北，，使使20202020年西北氣場強旺年西北氣場強旺。。
多利用西北宮多利用西北宮，，有助於獲得穩定的收有助於獲得穩定的收
入入，，對男主人特別有利對男主人特別有利。。

庚子年偏財星庚子年偏財星（（六白金星六白金星 ））落腳落腳
東南東南。。偏財偏財：：指不固定的收入指不固定的收入。。如佣如佣
金金、、小費小費、、買賣股票的收入買賣股票的收入。。流年六流年六
白金星與大運七赤金星落腳東南白金星與大運七赤金星落腳東南。。雙雙
金克木金克木，，雙星剋宮雙星剋宮，，靠偏財收入的人靠偏財收入的人
，，庚子比較辛苦庚子比較辛苦，，但是有機會多勞多但是有機會多勞多
獲獲。。

庚子年流水財星庚子年流水財星（（一白水星一白水星））落落
腳東北腳東北。。流水財流水財：：指買進賣出指買進賣出，，流動流動

性的錢財性的錢財；；開店做買賣開店做買賣，，賺取流水財賺取流水財
。。一白水星落腳東北一白水星落腳東北，，東北為上東北為上，，一一
白為水白為水，，水在土中流動水在土中流動，，容易乾涸容易乾涸。。
因此因此，，開店做買賣的人開店做買賣的人，，庚子年要保庚子年要保
持機動性持機動性，，見好就收見好就收，，不可貪求不可貪求。。
另外另外，，西北氣場西北氣場：：輔弼雙至輔弼雙至。。庚子年庚子年
最當紅的星最當紅的星：：八白左輔星八白左輔星。。庚子年待庚子年待
起的新星起的新星：：九紫右弼星九紫右弼星，，因此因此，，西四西四
命的人命的人，，坐臥活動的首選方位坐臥活動的首選方位：：西北西北
方方。。

中宮氣埸中宮氣埸：：旺土生金旺土生金。。因此因此，，從從
事文學事文學、、藝術藝術、、演藝工作的人演藝工作的人，，庚子庚子
年應多多利用中宮年應多多利用中宮。（。（東西四命咸宜東西四命咸宜
））但財位在中宮的房子但財位在中宮的房子，，需防盜竊與需防盜竊與
小人破財小人破財。。

庚子年煞氣最重方位庚子年煞氣最重方位：：南方氣場南方氣場
：：諸惡咸集諸惡咸集。。因此因此，，化解南方氣場的化解南方氣場的
兇氣—顏色兇氣—顏色：：白色白色、、金色金色、、銀色銀色、、閃閃
亮的顏色亮的顏色。。形狀形狀：：圓形圓形、、橢圓形橢圓形。。質質
地地：：金屬金屬、、玻璃玻璃、、皮毛皮毛、、塑膠塑膠。。
另外另外，，衍易老師也提到衍易老師也提到，，20202020庚子年庚子年
，，所生寶寶為金鼠所生寶寶為金鼠。。金鼠個性上的特金鼠個性上的特
色色：：

11，，好動好動，，反應快反應快。。22，，合群合群，，喜喜
歡朋友歡朋友。。33，，性格多變化性格多變化，，難能持久難能持久
。。

生肖屬鼠的名人生肖屬鼠的名人：：美國國父華盛美國國父華盛
頓頓，，中國的明成祖中國的明成祖。。而歷史上有名的而歷史上有名的
鼠則為鼠則為：：莎士比亞莎士比亞、、杜甫杜甫。。

最後談到生肖屬鼠與財富最後談到生肖屬鼠與財富：：富比富比
世世20192019年前年前500500名富豪名富豪（（其中有其中有4848人人
查不到出生年份查不到出生年份，，實際共實際共452452 人參與人參與
排比排比））屬鼠的有屬鼠的有3636人人（（與屬雞的人數與屬雞的人數
相同相同），），排名第八排名第八。。

衍易女史上周日在世華工商婦女會作
「2020年流年風水 」 免費講座

衍易老師衍易老師（（中中））演講畢演講畢，， 「「世華世華」」 會長洪良冰會長洪良冰（（右四右四））贈贈
送紀念品送紀念品。（。（左四左四 ））為為 「「世華世界總會世華世界總會」」 會長黎淑瑛會長黎淑瑛。。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全場觀眾全神貫注聆聽演講全場觀眾全神貫注聆聽演講。。

衍易老師細心講解沖太歲時衍易老師細心講解沖太歲時 全場觀眾全神貫注聆聽演全場觀眾全神貫注聆聽演
講講。。間及空間上的涵義間及空間上的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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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梅子）休斯頓古董拍賣公司吳因潮董事長
在休斯頓的古董文物藝術品界素有賢名，與休斯頓中國藝術
中心主席畫家張要武經常一起邀請三五好友青梅煮酒，品詩
論畫，好不風雅。2020年2月10日休斯頓中國藝術中心張
要武主席邀請著名國畫大師徐悲鴻的女兒徐芳芳來休斯頓講
學，經休斯頓古董拍賣公司董事長吳因潮牽線搭橋，與旅居
休斯頓的著名國畫大師張大千的女兒張心慶女士進行了世紀
會面。

2月16日，休斯頓古董拍賣公司董事長吳因潮及夫人龔
如芳畫家、科學家劉用偉夫婦、收藏家朱老王、藝術家
Connie Zhang等藝文人士一行來到位於墨西哥灣的Tiki島舉
行藝文小聚活動，吳因潮董事長帶領大家引吭高歌，為武漢
加油，為中國加油。之後，大家欣賞了李苦禪和徐悲鴻名畫
原作，並舉行了垂釣和劃獨木舟活動。藝術是享受，更是知
識。每隔一段時間，休斯頓古董拍賣公司和休斯頓中國藝術
中心就會舉辦一些有意義的藝文活動，為傳播中國文化盡一
份心力。

休斯頓古董拍賣公司休斯頓古董拍賣公司、、休斯敦中國藝術中心休斯敦中國藝術中心
藝文小聚藝文小聚！！

本報記者黃梅子報導本報記者黃梅子報導

收藏家朱老王收藏家朱老王（（中中））與大家與大家
一起歡聚一起歡聚。。

休斯頓古董拍賣公司董事長吳因潮休斯頓古董拍賣公司董事長吳因潮（（右一右一））帶領大家引吭高歌帶領大家引吭高歌，，為中國武漢加油為中國武漢加油！！

欣賞名人畫作欣賞名人畫作。。

休斯頓古董拍賣公司吳因潮董事長休斯頓古董拍賣公司吳因潮董事長（（右一右一）、）、畫家畫家
龔如芳龔如芳（（左一左一））見證了張大千女兒張心慶見證了張大千女兒張心慶（（左二左二））
與徐悲鴻女兒徐芳芳與徐悲鴻女兒徐芳芳（（右二右二））的世紀會面的世紀會面。。

