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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芒通檸檬節舉行法國芒通檸檬節舉行
水果雕塑造型演繹百變主題水果雕塑造型演繹百變主題

受風暴沖擊受風暴沖擊
壹艘壹艘““幽靈船幽靈船””抵達愛爾蘭海岸抵達愛爾蘭海岸

在風暴在風暴““丹尼斯丹尼斯””的沖擊下的沖擊下，，壹艘被遺棄的壹艘被遺棄的7777米長的貨船米長的貨船MV AltaMV Alta
在愛爾蘭島南部東科克附近的巴利科頓村莊現身在愛爾蘭島南部東科克附近的巴利科頓村莊現身。。愛爾蘭海岸警衛隊稱愛爾蘭海岸警衛隊稱
，，這艘這艘““幽靈船幽靈船””在沒有船員的情況下漂流了壹年多在沒有船員的情況下漂流了壹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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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手表會取代“瑞士制造”嗎

最新數據顯示，蘋果智能手表全球

出貨量已超過整個瑞士制表業。2月5日

，美國戰略分析公司(Strategy Analytics)

發布的報告顯示，蘋果智能手表2019年

全球出貨量為 3070萬只，相較 2018年

2250萬只增幅達36%。而整個瑞士的手

表行業2019年出貨量只有2110萬只，相

比2018年2420萬只下降了13%。

對於蘋果公司首席執行官蒂姆· 庫克

來說，這壹天的到來早在預料之中。

2017年9月，庫克在第三代蘋果智能手

表發布會上就已宣布——蘋果現在是全

球第壹大手表制造商。

在蘋果手表面世短短5年間，蘋果

公司真的“戰勝”了整個“鐘表王國”？

石英表成犧牲品，機械表影響不大
來自蘋果智能手表的威脅，象征著

智能手表時代給以瑞士為代表的傳統制

表業帶來的考驗。但這已不是瑞士鐘表

業第壹次面臨挑戰了，它又被稱為“石

英危機2.0”版本。

上世紀70年代，瑞士傳統機械表受

到了來自日本石英表的巨大沖擊，這場

“石英危機”也重新塑造現有的瑞士制

表業。

如今，制表業仍然是瑞士第三大出

口產業，做工精良的“瑞士制造”最終

接納了價廉物美的電子石英表。據瑞士

鐘表工業聯合會(FH)網站介紹，現在瑞

士制造的手表中，有75%是石英表，只

有25%是機械表；但機械表占據了總價

值的75%。

因此，在專業人士看來，盡管智能

手表對瑞士制表業的影響越來越大，但

真正受到沖擊的是價格在500瑞士法郎(

約合人民幣3570元)以下的石英表。據英

國廣播公司(BBC)報道，出廠價低於500

瑞士法郎的手表2018年全球出貨量同比

下降了15%，而價格高於3000瑞士法郎

的手表出貨量卻同比增長了11%。

由於蘋果智能手表的定價約為450

瑞士法郎，這給相對低端的石英表造成

了壹定威脅。

以瑞士鐘表工業聯合會提供的數據

為例，在1986年至2015年間，瑞士石英

表的出貨量只有在全球金融危機後的

2009年滑落至2000萬只以下。但在2015

年蘋果智能手表正式面世後，瑞士石英

表出貨量在2016年掉落至1843萬只(總

價359億瑞士法郎)，且石英表的出貨量

還在逐年下降。

但與此同時，瑞士機械表的出貨量

則在2016年小幅回落到693萬只之後，

又再度回升至700萬只以上，可見機械

表作為瑞士鐘表業出口的重頭，並沒有

受到蘋果智能手表的太大沖擊。

“智能手表將在整個手表市場中占據

越來越多的份額，”瑞士手表品牌

Frédérique Constant首席執行官皮特· 斯塔

斯表示，“那些擁有30年歷史的傳統石英

手表瑞士公司，它們正在等待死亡。”

豪華智能手表難以俘獲人心
伴隨著蘋果智能手表的成功，壹種

新的手表類型在瑞士制表業界中應運而

生——豪華智能手表。

瑞士鐘表企業吸取了在“石英危機”

