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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by Chen
Broker / 企管碩士
德州 /加州地產經紀人

國、台、英語

Grace Wang
工商管理碩士
房地產經紀人

54 Sugar Creek Center Blvd., #300 Sugar Land, TX 77478
買的稱心，賣的放心，售屋高價又快速

值得您依賴的房地產投資專家

專精:房屋 商業 公寓 土地開發 物業管理 

◆西北區75個單位Condos出售，地點佳
，入住率高，現收租金，高報酬近8%，
售$3,990.000。

◆糖城Tang City Plaza 店鋪出
    租，1F&2F請來電洽詢
◆Warehouse 出售，位於
    Rosenberg，近59號高速
    33,885呎，地大5.50AC，售
    $1,800,000。

◆休斯頓商業中心, 繁華地段獨立旺
鋪1萬1千平方尺, 大型獨立停車場，
交通便利, 視野好。適合家居相關產
品零售。可租, 可售！請電Grace。 另有多單位公寓樓出售，請電洽！

2020年10月20日 星期二
Tuesday, October 20, 2020

（綜合報道）CNN 報導，中
美貿易戰爆發以來，美國大豆農遭
受嚴重打擊，產品價格暴跌，存量
也突破新高。如今陸方開始重新購
買美國大豆，正好趕上秋收，這對
農民和川普來說，都是好消息，因
為務農為主的中西部搖擺州正是本
屆大選勝負的關鍵之一。

美國農業部對外農業服務局
（FAS）9 日發布的報告指，近月
中國積極轉向購買美國大豆；9月
中旬，中國的採購總量近 1700 萬
噸，幾乎回到 2013 年紀錄。農業
部 13 日的出口檢驗週報也顯示，
上週對陸裝運163萬噸大豆，比前
1週提高33％。

愛 荷 華 州 大 豆 協 會 （Iowa
Soybean Association）市場開發部主
任金伯利（Grant Kimberley）表示
，預計中方採購量 「不會達到首階
段（貿易協議）目標，部分原因是
中國今年太晚開始購買大豆，但如
果他們繼續保持這個速度，我們明
年可能就會渡過難關」。

川普1月與大陸達成 「首階段
貿易協議」，但北京先前承諾購買
價值366億美元的農產品，到8月
時連1/3都達不到。然而，普渡大
學（Purdue University）調查顯示
，仍有一半的美國農民相信陸方會
兌現上述承諾。

大陸對美大豆採購大陸對美大豆採購 助川普選情助川普選情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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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67歲法國第一夫人宣布隔離歲法國第一夫人宣布隔離，，
曾與確診者密切接觸曾與確診者密切接觸

（綜合報導）日本廣播協會（NHK）19日報導，10月19日
上午，日本首相菅義偉與越南總理阮春福在越南首都河內舉行會
談。據日媒報導，會談中，雙方又炒作起了南海議題。

阮春福在會談中表示，日越兩國是戰略合作夥伴，越方希望
與日本“齊心協力”，共同致力於“地區和平與穩定”，並通過
這次會談把兩國的關係提升到新高度。

菅義偉對此則回應稱，日本一直在推行“自由開放的印度太

平洋戰略”，並明確希望東盟國家
在內的各國積極參與。他表示，作
為印太地區國家，雙方將“共同為
該地區的發展和繁榮做出貢獻。”

但隨後，二人就在會談中討論起
了所謂的“中國在南海加強存在”
一事，並確認將為實現“自由開放
的印度太平洋”進行“緊密合作”
。

阮春福稱，“為確保和平與安全
、保證航行自由，我們再次明確了
以和平而非武力手段解決爭端的重
要性。”他還歡迎日本繼續“發揮
作用”，為“維護地區及世界和平
穩定”做出貢獻。

報導稱，雙方還就國防出口及技術合作協定達成了實質性共識，
並就加強在安保領域的合作達成一致。

此外，菅義偉和阮春福還就新冠疫情影響下，擴大日越兩國
之間醫療物品供應鏈、加強經濟合作、恢復商務人員往來等事項
上達成了一致。

此前有分析人士就曾指出，菅義偉上任後首次出訪就選擇越
南和印尼兩國作為目的地，有強化與東盟國家關係、助理本國經

濟復甦等多重考慮。預計未來菅義偉政府將在很大程度上延續前
任首相安倍晉三的外交政策。

會後菅義偉還在河內市內的大學進行了演講。日本共同社報
導稱，他在演講中再度提起南海問題，聲稱在南海地區出現了
“與法治及開放背道而馳的動向”。共同社認為，雖然菅義偉沒
有提到任何國家，但他這番話意在炒作所謂的中國“在南海加強
存在”。

就在菅義偉作出這番表態的同一天，日本防衛相岸信夫19
日表示，日本海上自衛隊當天在南海周邊海域與美國海軍及澳大
利亞海軍舉行了三國聯合訓練。

關於南海問題，中方早已多次作出回應。 7月14日，中國
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就強調，中國在南海的主權和權益是在長期
歷史過程中形成的。中國對南海有關島礁和相關海域行使有效管
轄已達上千年。早在1948年，中國政府就正式公佈了南海斷續
線，在很長時間裡沒有受到任何國家質疑，中國在南海的領土主
權和海洋權益有充分的歷史和法理依據，符合有關國際法和國際
實踐。