劃船釣魚劃船釣魚。。

畫家龔如芳畫家龔如芳（（右右））與藝術家與藝術家connieconnie（（中中））等人等人。。

休斯頓中國藝術中心主席張要休斯頓中國藝術中心主席張要
武畫家武畫家（（右右））與徐悲鴻的女兒與徐悲鴻的女兒
徐芳芳徐芳芳（（左左）。）。

美南副刊

文明史上种种威胁人类生命的传染

病，从古至今从未间断，给人带来的苦

难和恐慌一言难尽。然而，细看世界文

学史，竟然颇有几部因瘟疫而降生的名

作。这些“黑暗的”文学经典谱写出了

人类与自然搏斗、与封锁消息的黑暗政

权搏斗的漫长历史。

黑死病 《十日谈》

染病的男女，最初在鼠蹊间或是在

胳肢窝下隆然肿起一个瘤来，到后来愈

长愈大，就有一个小小的苹果，或是一

个鸡蛋那样大小。不消多少时候，这死

兆般的“疫瘤”就由那两个部分蔓延到

人体各部分。

这以后，病征又变了，病人的臂部

、腿部，以至身体的其他各部分都出现

了黑斑或是紫斑，有时候是稀稀疏疏的

几大块，有时候又细又密；不过反正这

都跟初期的毒瘤一样，是死亡的预兆。

这瘟病太可怕了，健康的人只要一跟病

人接触，就染上了病，那情形仿佛干柴

靠近烈火那样容易燃烧起来。不，情况

还要严重呢，不要说走近病人，跟病人

谈话，会招来致死的病症，甚至只要接

触到病人穿过的衣服，摸过的东西，也

立即会染上了病。 ——《十日谈》

乔万尼· 薄伽丘所著的《十日谈》

是欧洲文学史上第一部现实主义巨著，

它描写了1348年，意大利佛罗伦萨瘟疫

流行时，10名男女在乡村一所别墅里避

难。他们终日游玩欢宴，每人每天讲一

个故事，嘲笑教会传授黑暗和罪恶，赞

美爱情是才华和高尚情操的源泉，谴责

禁欲主义，无情暴露和鞭挞封建贵族的

堕落和腐败。《十日谈》写完后，薄伽

丘受到封建势力的迫害和打击，有一次

他愤怒至极，甚至想把《十日谈》烧毁

，幸好他的好朋友、著名民主诗人彼特

拉克苦苦相劝，《十日谈》才得以留存

至今。

鼠疫 《瘟疫年纪事》

经过劳斯伯利的土地拍卖市场时，

突然间，有一扇竖铰链窗子刚好在我头

上猛地打开，然后有个女人发出了三声

吓人的号啕，接着是以一种最难以仿效

的腔调哭喊道，哦！死亡，死亡，死亡

！而这让我猝然惊恐起来，连我的血液

都发冷了。

……

瘟疫扭曲这个城市，颠覆通常的期

望。我走到了霍尔伯恩，那儿的街上满

是人；但是他们都走在大街的中央，既

没有走这一边也没走那一边，因为，照

我推测，他们不想和屋子里出来的人混

杂在一起，或者是不愿接触到那些香臭

气味，从兴许是被传染的屋子里飘出来

。 ——《瘟疫年纪事》

《鲁宾逊漂流记》作者笛福的另一

部著名作品——《瘟疫年纪事》，可能

是文学史上第一部以瘟疫为主题的小说

。这部作品写于1772年，描述了1665年

大瘟疫袭击下的伦敦城。那还是一个科

学不昌明的时代，人们视死亡如家常便

饭，鬼神游荡于身边，坟墓就在教堂背

后。这本小说很可

能是基于笛福的叔

叔，亨利· 笛福当时

所留下的记录。

在这本书中，笛

福不厌其烦地为达

到效果逼真，巨细

靡遗地描述具体的

社区，街道，甚至

是哪几间房屋发生

瘟疫。此外，它提

供了伤亡数字表，

并讨论各种不同记

载、轶事的可信度

。本书往往被跟瘟

疫当代的记载相比

，尤其是塞缪尔· 佩皮斯的日记。

笛福的记述虽然是虚构的，但比

起佩皮斯的“日记文学”之第一人称

叙事，更为详细和有系统。而这部作

品没有固定的主人公，大概是所有

“瘟疫文学”中，直接把疫病作为主

题的了。

霍乱 《死于威尼斯》

这就是威尼斯，它像一个逢人讨好

而猜疑多端的美女——这个城市有一半

是神话，一半却是陷饼；在它污浊的空

气里，曾一度盛开艺术之花，而音乐家

也曾在这儿奏出令人销魂的和弦。这时

，我们这位爱冒险的作家似乎也置身其

间，看到了当时百花争艳的艺术，听到

了当时美妙动人的音乐。同时他也想起

疫病正笼罩着这座城市，但当局为赢利

起见却故意默不作声。他更加无拘无束

地眼睁睁地瞅着他前面悠悠行进着的平

底船。 ——《死于威尼斯》

《死于威尼斯》是1929年诺贝尔文

学奖得主、德国作家托马斯· 曼写于

1912年的著名小说，故事发生在瘟疫肆

虐的威尼斯，德国作家前往威尼斯度假

，他恋上一个少年，又因为某种机缘滞

留威尼斯。此时威尼斯开始流行霍乱，

而政府则封锁了消息。作家迷恋少年，

长时间地追逐使他精疲力尽，同时他又

吃了过于成熟而几近腐烂的草莓，染上

霍乱，死于当地。在整个爱恋、追逐直

到死亡的过程中，少年并不知道他的感

情。

鼠疫 《鼠疫》

病人的妻子往往拉住他的手腕嚎叫

：“医生，救救他的命吧！”但是他在

那儿并不是为了救人性命，而是为了下

令隔离。他从那些人的脸上看出人们憎

恨他，但是憎恨又怎么样呢？有一天，

人家对他说：“您没有心肝！”怎么会

没有呢？他有。就是这颗心使他能坚持

每天工作二十小时，目送那些本该活着

的人离开尘世。就是这颗心使他能日复

一日地工作下去。今后，他的心只够使

他做到这一步。这样的心，怎么能足以

救人的命呢？ ——《鼠疫》

这部作品就更直接啦，就叫做《鼠

疫》。这是加缪1947年后创作的长篇小

说，讲述阿尔及利亚的奥兰发生瘟疫，

突如其来的瘟疫让人不知所措。政客狂

妄无知，掩饰诿过，甚至想利用灾难来

获取利益；原来过着委靡不振生活的小

人物，凭着黑市门路，为人民带来各种

禁品，突然成为了城中的风云人物；小

百姓恐慌无助、自私贪婪，每天都只是

过着颓废生活。瘟疫城市被重重封锁，

无人能够自由进出。被困在城中的人们

，朝思暮想着住在城外的亲朋好友。

一位到城中公干的记者被迫过着无

亲无友的生活，只有寄希望于参与自愿

队消磨时间。主角里厄医师这时挺身而

出救助病人，与一些同道成了莫逆之交

。不过，他的妻子却远在疗养院，生死

未卜。最终鼠疫退却了，然而尽管喧天

的锣鼓冲淡了人们对疾病的恐惧，可是

奥兰人永远不会忘记鼠疫曾给他们带来

的梦魔。

1942年，作者加缪本人因肺病复发

，从炎热的奥兰转移到法国南部山区疗

养，不久英美盟军在阿尔及利亚登陆，

德军进占法国南方。加缪一时与家人音

讯断绝，焦虑不安，孤单寂寞。这种切

身的体会使他在《鼠疫》中描写新闻记

者朗贝尔的处境时，特别逼真动人。

在加缪看来，当时处于法西斯专制

强权统治下的法国人民——除了一部分

从事抵抗运动外——就像欧洲中世纪鼠

疫流行期间一样，长期过着与外界隔绝

的囚禁生活。他们在“鼠疫”城中，不

但随时面临死神的威胁，而且日夜忍受

着生离死别痛苦不堪的折磨。

黑死病 《地狱》

突然间，西恩娜的脑海里冒出一首

儿时的歌谣：“戒指环绕着蔷薇，口袋

里装满了草药，灰烬，灰烬，我们全都

倒下。”在英格兰读小学的时候，她常

常吟唱这首儿歌，后来才听说它来源于

一六六五年的伦敦大瘟疫。戒指环绕着