中反應遲鈍的慘痛教訓，迅速將奢侈品

與智能手表結合起來。包括路易威登、

泰格豪雅和萬寶龍在內的國際知名奢侈

品牌都推出了豪華智能手表，以應對智

能手表時代的挑戰。

但據《紐約時報》報道，在最初的

銷售熱潮之後，豪華智能手表的銷量壹

直停滯不前。

由於廠商發布的數據很少，瑞士奢

侈品研究咨詢機構(DLG)通過互聯網搜

索量來衡量這些豪華智能手表的銷售熱

度。該機構表示，公眾對豪華智能手表

的好奇心從2015年到2017年有所增長，

但目前已趨於穩定。

例如，泰格豪雅專為高爾夫愛好者

設計的 Connected Modular 智能腕表在

2015年推出之後，當年12月谷歌搜索量

達35萬次。但這壹數字在2019年4月已

回落到6萬次。另據瑞士投資銀行馮托

貝爾的數據表明，從2017年開始，泰格

豪雅智能腕表的銷售是走下坡路的。

但泰格豪雅智能腕表的數據已經讓

同行業競爭對手望塵莫及。不論是路易

威登的Tambour系列，還是萬寶龍的峰

會系列智能腕表，在2017年發布後，谷

歌上的月搜索量都從未超過5萬次。到

了2019年4月，路易威登智能腕表的月

搜索量降至僅僅1300次。

分析師認為，將奢侈品與智能手表

快時尚相結合的產品讓消費者敬而遠之

。來自全球產業分析公司的理查森說，

豪華智能手表好比古董商制作的智能手

機，他認為，這種“不協調”才是“豪

華智能手表世界的危機”。

智能手表革命帶來的威脅被誇大了？
究其原因，戰略分析公司最新研報

的作者尼爾· 默斯頓認為：“這裏有兩個

問題。第壹是瑞士手表行業更習慣於機

械工程而不是軟件工程，另外是銷售渠

道問題。”瑞士名表通常在專賣店、商

場專櫃或表行出售，而智能手表的零售

渠道更廣。

瑞士名表行的首席執行官布萊恩· 達

菲對智能手表的沖擊卻不以為然，他認

為“智能手表是奢侈品市場的邊緣化產

品”。瑞士名表行作為歐洲最大的奢侈

腕表零售商，在英國開設了125家門店

，在美國擁有21家。

據《紐約時報》報道，瑞士名表行

最近請顧客做了壹項調查，只有1%的顧

客認為智能手表可以代替傳統手表。

“奢侈品是妳想要永久擁有的，”達菲

說，至於購買智能手表，則是“買下了

壹種科技，它總有過時的壹天”。

盡管壹些報道稱蘋果智能手表出貨量

超過整個瑞士鐘表業是面臨“危機”的標

誌，但大多數鐘表業權威卻不認同。

“智能手表革命帶來的威脅被誇大

了，”瑞士高級制表基金會主席法比安·

盧波接受BBC采訪時說，“智能手表是

機械表的補充。”

瑞士奢侈品研究咨詢機構相關負責人

貝娜迪特· 蘇特拉斯也註意到，從2015年

起，人們對傳統機械表的興趣仍然居於高

位。“就像電子書和紙質書的關系壹樣，”

她說，“妳總能找到這兩者的受眾。”

“石英危機2.0”並不能像真正的

“石英危機”那樣，能夠拖垮整個瑞士制

表業。對於擁有近600年歷史的瑞士制表

業而言，蘋果智能手表尚未能敲響警鐘。

八百多家企業陸續復工 上海臨港新片區防疫生產兩手抓
綜合報導 上海自貿試驗區臨港新片區，沈靜

了半個多月的特斯拉超級工廠2月10日復工，偌大

的廠區又忙碌起來了。每天早上，2000多名員工乘

坐班車或私家車到廠，經過紅外測溫區後，壹壹進

入工作崗位。

從壹片空地到投產，目標年產50萬輛車的特

斯拉超級工廠項目只用了10個多月時間，創造了

汽車業的壹個奇跡。1月 7日，特斯拉上海工廠

新車批量交付。記者從特斯拉中國銷售商處獲悉

：新車訂單已排至4個月以後。正當特斯拉準備

擴張產能、快速交付預訂車輛時，受新冠肺炎疫

情影響，原定春節後1月31日復工的計劃不得不

延後。

防控疫情松不得，復工生產也慢不得。“越是

困難時刻，越要當好服務企業的‘店小二’，眼睛

要尖，手腳要勤。”臨港新片區管委會決定，向轄

區規模以上企業派出防疫聯絡員，幫助企業築牢防

疫底線、順利復工復產。

孫筱和是管委會高新產業和科技創新處主

任科員，2月 5日擔任特斯拉工廠防疫聯絡員後

，第壹時間就跟企業聯系，壹起制定防疫方案

和風險預案，“特斯拉制定了不少防疫辦法，

如嚴格區域管理，每200米設立壹個消毒櫃，員

工用餐增設隔離板，非工作時間禁止3個人以上

集聚等。”

不過，也有壹些問題靠企業壹時還解決不了。

特斯拉生產線正常運轉後，需要2000多人在崗。這

麼多人，口罩、測溫如何解決？管委會緊急協調，

在復工前將1萬只口罩、兩臺紅外測溫儀調集到位

，緩解了企業燃眉之急。

確保員工住宿安全也是道難題。特斯拉員工來

自全國各地，在上海大多是租房居住，不少人還是

合租。新片區其他企業也存在這個問題，人員管理

上有壹定風險。對此，管委會出臺了防控新冠肺炎

疫情、支持服務企業發展的16條意見，臨時調度

尚未投入使用的5棟人才公寓，用以解決企業員工

的居住困難。僅特斯拉，就有100多名合租員工和

近500名新入職員工住進了人才公寓。

隨著特斯拉開工，壹批上下遊的企業也陸續復

工。這個消息讓不少預訂客戶安心許多。

目前，臨港新片區有800多家企業陸續復工。

78家億元以上規模企業中，有77家已經復工。重

點項目投資也加快了步伐，僅2月13日，就有12個

項目簽約，投資總額超過200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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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3-FA_YiZhouMD周藝_16C_2467

7850 Parkwood Circle Dr, B6 Houston.TX 77036

（牛皮癬，慢性濕疹， 

老年性皮膚瘙癢和白癜風）。

 JIAXIN LU, M.D

Board Certified by AB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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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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55美南電視介紹

跟蹤海峽熱點，反映兩岸民意

▲ 節目截圖

節目介紹：
“海峽兩岸”是中央電視臺惟一的涉臺時事新聞評論欄目，節目宗
旨是“跟蹤海峽熱點，反映兩岸民意”節目分為兩個版塊：第一個
是“熱點掃描”，主要報導當日和近期臺灣島內的熱點新聞;第二個
是“熱點透視”，當日或近期涉臺熱點深度報導及兩岸專家對此事
的評論，並對兩岸各個層面的交流交往進行跟蹤報導。
《海峽兩岸》罷韓”組織者：聯署書已超50萬

播出時間：
首播時間：週一至週五晚上9點30分，重播時間：次日早晨8:00。 ▲ 節目截圖

《海峽兩岸》精彩
節目介紹

2/10/2020 -2/16/2020

美中時間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SUN.