趙立堅表示，根據中國和東盟國家2002年達成的《南海各
方行為宣言》，中國致力於同直接相關的主權國家通過談判磋商
解決有關領土和管轄權爭議，致力於同東盟國家共同維護南海和
平穩定。

【綜合報道】法國總統辦公室當日證實，
67 歲的馬克龍妻子佈里吉特因密切接觸新冠
病毒感染者，開始為期7天的自我隔離。

報導稱，目前法國第一夫人沒有任何的新
冠症狀。而根據總統辦公室的聲明，布里吉特
曾於15日跟一名感染者有過密切接觸，後者
在19日確診。

近日，法國疫情正在加劇惡化。
《衛報》報導稱，法國第二波疫情來勢洶

洶，確診病例數連創新高，單在10月18日就
新增近3萬例。

為遏制疫情，包括首都巴黎、里爾、圖盧
茲在內的數個城市從上週六（17 日）開始實
施宵禁，為期最少4週。

法國是歐洲疫情最嚴重的國家之一。新冠
病毒已經使該國三分之一的重症監護病房中充
滿了確診患者，並再次使歐洲經受考驗。

日越首腦會談日越首腦會談，，又炒南海問題又炒南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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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時局

為獲取更多就業機會
日本民眾積極參與護理培訓

綜合報導 新冠疫情下日本

就業市場前景受到重創，不少

日本民眾為了規避職業風險，

提高就業機率，開始積極參與

護理工作培訓。

與此同時，護理行業希望

這壹趨勢能幫助其應對勞動力

危機，目前該行業可供選擇的

工作崗位是求職者的四倍多。

但是挑戰在於，在疫情平息之

後，如何留住人員和改善他們

的待遇。

根據日本厚生勞動省的數

據，2019年在護理行業，每100

名求職者可獲得420份工作機

會，遠高於全行業平均每人獲

得1.45份工作機會的機率。

此外，越來越多的人開

始對獲得護理資格感興趣。

Tsme 是大阪壹家培訓合格護

理專業人員的公司。自今年3

月以來，報名參加入門護理

培訓班的人數有所增加，為

應對需求，培訓班的數量增

加了壹倍。

Tsme的學生中有很多來自

餐飲業、制造業和其他非護理

行業。

壹名來自日本西部兵庫縣

的58歲女性，曾在旅行社擔任

導遊，但由於新冠病毒大流行

迫使雇主關門，她開始學習護

理。她計劃在完成Tsme的課程

後找壹份護理工作。

日本日久康護理服務公司

是壹家頂尖的護理服務提供商

，今年4月至8月期間，該校上

課的學生人數較2019年同期增

長了約1.5倍。但其中很多人是

公司員工，他們可能會把護理

從業資格視為“壹種防止失業

的規避風險措施”，該公司的

壹位職員說。

該職員說，為了留住護理

行業的員工，“重要的是要提

前告知學生們在護理工作中應

該註意什麽，並在他們就業後

跟蹤其情況”。

綜合報導 日本政府召開新冠病毒感染癥

對策小組會，討論讓職業棒球比賽的球場觀

眾上座率升至80%左右，將對此進行試驗並

調查其對疫情的影響。

職棒球場的實證試驗將由神奈川縣、橫濱

市及IT企業DeNA實施，將從10月30日起在橫

濱體育場進行3天。屆時將用高精度攝像頭對人

員流動、密度和口罩佩戴率等進行調查，為政

府放寬活動入場限制提供判斷信息。

為應對新冠疫情，日本政府對職業體育

及電影院等采取入場限制，此前上限為5000

人，該限制已於9月19日放寬。根據政府的

指南，到11月底為止，職業棒球、足球J聯賽

等人數超過1萬人的大規模活動，場館可容納

人數上限為50%。規模小、感染風險低的演

出劇目、古典音樂會等活動，以及在電影院

無飲食觀賞的情況，允許滿員。

此外，關於2021年大學入學共通考試的

防疫措施，日本文部科學省提出，即使是與

感染者有過密切接觸的考生，如果無癥狀且

被確認呈陰性，就允許在別的考場參加考試

的方案，並聽取了專家意見。

日本經濟再生擔當相西村康稔對此表示

：“考試當天將讓考生自主測溫，若在37.5

度以上將取消其考試，要求參加補考。”

日本政府還將探討確認考生身體狀況，

及避免考場內人員密集的方法等。文科省還

將根據專家意見，向全國的大學及都道府縣

教育委員會廣而告之，讓大學和高中的個別

入學考試也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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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韓國軍事人力管理局