蔷薇，这是一种比喻的说法，因为感染

瘟疫的人皮肤上会生出玫瑰色脓疮，周

边会长出一圈环状疱疹。染病者将口袋

里塞满草药来遮盖他们身体腐烂的味道

以及城市散发的恶臭。那时候伦敦每天

都有成百上千人死于瘟疫，他们的尸体

会被火化。灰烬、灰烬，我们全都倒下

。 ——《地狱》

《达· 芬奇密码》的作者丹· 布朗在

2013年出版的新书，主人公仍然是哈佛

大学符号学家罗伯特· 兰登。有一天，

他头疼欲裂地从佛罗伦萨一家医院的病

床上苏醒，埋在各种管线与一堆医疗设

备里。他完全想不明白理应身处哈佛大

学校园的自己怎会来到了意大利。

在他依稀的梦境中，一个美得惊心

动魄的蒙面女子隔着被鲜血染红的翻腾

河水对他低语着：去寻找，你会发现

……发现外套口袋里无端冒出一个标有

警示图标的钛金管后，罗伯特· 兰登且

惊且惧，他们被引入了由经典艺术、秘

密通道与未来派科技构成的迷阵。而解

开一切的钥匙就藏匿于史上最为神秘暗

黑的诗篇——但丁的《神曲》之中。兰

登必须赶在世界被不可逆转地改变之前

，找到答案。

小说中的悬念很大一部分跟中世纪

的黑死病相关，而最为重大的解密文物

也是一个代表瘟疫的面具：“在符号学

领域，鸟喙或者长鼻面具的独特形状基

本上就是黑死病的代名词。公元十四世

纪席卷整个欧洲的那场致命瘟疫，在一

些地区，甚至夺走了三分之一居民的生

命。

大多数人认为"黑死病"之所以叫"黑

"死病，是由于患者因生坏疽和皮下出血

导致肌肉发黑，但实际上"黑"字指的是

这种传染病在民众中造成的极度恐惧。

而鸟喙面具是中世纪医生在治疗被感染

的病人时佩戴的，用以避免他们的鼻孔

接触到瘟疫。

“黑暗”的文学经典
因瘟疫而降生的世界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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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休斯頓報導) 許多人千里迢迢
赴美求學或移民，為的是打造更美好的
未來，如何慎選一份適合自己的職業，
就至關重要了，找對行業，將影響未來
的生涯、生活品質、與財富累積。IT領
域是目前相當看好的行業之一，具有閃
亮的前景，這份工作需要的技術相當多
元，而著名的 Tiger 網路技術學校致力
於成就IT職場高級白領，讓對目前的生
活現狀不滿意的你，能具備專業技術，
有了這些技能在求職時就能如魚得水，
一圓其夢。

IT領域涉及眾多行業，也關係到人
們生活的許多層面，不管是企業或是政
府機構，全球各地對IT人才的需求量都
極大。IT領域持續高居人才需求榜的前
端，也是熱門行業的代名詞，自然，有
此技術的專業人士薪資也名列前茅。

提供一站式服務
休斯頓 Tiger 網路技術學校的聶校

長表示，Tiger 的課程完全針對北美 IT
行業就業市場，提供教學、考證、簡歷
優化、面試輔導的一站式服務，為想進
入IT領域的人解決困擾。即使是沒基礎
、沒經驗，經過 Tiger 的課程與訓練，

也能身懷專業技術，學會多元的技能。
提升工作生存條件
聶校長很有信心的表示，Tiger的課

程能滿足美國IT就業市場的需要。校長
及其他老師曾經花超過半年的時間考察
美國許多大公司，包括石油、金融、互
聯網等多家公司，接觸了許多面試與招
考的高級人員，一再分析就業市場，了
解這些公司到底需要什麼樣的人才？什
麼樣的技術？在做過完整的研究之後，
推出了幾種課程方案，來適應我們北美

華人的就業市場的課程。
十年前大學唸計算機科學的人很好

找工作，但現在已經完全改觀，學生需
要修不同的專業，或者是補充更多的技
術。環境變化很快，也意味著求職者需
要具備更多不同的專業知識，學習Tiger
的課程，取得多個具有競爭力的認證，
這些都是提升個人技能、以及在找IT相
關工作時必要的工作條件，Tiger網絡技
術學校長期幫助求職者俱備這些能力。

Tiger所提供的課程，可以適合各種
背景的學生，讓他能解決每
天在公司所面臨的各種挑戰
，并且有能力應對，在美國
殘酷的生存條件。

熱門課程
高級互聯網架構師課程，

包含入門至工程師級、互聯
網架構、網絡安全、數據中
心。這樣的工作，在市場上
年薪一般是8到12萬左右。

高級互聯網運維工程師課
程，包含入門至工程師級、
網絡架構、紅帽、雲計算，
在市場上年薪一般是 6 到 10

萬左右。
Tiger 網絡技術學校針對學員的層

次化不同，背景不一樣的情況，設計了
多種方案，以學員的實際情況為出發點
，設計的課程，更加的可以滿足就業的
多方位要求。

綜觀目前市場上的課程，比起其他
網路課程、或實境上課，Tiger的價格都
堪稱非常優惠，讓學員負擔的起，能逐
步落實自己的理想。

課程有何著重?
Tiger的不同課程都是為了幫助學員

進入 IT 市場，例如，有為 「全棧(Full

Stack)網絡架構師」而設計，端看學員
自己的背景與特質，有計算機背景最好
，沒有基礎也可以，但是英文要好，中
文的思維邏輯清晰。選這條路的人未來
要寫各種報告，與公司許多人交流，進
行跨部門協商，著重於管理。

學員未來需要能成功運作企業的網
絡，與網絡工程師和其他工程師合作，
能提供各種解決方案，能滿足公司或客
戶的要求，無論是支持公司內部或客戶
，都要確保系統和相關組件的安全性、
完整性和可用性。

另一方面，也有專為 「互聯網運維
工程師」設計的課程，互聯網運維工程
師像是戰士一樣，是執行的人，包括配
置、維護、故障排除、修復和部署公司
的網絡系統，英文的要求沒有那麼高，
但是要有很好的學習能力。

聶校長表示，如果英文不好、背景
不夠，或者是其他專業的人想要跨入IT

行業，可以先選擇互聯網運維工程師，
累積經驗，磨練技術，等到未來時機成
熟再轉進 「全棧網絡架構師」的領域。
只要對網路有興趣，沒有背景也可以學
，只要願意從頭學起，考過證照之後，
依然非常有就業競爭力。

實踐理論雙結合
目前，在美國可以完全針對就業市

場，並整合課程，且針對性教學的學校
很少，既使有，學費也相當高。而Tiger
能推出物美價廉的課程，讓對於自己的
生活現狀不滿意的你有門可入。聶校長
說明，Tiger全部課程完整配套，結合理

論與實踐，學校更有百萬數據中心設備
，讓學員練習。像數據中心(Data Cen-
ter)的課需要許多操作上的訓練，不能
虛擬化操作，要實際的運作才行，這個
設備很貴，要一百多萬，並非一般機構
都能有的。

由真正的老師實時授課
Tiger網絡技術學校與其他學校根本

上的不同，是Tiger完全針對美國IT市
場，希望提供給更多華人求職上的幫助
，提升競爭力，以及他未來就業時所需
要的技術。同時課程內容更加多元化，
包括路由交換、安全、數據中心、紅帽
、雲計算等。便捷的線上課程，實踐理
論雙結合，課程實況視頻讓學員實時的
加深理論知識。