10 11 12 13 14 1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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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視台保留變更節目權利，以實際播出為準。 Updated as: 2/7/2020

美南大咖談 

電視劇《大境門》 第26~30集

電視劇《大境門》 第26~30集 (重播)

中國輿論場

中國文藝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中華醫藥 (重播)

鞠萍姐姐講故事

健康之路

檔案

中國輿論場 (重播)

大魔術師

幸福帳單

華人世界 

出彩中國人

先鋒人物 (重播)

武林風

檔案 (重播)

開門大吉

央視國際新聞

中國文化

體育報導 (重播) 走遍中國 (重播) 易經

檔案 (重播) 華人世界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易經 (重播)

海峽兩岸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武林風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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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文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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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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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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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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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医疗和民间慈善无疑已是当今

时代面对疫情最重要的保障和方式，那

么在古代中国，瘟疫来临时的社会又会

如何应对呢？医疗与慈善的变迁又是否

同样遵循着历史进化论而一直正向发展

呢？

从中唐到蒙元：国家维护健康

从中唐到蒙元，在创办和维持公共

卫生机构方面，朝廷有时扮演了积极角

色，其范围不限于首都而遍及整个帝国

。虽然可资利用的资料不多，那波利贞

还是对唐朝官方医疗政策做出了有趣的

描述。

经方的出版和施送是这一努力的重

要方面。著名的《广利方》就是其中一

部为朝廷推荐的医方集。官府将这些医

方连同药材的官方定价携刻在公共场所

的石碑上，并指令贫病者可以从国库领

取银钱购买。公开官方价格也是为了平

抑私人药店的医药价格。9世纪在中国

四处旅行的阿拉伯和波斯商人见证和报

告了所有这些措施。

此外，我们知道居养院或病坊，最

初是在佛教寺院的翼荫下建立与发展的

。自从公元845年唐朝廷灭佛后，庙宇

机构被国家化，此后国家承担了病坊的

责任。

由国家来维护健康的传统

在宋代得以进一步发展，当

时宋朝廷继续支持为贫穷病

人开设的居养院，并出版朝

廷修定的方书。1102年，蔡

京推行全国性福利计划，从

而让我们看到许多有意思的

信息。该计划最引人注目之

处在于，在大城市设“安济

坊”，用以隔离重病患者，

以使疫病的传播最小化。最

后这点表明，安济坊意味着

是对瘟疫恐惧的一种回应。

就此而言，安济坊的功能同

时也是为了保护健康者和治

疗病人。

相似的关注也激励着著名

的儒绅苏轼建立了宋代第一

个病坊，即1089年在杭州设

立的安乐坊。这是在当年早

些时候爆发了一场小饥荒后

，时任杭州知府的苏轼，自

己捐廉50两白银兴建的。他

认为，杭州为水陆都会，容

易受到疫病的感染。他的安乐坊后来被

并入国家计划，改名为安济坊。

宋朝廷还推行免费发放药物的政策

， 并 兴 建 了 惠 民 药 局 。 元 丰 间

(1078-1085)，太医局承担起了国家编纂

出版方书的任务。这些书籍经历几次修

改，于1107年至 1110年左右最终形成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据现存版本序

言可知，该方书被发放给城市中所有公

共药房。

当宋代的惠民药局成为瘟疫中施送

医药的设施时，其便常常出现于文献记

录中。例如，在1231年的苏州，时任浙

西提点刑狱的吴渊在那年的春疫中，就

组织了一批医生。但是，这些机构应该

扮演的角色是在平时救济普通患者。惠

民药局也受到其他的批评。伟大的宋代

科学家沈括怀疑其腐败。“局以惠民名

”，他嘲笑道，但实际上“非惠民也”