官員13日說，由於出生率下降以及總

人口減少，預計韓國2032年起將面臨

兵源不足的難題。

韓聯社報道，韓國軍事人力管理

局主管官員在國會審計環節發言說

，預計從2032年起，韓國每年需要

征兵至少20萬人，但是只能征募到

大約 18萬名適齡青年，“我們將面

臨(軍事)人員短缺”，需要提前籌劃

應對之策。

韓國所有適齡健康男性必須服兵

役大約兩年。為應對韓國出生率下

降和老齡化加速現象，韓國軍方近

年來優化部隊結構並研發新型高技

術裝備。

過去10年間，韓國人口出生率持

續低迷，總人口增長極其緩慢，2019

年後期更是出現總人口減少的現象。

韓國人口預期壽命則不斷延長，媒體

預測韓國可能2024年邁入“超高齡社

會”，即65歲及以上人口在全國總人

口所占比例不低於20%的社會。

韓國總和生育率，即平均每名育

齡婦女生育子女數，2019年是0.92，

創歷史新低；相比之下，2018 年是

0.98。這意味著，韓國總和生育率連

續兩年低於1，遠遠達不到為確保韓

國人口穩定、即人口維持在5100萬所

需的2.1。

座駕離奇失火
印度政黨領導人被困車內活活燒死

綜合報導 據消息，印度馬哈拉施特拉邦近日發生

壹起離奇命案，國民會議黨壹名領導人在汽車意外著

火後被活活燒死。

據報道，事件發生在當地時間13日下午。當時，

55歲的國民會議黨領導人桑傑· 辛德（Sanjay Shinde）

正驅車前往孟買購買農藥。當汽車行駛到壹個收費點

附近時，可能出現線路短路並突然著火。

辛德註意到火勢後，曾試圖停車，但無奈車門被

鎖住無法下車。辛德曾試圖打破窗戶，但沒能做到。

大火很快蔓延，他被活活燒死在車裏。當地壹名警察

官員表示，“我們在車內發現壹瓶洗手液，懷疑這是

壹種易燃物質，可能會導致火勢迅速蔓延。”這名官

員還稱，接到報警後，消防隊就趕到現場撲滅了大火

，但辛德已經死亡。

印媒稱，辛德除擔任政黨職務外，還是納什克區

著名的葡萄出口商。目前當地警察已經將此事認定為

意外死亡案件，有關調查仍在進行之中。

日本擬提高球場觀眾上限
將進行試驗調查對疫情影響

LIVE
歡迎使用
觀看高清美南國際電視新聞台

距 離 總 統
大選日期已經
剩下兩個星期
，兩黨候選人
正以渾身解術
之方式做最後
之衝刺，截止
目前為止，已
經有二千二百
萬人進行通訊
或提前投票，
光是佛羅里達
州已經有三百
五十萬人完成
投票 ，距離投
票日還有十四
天， 這將會打破二〇一六年大選記錄。

川普總統週日在賭場內華達州除了群
眾造勢之外，還參加了週日上午之教會礼
拜， 主持牧師告訴总統，她得到上帝示知
，川普會連任， 拜登在北卡拉票希望能重
新扳回民主黨陣營。

公衛專家福其今天再度重申，他不認
為我們可能在近期內疫情會好轉 ，全球已
經有三千萬人感染，一百萬人喪生 ，而且

還是捲土重來之趨勢， 他的言論顯然否定
了白宮的看法。

我們十分憂心，自稱是世界民主制度
典範的美國，這次大選簡直是荒腔走板，
候選人公然不願承諾败選結果， 選民大會
不戴口罩 ，候選人不斷叫駡， 令大家不
知所措。

週四最後一次的總統大辯論 ，將會有
何場面出現， 請大家拭目以待吧。

( 图片来源：路透社）

Just 14 days to go until the 2020 election. More
than 22 million people already have voted across
45 states and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either by
mail or in person. We are still two weeks from
the actual Election Day. In Florida alone, almost
2.3 million votes have been cast in this election.
Democrats are dominating the early vote in the
27 states that reported ballots cast by party
affiliation. Up to now, 5.4 million registered
Democrats have voted early, while 2.5 million
registered Republicans have done so.

On Thursday President Trump and challenger
Biden will have their last debate. This will be the
last chance for Trump to face Biden before the
election.

With just two weeks before the election, Trump
began his Sunday night in Nevada by making a
rare visit to a church before his evening rally in
Carson City. Despite the pandemic, few
attendees wore masks. Meanwhile, Biden was
campaigning in North Carolina where Democrats
have not won a White House race since Obama
won in 2008. Both candidates are trying to
secure a path to victory.

Today we are facing another surge in the
COVID-19 pandemic. Infections have passed
the 8 million mark and are still rising rapidly.
There are now more than 218,000 dead.

Dr. Anthony Fauci is worried that the U.S. is
heading in the wrong direction with the
pandemic, while worldwide the number of new
cases is surging at an alarming rate. Fauci said

that when you have a million deaths and over 30
million infections globally, you cannot say that
you are on the road to essentially getting out of
this pandemic.

This is really a critical time for all of us because
we really don’t know when we will have an
effective method to control the virus and the
fede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are just out of
control.