Tiger網路技術學校歡迎洽詢及免費
試聽，電話:832-938-8888。地址: 6100
Corporate Dr. Suite 178, Houston TX
77036。

TigerTiger網路技術學校網路技術學校 成就成就ITIT職場高級白領職場高級白領
身懷熱門技術身懷熱門技術 包學會包學會 求職工作沒問題求職工作沒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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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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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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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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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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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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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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月中旬，北京中央主管
港澳事務出現人事大變動
，原港澳辦主任張曉明被

免職，改任港澳辦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主任一職，由全國政
協副主席夏寶龍兼任，另外，港、澳中聯辦主任駱惠寧與傅自應
，同時兼任港澳辦副主任。

今次人事變動涉及體制調整，實質是將港澳辦升格，由屬
「副國級」領導人的夏寶龍領導，反映中央更重視港澳工作，並

全面提升港澳系統的重要性。
現年67歲的夏寶龍在天津出生，具北京大學經濟學博士學

位，他未曾涉足港澳事務，但有主政地方經驗，長期在天津市及
浙江省工作，2017年從浙江省委書記一職，調任全國人大環境
與資源保護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外界認為他因年齡問題而退居二
線，但一年後突躋身國家領導人行列，2018年起出任全國政協
副主席兼秘書長，俗稱 「政協大管家」。

夏寶龍在浙江省任職期間，曾與現為國家主席的習近平共事
；習近平於2002年主政浙江後，夏寶龍由天津副市長一職調任
浙江省委副書記，成為時任省委書記習近平的副手，因此被外界
視為 「習家軍」。

分析認為，今次港澳辦領導層大變動，是港澳工作體制的重
大調整，將港澳辦職能升級，由 「副國級」領導人兼任主任。至
於張曉明改任港澳辦副主任，表面雖是 「降職」，但仍保留 「正
部級」，連同香港中聯辦主任駱惠寧與澳門中聯辦主任傅自應兼
任港澳辦副主任，形成由一名 「副國級」加上三名 「正部級」組
成的領導班子，為港澳工作一體化做好準備。

反修例風波爆發後，張曉明是第二位主管香港事務被免職的

官員，原中聯辦主任王志民於上月被撤職。 現年56歲的張曉明
，長期在港澳系統工作，2004年以41歲之齡升任港澳辦副主任
，是當時最年輕的副部級官員。他於2012年來港出任中聯辦主
任，在任5年期間多次開腔評論時政，並發表爭議言論，包括特
首地位 「超然論」，又指香港並非實行三權分立的政治體制。
2017年9月調回北京出任港澳辦主任，他當時指中央對港方針不
會因官員調職而改變；他在任期間他亦多次嚴斥 「港獨」，去年
中爆發反修例示威時，他曾南下深圳與香港各界人士閉門座談，
形容香港正面臨回歸以來最嚴峻局面

香港人大常委譚耀宗說，今次人事變動，反映中央更重視港
澳工作，由國家領導人親自坐鎮，可加強港澳辦及中聯辦的統籌
能力。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說，港澳辦出現人事調動，
是要整合及強化港澳事務系統，令中央能更貫徹 「四中全會」的
政策決定，更好駕馭香港局面。中央現時面對的問題，是外部勢
力介入，並與本地敵對勢力合作，挑戰國家主權和企圖奪取特區
的管治權，需由更具政治能量和威望的官員執掌港澳辦。

時事評論員劉銳紹稱，港人對北京治港政策有很大不滿，此
時將張曉明調職，可稍為轉移視線，減輕社會不滿情緒，但認為
港澳辦換人，不代表中央對港政策由強硬轉為寬鬆，因不論誰人
執掌港澳辦，都是執行習近平的治港政策。
早年夏寶龍主政浙江省期間推行 「三改一拆」，即整改舊住宅區
、舊廠區和城中村及拆除違法建築，估計全省至少有2千個十字
架，甚至整座教堂被清拆，引起當地教徒不滿，亦發生多宗流血
衝突。民主派召集人陳淑莊形容夏寶龍過往雷厲風行，擔心他在
對港政策及 「止暴制亂」態度上更強硬；她又指夏寶龍與駱惠寧
，同樣無處理港澳工作的背景，質疑中央變相 「一手抓」，直接
處理港澳事務。

就國務院公布由全國政協副主席夏寶龍兼任港澳事務辦公室
主任職務，特首林鄭月娥發表聲明，稱歡迎全國政協副主席夏寶

龍兼任港澳辦主任，認為體現了中央政府重視港澳事務，她說港
澳辦是主管香港事務的中央政府機構，與特區政府關係密切，深
信在夏寶龍領導下，港澳辦會繼續支持特區政府的工作，全面及
貫徹落實 「一國兩制」，推進香港各方面的發展，確保香港長期
繁榮穩定。

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在一個電台節目中，就港澳事務辦公室
主任易帥，改由全國政協副主席夏寶龍兼任一事，稱香港過去半
年發生很多事情值得思考，需要研究和完善不足的地方，認為在
香港社會出現大變化的情況下，人事安排有所調整亦合理，能符
合人民不同的期望，克服發展過程中的問題，希望新人事有新思
維，促進香港的新變化。至於會否有機會換特首，譚耀宗表示不
想估計，惟希望香港主事的官員能夠努力抗疫，不負中央所託。

所以，她和張曉明、王志民一樣，既要承擔自己 「加碼派」
的責任，但同時也承擔了北京決策錯誤的責任。這正是中共 「承
責文化」而不是問責文化的要害。

如今，夏寶龍當港澳辦主任，跟駱惠寧當香港中聯辦主任一
樣。兩人過去不熟悉香港事務，人脈和利益網絡未深，上位後的
最大效果，就是更緊貼黨中央高層的治港政策，減少 「混雜私貨
」的可能。但他們有多大的決策權？能否反映香港的實情？實是
一大疑問。

習近平雖然不是港澳工作協調小組負責人(組長是韓正)，但
在港澳決策上影響重大。夏寶龍是習近平的親信(習曾是浙江省
委書記，夏是副書記)，也是強硬政策的執行者。他在浙江大拆
十字架，拘捕維權律師，下野後又獲安排到全國政協當副主席，
位列副國級領導人(不是所有地方領導退休後都獲此安排)，可見
他與習的關係不淺。如今，他更從名譽性的閒職走回港澳事務的
領導第一線，人們能幻想他會偏離習近平的治港政策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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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辦換帥 管治層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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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記每個時代的吹哨者
世界着名學者柏拉圖在

《 理 想 國 》 （The Re-
public）第七卷裡，試圖
用洞穴比喻來緬懷其老
師蘇格拉底，是當時時
代的吹哨者。現實很諷
剌及荒謬，吹哨者的命
運及下場,通常都很悲涼
，要充當時代的吹哨者.
要不惜代價，甚至要賠

上自己的性命。比喻說到有一群囚犯，在地下洞穴裡，囚犯的雙
手被縛，背對洞穴出口，只能看著洞穴外射進裡面牆上的幻影。
後來，站在最後的一人,終於掙脫了枷鎖，重獲自由。剛走出洞
穴外，很不習慣強烈的光線，使他無法分辨事物的真假，於是，
只好先從影子、水中倒影開始，然後，慢慢適應，才看到真實的
世界，恍然大悟過去誤把幻象視作真實。所以，他急不及待重返
洞穴來解救他的同胞，很想把他們帶到真實的世界一看究竟。但
是，令他意外的是，沒有人相信他的話，且在他繼續勸解同伴離
開洞穴時，卻被憤怒的囚徒們活活打死。