。他认为非法的操作使得最好的药物流

入当权者手中。虽然如此，这套系统在

宋以后仍一直延续，明朝资料显示，惠

民药局在不同时期存在于长江中下游地

区的许多城镇。

元朝是官方给予医疗支持最多的朝

代。首先，较之任何朝代，医学官员在

整个官僚体制中享受着更高的品级。出

现了管理医学执业者的新监管机构官医

提举司，掌管医药救济的广济提举司，

后者负责监督数量不断增加的慈善药局

。另一个新机构“医学”，也在各级地

方行政机构中建立起来。在此，官医具

有如下职责：培训并正规考核执业医生

、编纂医书、验药和选员执掌惠民药局

。国家还推动建立了“三皇庙”，通过

对黄帝作为医药守护神的膜拜，告知人

们医学知识的经典根基。从地方志中可

知，这些庙在江西和江苏许多大城市中

存在。这个符号显然旨在提升医学知识

的地位，以达到与正统儒学平等的位置

。

无从知道帝国支持的这些医疗机构

是否被有效管理，或在救济病痛方面是

否切实有效，特别是在频繁的瘟疫将个

人病痛演变成公共灾难的时候，即促发

官方特别关注之时。我们也难以辨别，

与占优势的民间医生非正式网络相比，

它们是否接诊较多的患者。不过其显然

起到了推进和传播自唐开始到元代逐渐

成熟的、经典的、文本的医学体系的作

用。因此，官方医学可能只不过是冰山

的 一 角 而 已 。 正 如 文 树 德 (Paul

Un-schuld)所猜测的，对于大多数民众来

讲，由草泽医、僧道、巫觋和不识字的

医（药）婆掌握的“神鬼治疗是更有影

响力的体系”，他们的信仰和实践只受

到医学精英们表面的挑战。但是，无论

其实践的局限如何，宋元时期朝廷对医

学教育和医药救助的支持，树立了国家

对公共卫生如同其他社会福利事业一样

负有责任的典范。

明朝：国家医学的日益衰败

与此相反，我们从明代文献中所看

到的是，朝廷对医学救济和医药教育的

日益漠视。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这种

趋势更为加速。其后，由民间主持的医

药救助事业逐渐弥补了这个缺陷。医药

上的危机，特别是日益频繁的瘟疫，更

经常地由乡贤来处理，他们不是作为由

朝廷任命的地方官员，而是作为慈善家

为了家乡的利益而工作。

在明初的部分地区，我们看到的最

早的医疗政策退步的征象之一就是三皇

庙的衰败，也许这就是有意识地以牺牲

医学和其他形式的“技艺”以提高正统

儒家努力的象征。不过，与人民日常生

活紧密联系的两个官方机构惠民药局和

医学，在明初依然存在。在改朝换代后

，洪武皇帝在洪武三年（1370）和十七

年两次命令予以重建。它们负责给穷人

和军队提供医药。明朝皇帝最后一次显

示对惠民药局的关注是在宣德三年

（1428）。皇帝指责惠民药局的房舍如

此隳败，以致人民无处找寻廉价的药物

，官医亦不能履行职责。故下旨令重新

修复药局。

在这道旨令之后，朝廷再就很少提

及这些机构了。根据现存方志的记载，

一些惠民药局继续存在，至少名义上留

存至16世纪。但是，到了16世纪60年

代，大多数已不再发挥功能了。不过京

师的药局是个例外，在1542年的瘟疫中

，仍然积极发放药物。不过总体上，16

世纪的地方官员通常不得不以格外的精

力去关注医药救助。例如著名的东林党

人陈龙正的父亲陈于王，他在句容做地

方官的时候，就自费成立一个诊所。而

且，他还组织了32名地方大夫每年夏末

在周边16个乡巡诊。

“医学”这个官方组织也跟着衰败

了。它们在地方志中若有记录也只是被

简单地提及，这表明其在地方事务中的

角色无足轻重。一位尽责的晚明官绅吕坤

建议地方官到任后应做的第一件事就是，

重振废弃了的地方医学。而仍旧存在的医

学所提供的糟糕的服务同样也引起了他的

关注。他说，“医生署印者”全然不懂医

学经典，却“又皆以接递听差为本役”。

其他资料证实了吕坤的观察，医学中许多

医官事实上是收入很低的狱医。因此，

“明医抵死不掌医学”。在流行小说中也

可见到这样的医官形象。晚明经典小说

《金瓶梅词话》中，一位年长的医生讲述

了官医儿子“逐日县中迎送，也不得闲。

倒是老拙常出来看病”。

至于宋代的居养院或养病坊，亦随

宋亡而消失。在明代杭州，最著名的病

坊建于12世纪，而今“坊局图存而卒未

有举其事者”，不仅让人感慨“圣世之

民无疵疠夭札者乎?”1579年地方志的编

纂者以讽刺笔调议论道：“若薄其沾沾

者以为不足为，则苏公之事，固宜绝响

于后世矣。”