We are urging all of you to go out and vote. This
is the time we need to choose the right leader to
rescue our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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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中失重是怎樣的感受？？
眼淚流不出，味覺不敏感敏感

人們都知道太空零重力，但失重到

底是怎樣壹種感受？在地面上習以為常

的壹些小事，到了太空中又會發生哪些

改變？英國廣播公司(BBC)邀請歐洲航天

局的拋物線飛行協調官尼爾· 麥爾維爾，

介紹壹些零重力下的小常識。

麥爾維爾雖然是壹名經驗豐富的教

練員，但他承認，要想對沒經歷過失重

的人描述這種體驗，就好比是跟因色盲

無法看到紅色的人描述紅色壹樣難。

眼淚汪汪
如果在太空中突然想哭會是怎樣？

在正常情況下，壹個人在哭的時候

，眼淚會奪眶而出，順著面頰流下。但

到了太空中，由於零重力，眼淚不會流

出眼眶向下淌，而是會在眼眶裏聚集，

眼淚汪汪的狀態下，人們的雙眼模糊。

這時，需要用紙巾擦幹眼淚才能恢

復視線。

劃火柴
那在太空中劃根火柴又會發生什麼

變化呢？

尼爾首先警告說，不要在太空站中

這樣做。他解釋，由於失去引力，許多

人們平時在地面上習以為常的小事到了

太空中都變了樣。

比如，當平時點燃火柴時，火苗會

升起，火苗周圍的空氣會被加熱，並隨

著冷空氣被吸入火焰底部，為其補充氧氣

燃燒，火焰會持續燃燒並保持其

形狀。

但在零重力情況下，由於沒

有上下運動，火苗不會上升，而

且還會很暗淡，也不會有隨時補

充的新鮮氧氣。火苗燃燒的速度也較慢

，而且最令人驚奇的是會呈現出球形的

火焰。

尼爾還解釋說，火苗不是向上，而

是向周圍各個方向蔓延，同時火苗的溫

度也沒有在地球上熱。

開碳酸飲料
如果在太空中開壹罐碳酸飲料會是

什麼效果？

尼爾警告稱，如果人們有機會體驗

零重力，不要做此嘗試。在太空中，罐

裏的泡沫會波濤洶湧般地傾瀉而出，弄

得到處都是。尼爾說，這背後的原因可

以用波義爾定律來解釋。

如何影響人的味蕾？
科學家至今仍不清楚在太空低壓失

重情況下人的味蕾到底發生了什麼變化

，但人的味覺似乎不太敏感了。尼爾解

釋，這可能與口腔中液體流動方向發生

改變有關。

壹些太空旅行者還提到了頭腦發脹

的感覺。尼爾說，這是因為在太空中人

的體液不會像在地面上時那樣向下流動

。尼爾形容這就像是人們得了重感冒時

那種頭脹發暈的感覺，但其實並沒有生病。

尼爾表示，這會大大影響人們的嗅

覺，嗅覺降低了味覺也會受影響。

壹種辦法是在食物中多加點鹽來調

味，但當然不適合長期使用，因為鹽多

對健康有害。

尼爾說，為讓宇航員們的食品更有味

道，他們通常使用壹些味重的調味品，現

在宇航員們總體來說對食品感到滿意。

失重飛行
尼爾所在的歐洲航空局除了負責訓

練宇航員之外，還為普通人提供失重飛

行的體驗。

參加這種所謂拋物線飛行的人壹定

要首先通過醫學檢查、合格後才可以，

必須是18歲以上的成人，而且費用不菲

，要繳納大約6000歐元。

飛機起飛，然後沿著拋物線飛行，

抵達拋物線頂點時，機艙內的人體驗兩

倍引力、體重翻番，之後壹、兩秒過度

到失重狀態。

這時，人們會感覺體重消失了。尼

爾介紹說，這種失重狀態大約每次持續

20秒，讓人感到放松。但很快，他們就

會重返地面，壹切恢復正常。

比利時疫情升溫拉響警報
專家討論再次封城可能性

綜合報導 比利時近日新冠疫情升溫，最近壹周每天平均新增逾

4000例病例，每10萬居民感染率創下歐洲第二高，專家已開始討論再次

封城的可能性。

根據比利時國家衛生研究院最新數據，10月 2日至 8日壹周，

該國每天平均新增4154例病例，較前壹周大幅增加89%。另據歐洲

疾病預防管制中心最新統計，比利時過去14天感染率上升至每10萬

人口405例，僅次於捷克493例，在歐洲受影響最嚴重的國家中，排

名第二。

比利時病毒學家古希特(Steven Van Gucht)12日在政府疫情說明會上

表示，比利時確診人數正“令人不安地”上升中。他說，以目前的速度

推估，本周有可能看到單日感染人數超過1萬人。

在感染人數快速增加的情況下，比利時專家開始討論是否可能再次采