從洞穴比喻可以看到柏拉圖描繪了吹哨者的正見受到反智的
對待。今天，吹哨者仍然在我們的世界存在，到底，何時世人才
學會善待吹哨者，既能引領群眾走向光明，而又能避免 「壯烈犧
牲」，真的值得好好思索。
根據百度百科的說法，吹哨者（Whistleblower）這個詞起源自英
國員警發現有罪案發生時，會吹哨子的動作，以引起同僚以及民
眾的注意。而從此延伸出來。當然，亦有說吹哨者，是指體育比
賽的裁判，透過吹哨子來主持公道。目前，我們所指的吹哨者,
是指走在時代的前沿，為使公眾注意到政府或企業的惡行，透過

發表預警言論，又或是採取某種糾正
行動的人。
一般來說，惡行是指違反法律、規則
或倫理道德，進而直接威脅到公眾的
利益，例如欺詐、貪污腐敗，甚至播

毒等。
美國著名作家湯姆‧穆勒（Tom Mueller）在其著作《揭發

揭發者的世界》說： 「我們不應該需要特殊的言語、奇怪的法律
地位，來做對的事情，來做我們的工作，事實上，我們需要吹哨
者這個名詞,就是一個不好的事。吹哨本身就是民主，就是言論
自由，就是獨立良心，就是國父們腦中對這個國家的願景。」

很讓人扼腕的是，如果沒有十七年後今天的武漢肺炎全球大
爆發，相信大家都會忘記了誰是蔣彥永軍醫。二００三年四月，
曾經出任中國解放軍三０一醫院外科主任的退休醫生蔣彥永，不
滿時任衛生部負責人張文康隱瞞非典型肺炎（SARS）疫情，而
勇於向媒體投書，公開揭露手上掌握的病例數量等真實資訊，希
望引起官方及普羅大眾的高度關注，提升防疫意識及各項措施。
消息被國際媒體廣泛披露後，沒料到引發強烈反響。最終，時任
中共總書記胡錦濤, 要求不得瞞報疫情，張文康被免去衛生部黨
組書記職務，政府也全面動員抵抗疫情，可悲的是非典型肺炎依
然在全球各地造成八百多人死亡，其中中國大陸有三百多人，香
港有兩百九十九人，澳門幸好沒有人死於此可怕病毒。非典疫情
結束後不久，商業媒體《三聯生活週刊》曾對他有長篇人物報道
，標題是 「蔣彥永：人民利益高於一切」，其中詳細記述了他揭
露非典疫情的前前後後。《人民日報》封他是 「披露瞞報疫情第
一人」。

其實，在非典疫情期間以及之後的一段不長的時間裡，蔣彥
永並不是中國媒體上的禁忌人物。蔣彥永究竟為何要甘冒風險，
揭露疫情？報道引述蔣彥永接受採訪時說過的一段話給出解答：
「我是為了國家的利益，為了老百姓的利益。SARS也絕不是中

國一個國家的事情。如果不能迅速控制，受害的不只是北京、中
國，也是全世界，所以我一定要說這個問題。」
二００四年，也就是蔣先生因為揭露疫情而名聲大噪之後的第二

年，蔣先生上書，要求平反六四，旋即遭拘禁七星期，後來獲准
回家，但實際遭到軟禁至今。

李文亮醫生，本來只是一名在武漢行醫的眼科醫師，就是因
為最早發現武漢肺炎能透過眼睛傳播病毒，連同其他七位醫師上
報可能是世紀可怕的疫情，而遭公安部門訓斥，視為造謠者。後
來，武漢疫情極速擴大，李文亮醫生亦遭感染，曾經訪問病榻中
的李文亮的《財新》發表《善待 「吹哨人」才能守望相助——哀
悼李文亮醫生》的評論指出： 「與權力相比， 『吹哨人』與真相
的距離更加接近。在科學面前，權力不能壟斷真相，因而應當保
持謙卑之態」。最後，李文亮醫生敵不過肺炎死亡，遺下母親及
臨盆的妻子。曾經是被定罪為造謠者，死訊公佈，有超過六億網
民哀悼，才引起政府的改弦易轍，終於給李文亮醫生平反。換言
之，受到群眾的壓力，政府才不得不把造謠者改為吹哨者。

美國新聞人約瑟夫‧普利策有段名言，形象地道出了 「吹哨
者」的社會預警功能。他說： 「倘若一個國家是一艘航船，新聞
記者就是船頭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無際的海面上觀察一切，審
視海上的不測風雲和淺灘暗礁，及時發出警報。」文章續稱，
「善待 『吹哨人』，需要專門的制度設計。因為其所肩負的社會

職責之重大，有必要從法律上明確 『吹哨人』的權利優先、保障
優先，鼓勵他們一旦發現危機端倪而敢於 『吹哨』、善於 『吹哨
』；不能讓他們動輒 『因言獲罪』，因 『吹哨』而承擔過重、過
苛的責任，要從頂層設計層面解除他們的後顧之憂，才能確保社
會危機應對的及時有效，確保安定有序的社會生活不因危機而過
於減損。」文章說， 「善待 『吹哨人』，需要寬鬆、自由的社會
環境。緊張、沉悶、刻板的社會，因其缺少必要的彈性，一旦危
機來臨，往往無法將社會再度收縮到更加緊張的狀態，也孕育不
出成熟的 『吹哨人』制度；因此一旦遭遇突發危機，一方面難以
及時預警，另一方面事後應對所付出的代價亦遠高於寬鬆、自由
的社會環境」。

武漢肺炎天天索命，不單索取體弱多病者的命，還會索取吹
哨者的命。要是我們的社會真的想自由、平等及快樂，請善待吹
哨者。永記他們的功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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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情似火熱情似火！！德國最大桑巴嘉年華在不來梅舉行德國最大桑巴嘉年華在不來梅舉行

德國不來梅德國不來梅，，不來梅年不來梅年
度桑巴嘉年華期間度桑巴嘉年華期間，，100100多個多個
表演團體參加遊行慶典表演團體參加遊行慶典，，今今
年的主題是年的主題是““沖向愛沖向愛”（”（InIn
the rush of lovethe rush of love）。）。每年二每年二
月月，，德國北部就開始狂歡德國北部就開始狂歡
———德國全年最大的桑巴嘉—德國全年最大的桑巴嘉
年華年華(Sambakarneval)(Sambakarneval)開始開始！！
這裏有令人著迷的化妝舞會這裏有令人著迷的化妝舞會
和狂野的桑巴音樂和狂野的桑巴音樂，，來自不來自不
來梅來梅、、整個國家甚至臨國的整個國家甚至臨國的
桑巴樂團桑巴樂團、、打擊樂團打擊樂團、、化妝化妝
團和吹奏樂團都紛至沓來團和吹奏樂團都紛至沓來。。
人們在飯館人們在飯館、、酒吧和文化館酒吧和文化館
不間歇地跳舞和歡慶不間歇地跳舞和歡慶。。