宋代出版御制方书的传统不知何故

也被遗忘了。我们知道，弘治皇帝曾支

持编纂过一部方药书稿，但在他驾崩后

并未出版。显然，他的继任者对此缺乏

兴趣。

瘟疫：漠视政策的例外

官方漠视政策的例外是，国家仍将

瘟疫视为公共卫生的危机。在京城，朝

廷会直接采取行动，而都城之外，地方

官员也被期望在瘟疫时采取措施。一个

普遍的做法就是施送药物或用于购买药

物的钱财。在1522年安徽泗州发生的瘟

疫中，林希元就曾使用了发银的办法。

但在1529年，他写了一篇有名的《荒政

丛言》批评这种方式，指出发银是无效

的，因为人们缺乏适当处方的知识，而

且领银亦不尽买药。半个世纪后，即

1587年，京城发生的一次瘟疫促使当局

给10699人发放了购买方药的银钱，而

有109590人直接得到了药品。这样以发

放药物而非钱财的方式作为官方的首选

策略，表示政府有时能够动员医学专家

提供服务，至少是临时的。

以上这些就是官方在应对17世纪40

年代席卷中国的瘟疫浪潮时可用的对策

。相关的记载显示这些方法相对无效。

例如，1641年吴县在爆发疫疠期间，无

论知县分配了多少药物，仍是“十有七

没”，从当年4月到冬初，他不得不每

天安排人收集上万具尸体。这是吴县自

12世纪早期金军入侵以来最严重的一次

灾难。1642年，吴县知县在春天的大疫

中施送药物，据报只有一半人口幸存。

相似的灾难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蔓延。

1644年，吴江发生一次疫疠不但酿成了

“灭户”的情形，甚有时夺取了整条街

道居民的生命，而幸存者则只能向老天

祈求怜悯。南京亦未能幸免，1641年五

月的大疫夺去了数万人的生命。从1643

年二月到七月的北京大疫，政府花费了

1000两白银资助太医院照顾病人，但是

花在收集和掩埋城内死尸的费用是该项

费用的20倍。面对这些灾难，国家显得

无能为力，各级官员所采取那些应急措

施似乎更多的只是表示他们对此的关注

。

尽管脆弱的晚明朝廷试图与瘟疫进

行斗争，但是有意思的是，其从来没有

试图仿照宋代蔡京或苏轼的做法，将病

人同健康人隔离开来。与之相对，15世

纪初的近代欧洲早期，检疫隔离已经成

为日趋普遍的公共卫生利器之一。而明

清时期，所采取的唯一重要的检疫努力

并未出现在晚明瘟疫中，而是在17世纪

满族统治下的北京，当时的情况显示这

是一种外族的举措。

古代中国的医疗制度与民间慈善1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導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導】】第第
六屆六屆 ““KNOWAutismKNOWAutism”（”（了解自閉了解自閉
症症））年度盛會於年度盛會於22月月2020日晚在休斯日晚在休斯
頓市中心的希爾頓酒店隆重舉行頓市中心的希爾頓酒店隆重舉行。。
““了解自閉症了解自閉症”” 的創始人的創始人 TammyTammy
Tran NguyenTran Nguyen、、德州議員吳元之德州議員吳元之、、前前
哈瑞斯郡民事法院第哈瑞斯郡民事法院第 22 法庭法官法庭法官
Theresa Chang (Theresa Chang (張文華張文華))、、萊斯大學萊斯大學
校長校長 David LeebronDavid Leebron、、Allen LeeAllen Lee 醫生醫生
等等，，以及以及““了解自閉症了解自閉症””大使團隊大使團隊
、、大休斯頓地區的慈善企業家大休斯頓地區的慈善企業家、、自自
閉症患者的醫務工作者閉症患者的醫務工作者、“、“了解自了解自
閉症閉症”” 義工等義工等500500餘人出席餘人出席，，以支以支
持持““KNOWAutismKNOWAutism”” 的工作的工作。。

今年“KNOWAutism” 晚會的主
題為”我在我身邊” (As I Am) 。晚會
向 Hallie Vanderhider 頒 發 2020 年
“KNOWAutism” 人道主義獎，以表
彰她為改善社區做出的傑出貢獻，並
為改善所有患有自閉症的人的生活質
量做出了重大貢獻。晚會將2020 “了
解自閉症”大使授予Alex Blair、The-
resa Chang & Peter Chang、Dr. Mona & Prashant Desai
、Lisa Graham -Garza、Gigi Huang、 Brittany Merwin
、Beth Wolff，他們因志願服務，專業領導力和社區
服務而入選。這些大使將努力促進自閉症的事業，並
作為自閉症意識的倡導者。

聯歡晚會是該組織今年的最大活動，有收集並提
供重要的資金和資源，以改善自閉症兒童的生活。慶
典活動包括雞尾酒會，無聲和現場拍賣活動以及晚宴
和音樂會。

音樂會以Grace Zhang的沙畫拉開帷幕。來自紐
約、多次獲得國際歌唱比賽大獎、2017年開始與“了
解自閉症”合作的著名歌手 Kelly Levesque帶領她的
演出團隊舞台獻唱。

音樂會最讓人驚喜的是請來了作詞、作曲、演唱
、彈奏、演員多位一體的格萊美最佳女聲樂獎得梅利
莎·曼徹斯特（Melissa Manchester），她的演唱風格
將晚會推向一個又一個的高潮。

梅利莎·曼徹斯特有輝煌的人生，她的父親是紐約大都會歌劇院的低音提琴演奏家，遺傳了父親的
音樂基因。 。她從15歲起就開始演唱商業歌曲，並在進入表演藝術高中時成為Chappell音樂的編劇。
在保羅·西蒙（Paul Simon）指導下在紐約大學（New York University）創作歌曲之後，她將才華帶到了
曼哈頓俱樂部現場。貝蒂·米德勒（Bette Midler）和巴里·曼尼洛（Barry Manilow）發現了她，兩人於
1971年僱用她作為備用歌手。 1973年，她錄製了自己的首張專輯“ Home to Myself”，與Carole Bayer
Sager共同創作了許多歌曲。她於1975年發行製作了她的前十首熱門單曲《午夜藍》（Midnight Blue）
，並以其直接、圓滑的流行聲為她的職業生涯奠定了基調；她和肯尼·洛金斯（Kenny Loggins）共同創

作了後者在1978年與史蒂夫·尼克斯（Stevie Nicks）製作的二重奏《每當我打電話給你的朋友》；第二
年，她就以《別哭了》重回前十名； 1980年，曼徹斯特成為首位獲得兩次奧斯卡金像獎電影主題提名
的歌手（《冰堡》和《無極》）；兩年後，她獲得了最高的Billboard單打榜排行榜榜首，並獲得了第五
名的《你應該聽到她如何談論你》，她獲得了格萊美最佳女聲樂獎。

在整個 80 年代和 90 年代，她通過寫劇本和表演交替進行偶爾的錄音，並與貝特·米德勒（Bette
Midler）一起出現在《為男孩》中，並在電視連續劇《開花》中飾演主人公。 2017年，曼徹斯特發行了
Fellas，向影響她的男性歌手致敬，並為1989年發行的Tribute作了續集。

曼徹斯特目前正在進行國際巡迴演唱，以支持她的新專輯“ You Gotta Love the Life”。

““KNOWAutismKNOWAutism”” 年度盛會年度盛會
在希爾頓酒店隆重舉行在希爾頓酒店隆重舉行

著名作詞作曲演唱歌星曼切斯特友情獻歌著名作詞作曲演唱歌星曼切斯特友情獻歌



（本報記者黃梅子）2月21日，前
哈瑞斯郡民事法院第2法庭張文華法官
（Judge Theresa Chang) 油畫俏像揭幕
儀式在郡民事法院第2法庭隆重舉行，
這幅由畫家張要武創作的油畫惟妙惟肖
，畫中的張文華大法官手持一本美國憲
法，代表她對法律和憲法的忠誠。這幅
畫像將會保留在哈瑞斯郡民事法院第2
法庭，以表示對這位大公無私、充滿正
能量、堪稱華人之光的張文華法官的尊
敬。