取 最嚴厲措施。《布魯塞爾時報》報道，病毒學家蘭斯特(Marc Van

Ranst)呼籲，若政府最新政策未能積極奏效，就應該準備采取另壹套措

施，“不能排除再次封城”。

10月初上任的比利時政府6日宣布，未來壹個月的緊縮防疫措施，

包括每人每月可密切接觸者調降至3人、家庭或私人聚會人數上限4人

。布魯塞爾大區政府也宣布，自10月8日起，咖啡廳、酒吧、及運動俱

樂部等必須停業壹個月，但餐廳可照常營業。

比利時這波疫情快速升溫，過去壹段時間主要感染人群是年輕人，

但現在30至70歲人群的病例數也明顯上升，另壹個令人憂心之處是住

院患者人數也在增加。

根據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疫情統計數據，截至目前，比利時累計

確診病例165880例，已有10211人病故。

雅典及周邊地區遭強暴風雨襲擊
多地被水淹和停電

綜合報導 惡劣天氣襲擊希臘首都雅典及周邊城鎮，為該地區帶來

持續數小時的雷雨大風，不少樹木被連根拔起壓毀屋頂和高壓電線，多

處出現水淹和停電。消防部門接獲上百個求助電話。

據報道，從當地時間13日清晨5點開始，雅典市中心及郊區遭遇惡

劣天氣，受影響最嚴重的是西郊佩裏斯特裏、海德爾、埃加裏奧，以及

北郊新赫拉克利奧和阿瑞羅波利斯、南郊阿利莫斯等區域。

其中佩裏斯特裏、海德爾、埃加裏奧等地，不少房屋被大雨帶來的

大量積水淹沒。大風還將不少大樹吹倒，壓毀雨篷和屋頂。阿利莫斯、

阿瑞羅波利斯、新赫拉克利奧地區的電力曾壹度中斷。

氣象部門表示，在雅典廣泛地區，壹小時之內就記錄有超過800次

雷電，雨量最大的地區在科裏達洛斯，雨量達43毫米。

同時，消防部門稱，他們接獲超過148個求助電話，要求清理倒下

的大樹和抽去屋內積水。

除了雅典及周邊地區外，愛奧尼亞群島和希臘西部地區，包括科孚

島和凱法洛尼亞島也遭受了暴風雨侵襲。

此前，希臘國家氣象局和公民保護部曾在當地時間12日下午發出預

警，要求阿提卡、馬其頓大區、色雷斯、愛奧尼亞群島、伊庇魯斯、伯

羅奔尼撒群島、克裏特島等地的居民留意天氣變化。

根據當地時間13日中午的天氣報告顯示，風暴雲團已向色雷斯地區

、愛琴海東部島嶼和克裏特島轉移，當地將出現暴風雨。而其它地區的

天氣狀況將會好轉。

神秘天體接近地球？
“真身”或是54年前遺留太空火箭

綜合報導 近期，美國

宇航局 (NASA) 發現壹個神

秘天體正在靠近地球。由

於其“走位”特殊、行徑

速度慢於壹般小行星，專

家指出，這個神秘天體或

是 54 年前壹次失敗登月任

務遺留下的火箭，並將進

壹步觀察確認。

9月，夏威夷壹架望遠鏡

發現了這個神秘天體。根據

亮度推算，它約有26英尺(約

合7.9米)長。

NASA近地天體研究中心

(CNEOS)主任喬達斯註意到，

該天體繞著太陽轉的運行軌

道與地球相似，與壹般小行

星不同；同時，該天體與地

球在同壹平面上，沒有傾斜

，而小行星通常則以奇怪的

角度掃過地球。此外，此天

體以每小時 1500 英裏(約合

2400公裏)速度接近地球，慢

於小行星的標準。

喬達斯推測，小行星

“2020 SO”可能是“宇宙神-

半人馬”運載火箭(Atlas Cen-

taur)。它曾於1966年推動太空

飛行器至月球，由於其中壹

個推進器未能順利點燃，導

致太空飛行器墜毀月球，而

半人馬火箭則掠過月球，

進入太陽軌道成為了太空

垃圾。

事實上，每當有天體

靠近地球時，天文學家就

會觀察它的軌道，並決定

該天體受太陽輻射及熱效

應的影響程度。報道稱，

如果新發現的天體是半人

馬火箭，就不容易受外力

影響移動軌跡。通常，天

文學家借此來辨別小行星

和太空垃圾。

喬達斯說，太空中可能

有許多偽小行星，但因為移

動方式過於混亂、不精確，

因此難以確認“真身”。

然而，最新發現的這個

天體軌跡明確且相對穩定，

更支撐該天體為太空垃圾的

理論。喬達斯預計，這顆天

體11月中旬將被地球引力吸

引，並將繞地球運轉約4個月

，約於2021年3月回太陽附近

的軌道。

希臘擴大口罩強制令
再次延長航班禁飛和入境限制

綜合報導 希臘目前累計確

診新冠病例23495例，累計死亡

469例。當地時間10月 13日，

希臘政府宣布再度升級防疫措

施，並延長航班禁飛和入境限

制。

雅典大學教授和流行病專

家雅典娜· 利努(Athena Linou)在

接受媒體采訪時說，根據希臘

國家公共衛生組織(EODY)的官

方數據顯示，目前希臘的新冠

肺炎患者活躍病例總數為5472

例，預計這壹數字將在冬季到