俄羅斯國際貓展俄羅斯國際貓展
喵星人奇裝異服爭相賣萌喵星人奇裝異服爭相賣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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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暴風暴““丹尼斯丹尼斯””近日橫掃英國近日橫掃英國，，大範圍洪水及強風讓氣象單位罕見發布大範圍洪水及強風讓氣象單位罕見發布““危及危及
性命性命””警告警告，，也影響法國部分地區也影響法國部分地區。。清理工作展開清理工作展開，，英國政府派軍隊前往英格蘭北英國政府派軍隊前往英格蘭北
部部，，協助災後復原工作協助災後復原工作。。風暴風暴““丹尼斯丹尼斯””過後過後，，英格蘭西部懷伊羅斯的懷伊河決堤英格蘭西部懷伊羅斯的懷伊河決堤
，，壹名男子用木板在洪水上劃船出行壹名男子用木板在洪水上劃船出行。。

沿海主要港口生產見聞：
海港轉運不停歇 整體運能待釋放

山東港口青島港前灣港區碼頭，399

米長的歐洲巨輪“美總樟宜”正在風雪

中緊張卸載貨物。岸橋中的橋吊司機，

將壹個個集裝箱從50多米高空精準投放

到壹輛輛貨車的集裝箱車架上，平均每

小時卸載200自然箱，是平時作業效率

的1.3倍。

記者近日在青島港、連雲港港、上

海港和廣州港等沿海主要港口采訪了解

到，各大港口在嚴格做好疫情防控同時

，均保持較高吞吐能力和生產效率，海

港轉運24小時不停歇。但受制於公路運

力不足，部分港口碼頭堆場高位運行，

海運轉陸運的整體運能有待釋放。

港口生產平穩有序
壹艘來自中東航線的大型集裝箱班

輪“迪塔”近日靠泊廣州港，裝載著

2686自然箱貨物。碼頭橋吊司機羅誌剛

說，工友們僅用了12.3小時就完成這艘

班輪的卸貨工作，創下廣州港南沙三期

集裝箱碼頭開港以來，外貿班輪船時效

率的歷史新高。

據統計，2月1日至12日，廣州港南

沙三期碼頭累計完成吞吐量9.3萬自然箱

，同比增幅為34.1%。

上海港還未恢復往日繁忙，但各碼

頭24小時不間斷作業，碼頭裝卸井然有

序，尤其是援助物資運輸優先保障。近

日，滿載著經上港集團洋山港區進口的

首批8個冷凍集裝箱、197噸冷凍豬肉，

從上海蘆潮港鐵路中心站順利始發，以

18個小時的最快速度運達武漢吳家山集

裝箱站，保障武漢市民生活需求。

青島前灣集裝箱碼頭有限責任公司

副總經理張軍說，港口在春節期間壹直

堅持生產，因此大部分工人都未離崗，

目前在崗率達 95%以上。為做好特殊

時期港口運輸保障，岸橋的平均單機

作業效率提升 10%，確保船舶直靠率

達100%。

作為江蘇最大海港，連雲港港1月

份吞吐量2124.3萬噸，同比增長4.5%，

其中外貿吞吐量同比增長20.67%。2月1

日至14日，連雲港港口累計吞吐量872.5

萬噸，同比增長3.7%。

防控疫情各有妙招
港口是阻斷疫情傳播的重要環節，

各大港口在疫情防控上嚴防死守，各有

高招。

記者從青島港前灣港區西門進入，

每經過壹個閘口，都會有穿戴白色隔離

服和護目鏡的工作人員對車內所有人測

體溫。“我們關閉了食堂、配工室、候

工室、浴室等聚集性場所，員工每天通

過微信小程序上報個人及家庭成員身體

狀況、乘坐交通工具等情況。”張軍說

，“我們與船員全部通過網絡在線溝通

，堅決不面對面交談。”

今年青島港集裝箱堆存量比去年同期

翻了壹番還多，預計復工後到客服中心辦

理提單業務的客戶日均將達1000人次以上

，成為疫情防控重大隱患。為避免人員聚

集，青島港在春節期間緊急與5000多名客

戶逐壹聯系，推動提貨單和設備交接單電

子化，80%業務實現了在線辦理。

上海港在食堂領餐線路上鋪設了間

距不小於1米的地面動線，明確就餐人

員單邊就座、間隔就座，並保持朝向壹

致；部分多功能廳臨時改造為食堂，擴

大就餐位置。連雲港港采取就餐分點、

分段、打包等分散用餐措施。

山東港口日照港緊急開發港口集疏

運車輛疫情防控快速查驗系統，讓每輛

車的查驗時間由5分鐘縮短為1分鐘，檢

查人員由3人減少為1人。

針對疫情影響，上海港、廣州港、

青島港和連雲港港均推出優惠政策：1

月24日至2月9日，對內外貿重箱免除

碼頭堆場產生的庫場使用費，這讓因疫

情無法按時提貨的貨主免受經濟損失。

整體運能仍待恢復
受疫情影響，公路運力大幅下降，

導致部分港口貨物疏港困難。上海壹家

物流企業負責人表示，目前公路運力不

足主要是人員復工受阻、通行證辦理時

間冗長、部分道路仍舊限行等多方面原

因所致。

“現在青島周邊的港口疏運能力已

經恢復到65%左右，長途疏運能力恢復

到60%左右。隨著壹些外地返回司機的

隔離期陸續結束，運能有望實現大幅回

升。”張軍說。

公主郵輪：今年內上海往返航線全部取消
綜合報導 有消息稱，公主郵輪發布聲明稱，

考慮到疫情的持續影響與防控需要，以及未來部分

港口停靠、岸上觀光所帶來的不確定性，公主郵輪

決定暫停運營藍寶石公主號2020年6月3日至9月

30日從上海出發往返的所有航線。

記者聯系了公主郵輪國內出發航線客服，對方

表示，目前至2020年12月31日止，從上海出發往

返的航線已經全部取消，而2021年的上海母港航線

計劃未出。不過，今年可能仍有從上海出發，但行

程結束時在海外的航線。此外，今年8月和12月有

從中國香港出發的航次，8月的航線是從香港前往

澳大利亞，近12月的航次是香港往返。

據了解，中國內地方面，公主郵輪出發往返航

線的母港僅上海母港。也就是說，公主郵輪今年的

境內出發航線已經全線取消。

公主郵輪隸屬於美國休閑旅遊公司嘉年華集團

(NYSE: CCL; LSE: CUK) 旗下郵輪品牌。官網資

料顯示，公主郵輪旗下目前共有18搜郵輪，分為

帝王級、鉆石級、超至尊級、至尊級、珊瑚級、太

陽級、探索級等7個級別。

其中，此次備受關註的鉆石公主號和上述決定

暫停上海出發往返所有航線的藍寶石公主號均為鉆

石級的郵輪。

據日本放送協會(NHK)在當地時間2月18日早

上5時匯總的消息，日本目前共有新冠肺炎確診病

例520例，這其中有454例來自停泊在日本橫濱港

的“鉆石公主”號郵輪。

2月1日，曾乘坐過“鉆石公主”號的壹名中

國香港籍乘客被確診感染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原定

於2月5日返回橫濱港的“鉆石公主”號於4日提

前抵達橫濱並接受檢疫。

據了解，自鉆石公主號郵輪疫情發生後，2月

初，公主郵輪全球總裁珍· 斯瓦茲(Jan Swartz)奔赴

日本前線協調防疫工作，並通過視頻，讓公眾了解

公主郵輪團隊為抗擊疫情所付出的不懈努力。

2月16日，公主郵輪發布消息稱，對於近期不

少人關心的通風和過濾系統問題，公主

郵輪執行副總裁萊· 卡洛瑞(Rai Caluori)