哈瑞斯郡民事法院現任法官、前任
法官、退休法官、休斯頓的民事律師協
會、亞裔美國人、休斯頓僑界領袖等人
都共襄盛舉，揭幕儀式熱鬧而隆重，張
文華法官和丈夫彼得•張博士一起為張
文華法官油畫俏像揭幕。

哈瑞斯郡民事法庭張文華法官油畫肖像哈瑞斯郡民事法庭張文華法官油畫肖像
揭幕儀式在第二法庭隆重舉行揭幕儀式在第二法庭隆重舉行！！

哈瑞斯郡民事法院現任法官哈瑞斯郡民事法院現任法官、、前任前任
法官法官、、退休法官等人都來祝賀張文退休法官等人都來祝賀張文

華法官華法官（（中中）。）。

揭幕儀式現場來賓雲集揭幕儀式現場來賓雲集。。

張文華法官現場發表感言張文華法官現場發表感言。。 張文華法官和丈夫皮特張文華法官和丈夫皮特張博士一起為張博士一起為
畫像揭幕畫像揭幕。。

由畫家張要武創作的張文華法由畫家張要武創作的張文華法
官油畫像官油畫像。。

張文華法官張文華法官（（中中））與前來祝賀的美南新聞集團與前來祝賀的美南新聞集團
董事長李蔚華董事長李蔚華（（左左）、）、企業家李生企業家李生（（右右）。）。

張文華夫婦與畫家張要武夫婦和其張文華夫婦與畫家張要武夫婦和其
他僑界人士他僑界人士。。

越南社區也來祝賀越南社區也來祝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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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金融美南金融 財富週報財富週報
盡覽金融市場動態盡覽金融市場動態，，探討投資理財策略探討投資理財策略

【【撰稿人：Yingying Xu, Financial Advisor, FINRAYingying Xu, Financial Advisor, FINRA
Registered Investment Advisor (RIA)Registered Investment Advisor (RIA)】】由於新型冠狀病由於新型冠狀病
毒在中國以外地區開始傳播毒在中國以外地區開始傳播，，廣大投資者對全球經濟發展趨勢持廣大投資者對全球經濟發展趨勢持
擔憂狀態擔憂狀態，，不確定性和恐慌加劇導致了上周美國股市的回調。受疫
情影響，蘋果公司在中國市場的需求量降低，門店暫時關閉，使得
蘋果公司下調了其收入目標，這也加劇了市場對疫情升級和經濟降
溫的擔憂。中國政府上週通過降低基準利率來減輕企業融資貸款的

成本，以刺激經濟增長。隨著疫情持續，最新經濟數據
出爐，更多公司會在第一季度下調收入及盈利目標，預
計在未來短期內市場震盪將是常態。截止上週五，道瓊
斯工業指數收盤28992點（週跌幅1.4%，年漲幅1.6%）
，標普500指數收盤3338點（週跌幅1.3%，年漲幅3.3%
）， 納斯達克收盤9557點（週跌幅1.6%，年漲幅6.7%
）。

市場分析及投資建議：
分析師認為，2020年整體市場上漲的預期不變，但是

過程中的震盪趨勢會比往年明顯。自去年9月以來，市
場三分之二的時間都在上漲，高於過往20年平均水平。

在過去一年，只有4天市場下調2%以上，而過去20年
這一數值為平均每年16天。市場合理性波動是健康市場

的內在特徵，就像小樹生長要定期剪枝一樣。在過往幾個月經濟一
片大好的情況下，好像並沒有什
麼原因讓市場回調，投資者預計會發生的合理性回調遲遲沒有出現
。而這次疫情的發生不僅在經濟層面會暫時影響企業盈利從而導致
市場下跌，更重要的是在投資者心理層面起到了類似膝跳反射的作
用，從而導致恐慌性拋售引發市場震盪。雖然疫情對全球經濟尤其
是第一季度會造成影響，企業盈利會下調，但收入和盈利只是部分

推遲到了後面的季度，全年整體增長的趨勢並未改變。
暫時性回調對投資者來說反而是個買入的好機會，就像商場打

折促銷一樣。當人們看好的優質商品促銷時，往往會高興的以打折
價格買入，因為和常規價格比就是賺到了。投資金融產品也是一樣
道理， 當一款優質股票在市場由於突發事件短期回調時，正是以打
折價格入手的好機會。如何選擇優質股票？優質股票通常是指公司
戰略目標明確、業務模式清晰、盈利增長性看好、有長期歷史數據
可供參考、值得長期持有的股票。優質股不是指一些新概念創新型
企業或在短期內股價暴漲的企業。以特斯拉（Tesla）為例，在今年
以來漲幅已有115%，

自去年10月底以來漲幅更高達250%。雖然特斯拉在電動車領域
的領軍地位不容忽視，但其股價飆昇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觸及了投
資人的興奮點，目前並沒有足夠數據表明其商業模式可以維持其股
價持續走高，其股價波動也遠高於市場平均（經常出現一天兩位數
的起伏）。比特幣和大麻股票也是類似。即便年回報率高於平均，
這類股票屬於高風險激進型股票，只適合少量資金持有（不超過可
投資資金的5%）。股票類別也分資本增殖型（聚焦股價增長無分紅
）和股息收入型（股價增長和分紅並重），需要平衡搭配。專業金
融服務機構通常有專業的篩選標準，可以精選出少量優質投資產品
，並根據市場形勢給出買入賣出或繼續持有的評級。