來時出現增長。利努指出，比

起這些可統計的“看得見”的

病例，那些“看不見”的患者

更加令人擔憂。

她說，從流行病學數學模

型來看，目前希臘全境的新冠

病毒實際感染人數可能已經達

到2萬例。這些人中的大多數為

無癥狀患者。

雅典大學衛生與流行病學

系助理教授吉卡斯· 馬約克尼斯

(Gikas Majorkinis) 也提到，約

50%至80%的新冠肺炎患者都屬

於無癥狀感染者。因此，無論

如何人們都需要戴好口罩、保

持社交距離，保護好自己。

為更好遏制病毒擴散，希臘

公民保護部副部長哈達利亞斯在

13日舉行的疫情發布會上稱，從

現在開始，全國所有封閉的工作

場所和人群擁擠的露天公共區域

都必須要求人們戴口罩。

目前，希臘已經起啟用了

顯示希臘全境各地區新冠疫情

嚴重程度的“疫情地圖”。這

份地圖根據疫情的嚴重程度將

希臘的每個城鎮分為四個風險

等級，並用不同顏色標記：預

備級(綠色)、監測級(黃色)、加

強監控級(橙色)和危險級(紅色)

，在每壹區域實施針對性的防

疫措施。

目前，希臘境內疫情最嚴

重、首都雅典所在的阿提地區

的安全等級為“加強監控級”。

此外，當地時間10月13日

，希臘民航局延長了壹系列旅

行限令，以保護前往希臘的乘

客和本地居民免受新冠病毒感

染。具體措施包括延長希臘和

西班牙、土耳其的航班暫停禁

令至10月25日午夜；禁止非歐

盟公民進入希臘的航空指令延

長至10月25日，但澳大利亞、

加拿大、日本等11國的公民除

外，這國國家的乘客在抵達希

臘後將要接受病毒抽樣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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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后美國貧窮現狀疫情后美國貧窮現狀疫情后美國貧窮現狀：：：333...333億人口億人口億人口，，，
有有有111///666年入不足年入不足年入不足222...666萬元萬元萬元

（綜合報導）近日，美國總統競選集會如火如荼地舉行著
，但是一次疫情也縮減了美國的人口，打壓了經濟發展，造成
了可怕的貧窮現狀。哥倫比亞大學研究人員稱，疫情使800萬
美國人陷入了貧困，總數已經飆升至5500萬人，他們年收入不
到26200美元，約合人民幣17.5萬人民幣。

貧窮問題一直是全世界普遍存在的問題，美國被公認為世
界經濟最強國，也是有窮人存在的。我們普遍的印像是，美國
人生活的如好萊塢大片裡一樣奢靡到不行，穿昂貴的衣服，戴
名貴的手錶，開限量版的汽車，住自帶游泳池的別墅，以及因
奢靡而衍生了開放；但現實生活中，有人住千萬豪宅揮金如土
，就有人在貧民窟，四面漏風的房子裡忍飢挨餓。最近三個月
，有600萬美國人陷入貧困。

與世界上其他國家有區分的是，美國窮人可能是街頭食不
果腹、衣不蔽體的流浪漢，也可以是餐廳服務生，在遊樂園扮
演小丑度日的人。疫情更是加劇了美國人的貧窮現狀。國會通
過並由特朗普總統簽署成為法律的2萬億美元的《關愛法案》
，曾最多幫助大約1800萬美國人擺脫了貧困，現在數字降低至
400萬。這項法案提供每週600美元的失業扶持，每個孩子也有
資金支持，但這項扶持在8月結束。 《關愛法案》對於減貧有
所幫助，但仍舊未能阻止美國陷入“深度貧困”，即資源少於
貧困線一半的貧困人口。美國兩黨正在就新的救濟計劃展開討
論，但距離達成共識仍舊遙遠。

根據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統計數據，截至2020年10月17
號，全球新冠肺炎確診病例超過100萬的國家僅有四個，分別

是美國、印度、巴西、俄羅斯。其中美國“一騎絕塵”，確診
數超過800萬，死亡數逼近22萬。

據英國《每日郵報》於10月17日報導，一項新的研究顯
示，自從5月份聯邦刺激資金枯竭，美國國會又沒有出台更多
的救濟法案。至今，約有800萬美國人的貧困水平已經下降至
貧困線以下。與此同時，受疫情影響，美國經濟復甦放緩，目
前有5500多萬美國人年收入不足26200美元，占美國3.3億人
口的6分之一，收入換算成人民幣約為17.5萬人民幣。美國哥
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的研究人員稱：今年春季CO-
VID-19大流行對美國經濟造成毀滅性打擊、迫使許多行業關
閉企業，更多美國人因失業而流浪街頭，這也更加劇了美國人
新冠感染。