通過視頻解答：“根據相關酒店標準，

船上流動的空氣是外部新鮮空氣混合過

濾後的再循環空氣。且賓客及船員的艙

房均符合該標準。謹慎起見，我們已將

賓客艙房、船員艙房以及公共區域的新

鮮空氣比例調至最大。目前沒有證據表

明病毒可以通過空氣調節系統傳播。”

另壹方面，消息指出，鉆石公主郵

輪上所有賓客將獲得全額退款，包括船

票、機票、酒店住宿、地面交通、預付

岸上觀光費、本航程服務費和其它相關費用。在船

上隔離期間，賓客無需支付任何附加費用。此外，

該航次所有賓客將獲得與本次所購船票等額的未來

航次預定抵用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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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30 遊走美國 (重播)

00:30-01:00 養生堂 (重播) 

01:00-01:30 中華民族 (重播) 

01:30-02:00 中華民族 (重播) 華夏新紀錄 (重播) 台北故宮 (重播) 中國大舞臺 (重播) 華夏新紀錄 (重播) 

02:00-02:30

02:30-03:00

03:00-03:30 台北故宮 (重播)

03:30-04:00 司馬白話  (重播) 移民美國 (重播)

04:00-04:30

04:30-05:00

05:00-05:30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05:30-06:00 中國大舞臺

06:00-06:30 遊走美國 (重播)

06:30-07:00 司馬白話 (重播)

07:00-07:30

07:30-08:00

08:00-08:30

08:30-09:00

09:00-09:30 深度國際

09:30-10:00

10:00-10:30

10:30-11:00 洋言洋語 (重播)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記住鄉愁 (重播) 華夏新紀錄  (重播) 中華民族  (重播) 功夫 大鵬秀

11:00-11:30

11:30-12:00

12:00-12:30 這裡是北京  (重播) 這裡是北京

12:30-13:00 大鵬秀 (重播)

13:00-13:30 中國緣 (重播)

13:30-14:00 生活 (重播)

14:00-14:30 遊走美國

14:30-15:00 記住鄉愁 (重播)

15:00-15:30 洋言洋語 記住鄉愁

15:30-16:00 移民美國 歲月留聲

16:00-16:30

16:30-17:00

17:00-17:30 華夏新紀錄  (重播) 歲月留聲 (重播) 移民美國 (重播) 幸福來敲門  上集 幸福來敲門  下集

17:30-18:00

18:00-18:30

18:30-19:00 今日關注 (重播) 中國大舞臺  (重播)

19:00-19:30 走進萬物 中國緣 (重播)

19:30-20:00 中國緣 生活 台北故宮

20:00-20:30 生活 (重播) 外國人在中國

20:30-21:00

21:00-21:30

21:30-22:00 中華民族

22:00-22:30 司馬白話 華夏新紀錄

23:00-23:30 功夫 (重播)

23:30-00:00 幸福來敲門  上 (重播) 幸福來敲門  下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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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

體育報導 (重播) 走遍中國 (重播) 易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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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電影

電視劇《傳奇之王》 第18~22集 (重播)

幸福帳單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海峽兩岸

體育報導 中華醫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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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關注 (重播)

今日亞洲

今日關注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易經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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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藝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生活化妝師

出彩中國人 (重播)

大魔術師 (重播)

開門大吉 (重播)
美南大咖談 

Chinese Class

22:30-23:00 養生堂五味草堂

中華情 城市一對一

中華情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直播)

美南大咖談

電視劇《傳奇之王》 第18~22集

國內首檔“融媒體＂新聞評論節目，給你不一樣的新聞體驗。 

▲ 節目截圖

節目介紹：
《中國輿論場》是CCTV4推出的國內首檔“融媒體”新聞評論節目
。最新輿情，最熱話題，明辨是非，凝聚共識。借助大數據，每天
發布的輿情指數，權威專家客觀點評，引入在線觀眾席，多屏互動
，給你不一樣的新聞體驗。 
本期主題：《中國輿論場》防控進入關鍵期，武漢仍是主戰場

 

播出時間：
每週日中午12:30首播，重播時間為每週日晚上9:30，
以及週一早晨8:30。

 

▲ 節目截圖

《中國輿論場》精彩
節目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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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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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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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日       2020年2月23日       Sunday, February 23, 2020



BB1111娛樂休閒
星期日       2020年2月23日       Sunday, February 23, 2020

都市人冬天到礁溪泡溫泉避世

自然襯藝術自然襯藝術
秘境納旅人秘境納旅人

有品味的人，愛享受
之人，像財經界、

商界行政人員想在
喧囂繁忙的生活中

進行短暫“出走”
，不妨選擇開業不

久的礁

溪寒沐酒店為休憩
地。這裡位於距台

北僅50

分鐘車程的宜蘭，
地處環山抱水的景

地，令

人感到返璞歸真的
舒暢。酒店設施一

流，食

物質素水準高。

寒沐靈魂，當然不
僅限於通過享受純

美

的自然風光，亦可
以欣賞此地隱而不

宣的系

列藝術作品。自然
與藝術相襯之處，

空靈於

現世結合之中，來
到此地的旅客都能

從靜謐

典雅的氛圍裡汲取
生命力和純粹的美

感，成

為都會人釋放壓力
和重尋生活動力的

最佳契

機。
酒店承襲了寒舍集

團一貫的美學概念
，

以簡約本質為底蘊
，邀請亞洲藝術家

跟全球

知名設計團隊LTW
合作，飯店用水、

木、

石裝飾，整體感覺
氣派但是又很舒適

。以

“淡泊寧靜”為主
題，用文字、畫作

、裝

置、攝影等不同形
式共創一方隱世的

藝術天

地。到訪者可以在
此得到身心的蕩滌

淨化，

體力上能充電，實
在是應驗那句“休

息是為

再次出發走向更遠
”之加油站。

酒店各層有懸掛藝
術作品，蔡佳葳“

自

虛空中迴旋而來”
系列作品，探討人

類時空

與自然界形體之間
的微妙關聯。在自

然宇宙

中，從浩瀚銀河，
至蝸牛殼紋，環狀

圓形或

螺旋，如基因密碼
般，隱而不宣地存

在於宇

宙自然，連結空間
與生命。其中，《

自空虛

中迴旋而來 - 藍、
灰》以藏文手寫《

心經》

為創作，透過“無
常”與“空性”的

概念觀

察人世，藉宇宙自
然常見的形體——

“圓

與螺旋”，探討宇
宙所賦予自然界的

狀態與

意涵。
還有朴善基的裝置

作品以懸浮炭塊的
手

法，呈現物質最初
始的狀態及造型，

創造出

視點遊戲，遊走其
中的觀者可感知無

限的想

像空間，及不可言
說的通靈之妙；雪

松畫作

“山石系列”將具
象的物件帶入抽象

的概念

任其自在律動，作
品中的奇石，帶着

有機的

流動感，似雲似幻
，變化萬千，在跳

脫出傳

統之外，呈現藝
術家對於性靈智

慧的想

望......