爆破不倒竟成網紅爆破不倒竟成網紅
達拉斯建築被譽為打卡地標達拉斯建築被譽為打卡地標

（（本報訊本報訊 ））德州達拉斯市中心一棟德州達拉斯市中心一棟
辦公大樓辦公大樓，，日前在進行爆破拆除時失敗日前在進行爆破拆除時失敗，，
中間電梯井屹立不倒中間電梯井屹立不倒，，被網友戲稱是被網友戲稱是““達達
拉斯斜塔拉斯斜塔”，”，竟意外成了熱門打卡地標竟意外成了熱門打卡地標。。

這座辦公大樓日前舉行拆卸爆破工程這座辦公大樓日前舉行拆卸爆破工程
時時，，1111 層高的一半建築物竟歪歪斜斜地層高的一半建築物竟歪歪斜斜地
屹立未倒屹立未倒。。大樓旋即成為當地民眾的打卡大樓旋即成為當地民眾的打卡
勝地勝地，，還有人人發起聯署還有人人發起聯署，，要求要求““拯救這拯救這
座地標免於破壞座地標免於破壞”，”，才幾天時間就獲得逾才幾天時間就獲得逾
千簽名千簽名。。 。。

不少網民拍下傾斜的大樓上傳社交網不少網民拍下傾斜的大樓上傳社交網
，，有人盛讚是有人盛讚是““爆破傑作爆破傑作！”！”

因為這個傾斜角度因為這個傾斜角度，，這棟建築物被與這棟建築物被與
意大利知名景點比薩斜塔相媲美意大利知名景點比薩斜塔相媲美，，網友稱網友稱
它為它為““達拉斯斜塔達拉斯斜塔”，”，吸引了不少當地民吸引了不少當地民
眾前來打卡拍照眾前來打卡拍照。。

拆除公司拆除公司（（Lloyd D. Nabors DemolitionLloyd D. Nabors Demolition））的發的發
言人說言人說，，剩餘的結構不會對周圍的建築物或行人構剩餘的結構不會對周圍的建築物或行人構
成威脅成威脅。。與許多拆除一樣與許多拆除一樣，，核心和電梯井需要採取核心和電梯井需要採取
額外的拆除措施額外的拆除措施，，他們將在一周內使用起重機和大他們將在一周內使用起重機和大

鐵球進行常規拆除工作鐵球進行常規拆除工作。。
在建築物成功拆除後在建築物成功拆除後，，該個地方將成為該個地方將成為 2727 英英

畝新開發項目的一部分畝新開發項目的一部分，，該開發項目包括高層住宅該開發項目包括高層住宅
，，辦公樓辦公樓，，酒店酒店，，餐廳餐廳，，公園和娛樂場所公園和娛樂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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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知名小提琴家胡乃元,歷年來廣
被休士頓朋友熱愛,睽違幾年之後，今年
再次接受【中美文化講壇】之邀請，訂
於 3/15(週日)下午 3:00 在 Stude Con-
cert Hall, Rice University，與著名鋼琴
家Eudarus Halim林秉樂，共同舉辦一
場春天的音樂饗宴 『胡乃元與林秉樂協
奏樂章』 演奏會。

出生於臺灣臺南的小提琴家胡乃元
，是一位全方位的演奏者，他怡然自得
的演奏技巧，對音樂富有才智的詮釋，

毫不猶疑的神韻與活力，使他能與今日
弦樂界大師們並列。1985年，胡乃元
獲得全世界最受肯定的 「比利時伊莉莎
白女皇音樂大獎 」 Queen Elisabeth
Music Competition小提琴首獎。著名的
史特拉樂雜誌盛讚 「胡乃元是位卓越的
小提琴家」 ，演奏有如 「貴族般之優雅
」 。在國際間獲獎無數的他，所錄製的
協奏曲亦為Gramophone 推薦為值得收
藏的版本，同時也獲企鵝指南三星帶花
的最高榮譽。在臺灣，胡乃元教授曾應

邀參加總統府音樂會和國家音樂廳開幕
音樂會之演出，並應奇美基金會之邀，
以該基金會所收藏之名琴錄製了一系列
的經典名曲。

印尼華裔鋼琴家林秉樂 Eudarus
Halim琴風成熟具有獨創性 ,深獲古典鋼
琴迷的喜愛。

十三歲時發表第一次個人演奏會，
來美後進紐約茱麗亞音樂學院深造， 師
從多位名師學習， 更是鋼琴大師弗拉基
米爾•霍洛維茲 (Vladimir Horowitz) 的

最後一個學生。
鋼琴家林秉樂曾與許多世界著名交響樂
團合奏， 也曾多次於國際著名演奏廳演
出 ，現為紐約大學音樂系教授

欣賞過胡乃元音樂會的朋友，今年
可以再次沈醉在美妙迷人的琴聲中，不
曾欣賞過的人更該把握這兩位音樂家同
臺演出的機會。相信這場演奏會仍會是
盪氣迴腸，動人心弦，讓觀眾留下憾動
心靈的記憶。歡迎您的蒞臨欣賞！

※演奏會免費入場，取票請洽 「佛

光山中美寺」
演奏日期：3月 15日 (星期日) 3:

00 pm
演奏地點： Stude Concert Hall,

Rice University
取票地點：佛光山中美寺 12550

Jebbia Lane, Stafford, TX 77477
電 話：281-495-3100
(八歲以下兒童，請勿入場)

佛光山佛光山【【中美文化講壇中美文化講壇】】
『『胡乃元與林秉樂胡乃元與林秉樂--小提琴與鋼琴協奏樂章小提琴與鋼琴協奏樂章』』

暢遊北歐五國暢遊北歐五國 漫享心靈假期漫享心靈假期
唯美雙峽灣渡輪‧高山景觀火車‧小美人魚‧維京傳說

北 歐 主
要有5個主
權國家：丹
麥，挪威，
冰島，芬蘭
和瑞典。去
北歐一定不
能錯過的便
是看極光。
挪威特羅姆
瑟，瑞典阿

比斯庫，芬蘭拉普蘭，丹麥法羅群島，
還有哪裡都有機會看到極光的冰島。

丹麥，世界著名童話作家安徒生的
誕生地。首都 『哥本哈根』 集古典與現
代於一體。 『新港』 岸旁的房屋五彩繽
紛，大多數都建於300年前，而當初的
民居都已轉變成了餐廳或酒吧供大眾娛
樂休閒。以童話故事《海的女兒》而建
的 『小美人魚雕塑』 ，雖然曾經歷經了
各種破壞，現在安靜地坐在離岸邊不遠
的石頭上。 『吉菲昂噴泉』 由四條牛、

犁和吉菲昂女神組成。她左手扶犁，右
手執鞭，充滿女性的力和美。

經由冰川對河谷侵蝕而形成的挪威
峽灣，最引人入勝的有最深處可達
1300多米的 『松恩峽灣』 ，有眾多瀑
布的 『蓋朗厄爾峽灣』 ，田園風景般的
『哈當厄爾峽灣』 和途徑巍峨群山的
『呂瑟峽灣』 。這裡的風光更被評為
‘世界未受破壞的自然美景之首’。
『山妖之舌』 因扁平細長的巖石而得名
，它在峭壁中延伸開來，海平面1000
多米上，懸於空中。 『肖斯瀑布』 水流
氣勢磅礴，從225米高處飛流直下，轟
鳴聲在寂靜的山谷間顯得額外地澎湃。
『瓦特納冰川國家公園』 是極地以外最
大的冰蓋，覆蓋了冰島約8%的面積。
『辛格維利爾國家公園』 是古代冰島議
會大廈所在地，那裡最特別的便是板塊
大裂谷，分割了北美和亞歐大陸板塊，

而據說這個裂縫每年還在以2厘米的速
度分離。 『藍湖』 在死火山之上，整個
溫泉煙霧環繞如仙境，這裡的矽石泥漿
，還有護膚之效。

芬蘭 『聖誕老人村』 是小孩子最喜
愛的聖誕老人的家。一座如同音樂廳的
『巖石教堂』 唯一建築在巖石上的教堂
。內部的巖石看似雜亂無章，但卻是經
由精心堆砌。

以麵包和馬鈴薯為主食的瑞典，其
中黑麵包尤其出名，湛藍的 『波羅的海
』 ，它的靜謐讓人身感愜意。 『北歐博
物館』 能全然地展現北歐的文化和體驗
到瑞典人的日常生活。‘北方威尼斯’
『斯德哥爾摩』 ，不僅是瑞典的首都，
而每年最著名的‘諾貝爾獎’也都在這
裡頒發，
它更是全
世界最美
的首都之
一。（圖
片取自網
絡）

更 多
精彩行程
盡在王朝
旅遊，總

有一個讓您心滿意足。
服 務 專 線 ： 713-981-8868 微 信:

aat713
地址：精英廣場商鋪A14，敦煌廣

場隔壁，大通銀行後面
6918 Corporate Dr, Suite A-14,

Houston TX 77036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僑教中心舉行美南地區僑務座談僑教中心舉行美南地區僑務座談((下下))

中華公所鄭雅文青年代表中華公所鄭雅文青年代表，，希望能有希望能有
中英雙語會議議題中英雙語會議議題

婦女工商企管協會吳展瑩會長提供婦女工商企管協會吳展瑩會長提供
海外僑民建言海外僑民建言

賴江椿認同台美第二代年青人走出新格局賴江椿認同台美第二代年青人走出新格局 楊明耕鼓勵台灣政府能推廣與美國政府多交流楊明耕鼓勵台灣政府能推廣與美國政府多交流

李席舟分享近日與副總統當選人賴清李席舟分享近日與副總統當選人賴清
德聯袂參加美國白宮祈禱早餐會德聯袂參加美國白宮祈禱早餐會

吳新興委員長感謝宋明麗僑務諮詢委員努力協吳新興委員長感謝宋明麗僑務諮詢委員努力協
助推動助推動WHAWHA謝函謝函

葉宏志獲頒僑務諮詢委員僑務榮譽職葉宏志獲頒僑務諮詢委員僑務榮譽職
人員聘書人員聘書

駱健明獲頒僑務諮詢委員僑務榮譽駱健明獲頒僑務諮詢委員僑務榮譽
職人員聘書職人員聘書

僑務榮譽職人員黃美倫僑務榮譽職人員黃美倫,,羅唯嘉羅唯嘉,,劉志劉志
忠忠、、鄭昭鄭昭、、駱健明駱健明、、葉宏志與現任葉宏志與現任
僑務委員和處長及中心主任合影僑務委員和處長及中心主任合影

駱健明建言深化台美關係穩定發展駱健明建言深化台美關係穩定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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