（綜合報導）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傳染病
研究與政策中心主任邁克爾.奧斯特霍爾姆
在接受美國全國廣播公司採訪時表示：“接
下來的6到12週或許將是整個新冠大流行中
最黑暗的時期。”

他表示，疫苗要到明年第三季度才能
“以有效的方式”提供，即使是在這種情況
下，美國一半的人口還是持懷疑態度。

“人們不知道該相信什麼。我們面臨的
巨大挑戰之一，我們必須向公眾傳達反映科
學和現實的信息。”奧斯特霍爾姆同時表示

，他不知道聯邦政府的公共衛生應對工作是
否能起到帶頭作用。而且，目前在美國各界
的確存在很多不同的聲音。他說：“我們沒
有統一的聲音。”

奧斯特霍爾姆強調了周五（16 日）報
導的約7萬例單日新增新冠病例，與新冠疫
情高峰期間看到的最大數量相吻合，並表示
，從現在開始到新年假期，美國的單日新增
病例數“甚至會遠遠超過6.7萬到7.5萬例這
個數字”。

（綜合報導）回顧四年前，《華盛頓郵報》統計顯示，特朗普在美國2332個農村人口最多
的縣取得60%對34%的優勢。

但在第一個任期內，特朗普帶領美國與許多貿易夥伴發起摩擦，其中包括不少美國農產品
重要的出口市場。對氣候變化的漠視也讓農民擔心，特朗普會對極端天氣破壞農業生產的情況
不管不顧。這屆政府的生物燃料政策也引髮美國農民不滿，讓對手抓住可乘之機。

上述原因導致近日一系列全國民調顯示，特朗普在農村地區的領先優勢正縮小，尤其是在
中西部幾個關鍵搖擺州。

2016年出口民調顯示，在密歇根州，特朗普贏得56%的農村選票，希拉里只拿到38%的選
票。而《紐約時報》和錫耶納學院本月早些時候在該州的民調發現，特朗普和拜登的支持率不
相上下。

威斯康星州情況也類似：特朗普在2016年贏得62%的農村選票，希拉里得票率為35%。但
《華盛頓郵報》和ABC新聞聯合進行的一項民意調查發現，威斯康星州目前只有50%農村選民
支持特朗普，47%支持拜登。

作為回應，美國農業部數據顯示，自2018年以來，政府已經向美國農民提供了近300億美
元的現金援助，今年又推出了數百億美元的新冠疫情援助。

普渡大學和芝加哥商業交易所的美國農業經濟晴雨表指數顯示，特朗普在9月宣布的新一
輪疫情援助幫助農民情緒推高至疫情以來的最高水平。

而就在六個月前，農民情緒指數還處於四年來最低水平。疫情對整條食品供應鏈的重創，

迫使美國農民傾銷農產品。儘管聯邦政府援助幫助一些農場維持運營，但在截至6月份的12個
月期間，美國家庭農場的破產數量仍上升8%。

大選前夕，隨著白宮不斷向南部和中西部的農村地區輸送資金，預計今年聯邦政府向農民
支付的資金將達到創紀錄的460億美元。在新援助之下，今年美國農場現金收入預計將降至十
年來的最低點，但政府扶持的款項預計將使農場淨收入增長23%。

另一方面，拜登團隊選擇批評特朗普政府的貿易和生物燃料政策來爭取農民的支持。此前
特朗普政府免除了煉油商將生物燃料混合到燃料中的要求，意味著對用於製造燃料的玉米的需
求減少，作物價格隨之走低。對此，拜登提議增加清潔能源使用，為更多以穀物為基礎的生物
燃料打開大門。

與特朗普及共和黨觀點不同，拜登所在的民主黨對移民和氣候變化持更為開放的態度。這
讓關鍵州亞利桑那州的一家農產品集團CEO維克.史密斯（Vic Smith）很滿意。

史密斯對NBC新聞表示：“為了我們美國這些生產新鮮健康蔬菜的生產商存活下去，我們
必須擁有穩定、可靠、合法的勞動力隊伍。”他還希望，投票讓拜登獲勝將有助於克服氣候變
化的挑戰，緩解自家農場乾旱和供水不足的問題。

但艾奧瓦州達文波特附近的農民羅布.艾沃特（Robb Ewoldt）對NPR說，他仍然會投票給
特朗普。 “我要投票給我認識的魔鬼，而不是我不認識的魔鬼。我知道（特朗普）他在農業政
策上的立場，以及對我生活的影響。有時我同意，有時我不同意，但我起碼知道我得到的是什
麼。”

美國醫學專家：接下來的6至12週
或將迎來新冠疫情最黑暗的時期

四年之後四年之後，，美國農民還繼續支持特朗普嗎美國農民還繼續支持特朗普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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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O計劃

李元鐘保險服務地點 

台達電再獲新北節能路燈專案台達電再獲新北節能路燈專案 估估1010年省年省11..55億電費億電費
（中央社）台達電子宣布，繼2014年獲得新北市北區13個行政區的第一期節能路燈換裝暨維