好玩項目特多

最可愛是酒店設施
除了溫泉池、游泳

池，還有青年、小
孩喜歡的新玩意。

唱Ｋ、

高爾夫球場電子訓
練習場、房客免費

使用

“小小賽車手”、
“電競遊樂室”只

要是住

宿的房客，都可以
免費玩裡面的遊戲

，有3

台PS4競速賽車模
擬機、4台任天堂

Switch

遊戲看起來都好新
。小小賽車手規定

要2歲

以上、30kg以下才
可以玩，主要是擔

心寶寶

沒辦法自己控制車
子；還有成年人去

泡湯

時，小孩可以放到
“兒童遊戲空間”

礁溪寒

沐最自豪的，就是
幾乎所有房型都有

露台，

泡完湯可以坐在露
台上喝茶聊天。冰

箱裡面

的mini bar 都是免
費的！除了飲料以

外，還

提供礦泉水、伯朗
膠囊咖啡機。酒店

6樓左

邊是泳池、右邊是
健身房。戶外溫泉

池也有

泳池，超正！
礁溪寒沐一共分成

兩棟建築，一棟是

“酒店”、另一棟
是“行館”，行館

就在酒

店的正對面，走路
2分鐘就到了，筆者

趁機

來參觀一下行館是
什麼樣：跟酒店的

氣

氛不太一樣，有種
高級會所感覺。

“行館 2樓Happy
Hour區”可以在

下午14：00～17：
00免費使用，有各

式

棋藝，也有啤酒、
飲料、點心吃到飽

。

選擇寒沐的迎曦閣
住宿一泊二食的

話，晚餐跟隔天早
餐都是在酒店2樓

的

MU TABLE用餐。
MU TABLE是宜蘭

最

大的buffet 用餐空
間真的超級大！

有台

式、中式、西式、
日式、泰式不同的

食物

食物種類都還蠻有
水準的。早餐部分

，有

中式燒餅油條、三
星葱蛋餅也有港式

燒

賣、台式清粥小菜
，超有創意的！迎

曦閣

房客還可以到行館
一樓泡戶外的溫泉

“光

之湯”（行館住客
免費、其他房客可

加價

$400使用）。晚餐
絕對不要錯過吃M

U

TABLE的buffet，
buffet就是專攻牛

肉跟

海鮮，南方澳漁港
直送海鮮到酒店，

海

鮮品質都很好，還
有滷味拼盤，省下

去

逛夜市的時間，在
buffet看到日式、

台

式美食枱上擺滿了
溫泉絲瓜、溫泉空

心

菜、溫泉番茄、過
貓、紫糯米、玉米

、

黑木耳……還有麻
辣燙鍋、海鮮鍋。

甜點枱有十幾二十
種迷你小蛋糕，

飲料也有咖啡紅茶
，或是新鮮果汁可

以

選，每一種看起來
都無敵好吃啊！旁

邊

有師傅現做鯛魚燒
餅，精緻、超棒！

鳴謝：宜蘭縣政
府、龍昇租

車、台灣租借WiF
i

冬季節日特別多，香港

經濟下滑的氣氛下，港人外

遊也會計數，到內地和去台

灣遊也是不錯的選擇，最近

去了日本名古屋4天遊，發現

如果用相同的價錢在台灣的溫

泉酒店享受比日本強。台灣泡

溫泉熱門地宜蘭礁溪有各式各樣的溫泉酒

店和旅館可供選擇，而且礁溪的地方夜

市、街市都是徒步可到，非常簡單方便，

東西好食，價錢又公道，玩3天兩夜非常

好。
採訪：焯羚

冠翔世紀溫泉會館和式風味冠翔世紀溫泉會館和式風味
如果你是經濟實惠型消費者可以選擇老牌酒店

冠翔世紀溫泉會館，在礁溪鄉仁愛路66巷的這間是
四星級的酒店，如今看來房間設計變舊式了，但想
像得到十二年前它的出現是很棒的！明亮的大廳，
一邊還有個閱讀區，放了很多藏書可以現場借閱
（房客也可以借回房內閱讀）理念很新。而且設備
非常多樣。佔地400坪的廣大空間，提供多樣化的
戶外溫泉SPA設備，各式溫泉水療設施、石板床、
五行湯、氣泡床、SPA沖瀑區、蒸氣室、烤箱、兒
童滑水道戲水區、溫泉魚足湯等等。還有一支很好
的管理及服務團隊，令他們面對競爭屹立不倒。

冠翔世紀溫泉會館的風格其實很有和式風味，
日本、韓國客喜歡，酒店大堂戶外風呂，溫泉大眾
池、親親魚、還有專門的兒童池適合家庭類型旅

客。房間裡也有單獨的溫泉池，房間又寛敞、乾
淨。

房間有三種，他們的“岩湯精緻套房”最大，
房間有大的睡床，大的客廳，玻璃門後的浴室跟溫
泉浴缸相連，房型是雙人床舖極舒適。許多結婚的
新人租來做新房。

閱讀區的後面就是餐廳，除了供應房客免費早
餐外，還有午晚餐供應！酒店的廚師都是經驗豐富
的，粵、台、日菜質素都很夠水準，他們的方翠華
董事總經理也引以為傲，她認為酒店經營好壞，其
餐飲質素、服務人員的態度起了重要的作用。

夜間如果想外出逛街，行幾分鐘就可到大街上
的小店食夜消，或是買些零食，宜蘭餅、奕順軒的
名產糕餅回酒店慢慢歎。

礁溪寒沐酒店礁溪寒沐酒店

地址地址：：宜蘭縣礁溪鄉健康路
宜蘭縣礁溪鄉健康路11號號

■■寒沐行館的藝術裝置
寒沐行館的藝術裝置

■■寒沐自助餐美食豐富
寒沐自助餐美食豐富

■■礁溪寒沐酒店房間礁溪寒沐酒店房間

■■酒店設有室內高爾夫球
酒店設有室內高爾夫球

練習場給客人消閒練習場給客人消閒。。

■■下午茶下午茶

■■免費打電動遊戲免費打電動遊戲

■■唱Ｋ可以一人自己練歌
唱Ｋ可以一人自己練歌。。

■■小朋友的賽車玩意小朋友的賽車玩意

■■兒童遊戲室兒童遊戲室

■■礁溪寒沐酒店外礁溪寒沐酒店外
貌極具氣派貌極具氣派

■■冠飛翔溫泉會冠飛翔溫泉會
館美食水準高館美食水準高。。

■■宜蘭礁溪夜市簡單具特色宜蘭礁溪夜市簡單具特色

■■宜蘭礁溪夜市溫泉魚泡腳宜蘭礁溪夜市溫泉魚泡腳
是民眾一大節目是民眾一大節目。。

■■礁溪冠飛翔溫泉會館礁溪冠飛翔溫泉會館
■■戶外風呂入口戶外風呂入口

■■溫泉魚溫泉魚

■■礁溪寒沐酒店藝術畫作
礁溪寒沐酒店藝術畫作

■■礁溪寒沐酒店餐廳礁溪寒沐酒店餐廳
■■奕順軒的三星葱餅非常美味奕順軒的三星葱餅非常美味

■■礁溪寒沐酒店大堂礁溪寒沐酒店大堂

2020年1月24日（星期五）愛漫遊5 ■責任編輯：趙雪馨



廣 告 BB1212

4號出口

星期四
9：00AM

星期日
10：30AM

44號出口
送$10元或$12餐券

請注意：
新開11:00AM班車 送$5元或$10餐券

25號出口
送$5元或$10餐券

每週七天 天天開車
9：00AM, 11:00AM,
1:00PM, 4:00PM,
6:30PM, 8:30PM
11：00pm

二家賭場任選，兩小時一班車

星期一 ～ 星期日
8：30AM, 6:00PM,
8：00PM, 10:30PM

T07_GREATLAND COACH八達旅遊567C_16

713-777-9988

上車地點: Houston Trade Center -100 Sharpstown Center #108 Houston, TX 77036

離休斯頓最近的賭場
只需要1小時

每週七天
9:00(直班）

車費$15享用$25

星期日       2020年2月23日       Sunday, February 23,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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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