護PFI案（民間融資提案）後，今年再次獲得同區為期10年的二期專案，估可為新北市省下1.5億
元電費。

台達電表示，該專案將於今年10月接續啟動，將換裝該區總計約11萬餘盞的路燈，預計10年
期間可為新北市節省約新台幣1.5億元用電支出，其中8500盞路燈將升級連網功能，而先進的多元
應用智慧共桿設計，可為未來擴充預作準備，為智慧城市發展建立完善的基礎設施。

台達電樓宇自動化事業群總經理羅永堅表示，很高興台達電在完成前一期6年的服務後，產
品的品質及專案管理能力受到肯定，再為新北市提供下個10年的服務。路燈在結合物聯裝置及資
通訊科技後，可以提供許多道路照明以外的創新加值服務，例如監視器、電動車充電樁、微型氣

象站、號誌、互動觸控螢幕等，讓路燈成為智慧城市重要的資訊節點。
羅永堅表示，台達電將依契約分批置換總數約11萬盞的老舊燈具，其

中8500盞路燈坐落於燈具故障難以回報路段，將升級為可連網的智慧路
燈，連結市府的即時管理系統，提升路燈的維護效率，而幾處常因急降雨

導致淹水車行地下道則增設水情偵測系統，即時回報道路現況，幫助智慧交通的調度。
台達電自2010年開始發展LED智慧路燈解決方案，於2014年獲得當時全台單一最大的新北

市節能路燈換裝暨維護PFI案（民間融資提案），6年下來共計為新北市節省11.1億度電。
PFI案是以服務為導向的合作模式，由企業投資興建公共設施，營運期間市府依燈具效能、

換裝品質及廠商服務績效付款。對政府而言可以有效運用預算、減少管理成本。
除了新北、台北、桃園、台中、台南、高雄等城市，台達電也在澳洲、英國、荷蘭、泰國、越

南、印尼等地提供LED節能路燈解決方案，累計已在全球安裝超過80萬盞LED路燈。

（中央社）為因應數位影音串流媒體（OTT TV）發展，新
媒體暨影視音發展協會（NMEA）今天發表 「台灣隨選視訊服務
產業自律規範」，透過產業間共同合作，確保消費者權益、鼓勵
創作自由，以及推動務實的法律規範。

這項自律規範已獲文化部與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
支持，文化部長李永得表示，此舉意味著台灣的隨選視訊服務產
業發展日趨成熟，業者也有意深耕台灣市場。文化部希望能與產
業共同合作，與消費者一起實現雙贏的結果。

NMEA協會為台灣規模最大的影音產業協會，擁有包括國
內外OTT、電視、電影、製作公司等超過150個國內外會員。在
台灣隨選視訊服務產業的發展初期，NMEA協會率先提出自律
規範，希望有助於產業良性發展。

NMEA協會理事長蔡嘉駿表示，台
灣的隨選視訊服務雖然才剛起步，卻是
亞太地區最蓬勃發展的市場之一，對於
社 會 與 經 濟 將 造 成 重 大 影 響 。 因 此
NMEA的會員相當重視消費者權益，也希望為台灣觀眾提供最
佳的影音娛樂體驗，善盡社會責任。

NCC主委陳耀祥說，NCC支持產業提出自律規範，這也
是輕度管制卻有效管理的具體作法。這項作法是值得稱許的第一
步，NCC會持續建立良好的影音產業生態系，並發展務實的管
理法規

NMEA協會指出， 「台灣隨選視訊服務產業自律規範」適
用於提供經編輯、篩選內容目錄的隨選視訊服務業者。透過這項

規範，隨選視訊服務業者應遵守台灣相關的稅務法規、支持台灣
影音內容生態系的發展、確保不提供侵犯著作權的影音內容、發
展家長數位控制工具、完整揭露隱私權政策，並提供中文的客服
服務。

根據NMEA協會說明，這項自律規範以促進產業、政府、
民間社會和消費者團體間持續對話和參與的精神為基礎，並將定
期檢視與進行修正。

首宗台灣OTT TV產業自律規範NMEA草擬出爐

科技部台鐵合作科普列車
環島行 讓科技向下扎根

（中央社）科技部與台鐵合作打造 「2020 年台
灣科普環島列車」，在車上與車站都規劃科學實驗活
動，把火車變身為行動科學教室。希望激發年輕世代
對科學的興趣，參與人次預計超過8500名學童。

科技部與交通部台灣鐵路管理局合作辦理 「2020
年台灣科普環島列車」，將在10月26日到10月29日
展開4天科學環島旅程。科技部今天舉辦行前記者會
，車廂贊助單位包括台灣3M、台灣艾司摩爾、台灣
默克、美光科技、和碩聯合科技都有代表出席參與。

科技部長吳政忠致詞時表示，先前有 「2020
Kiss Science—科學開門，青春不悶」，科普列車是科
技部今年第2個科普活動，台灣科普環島列車有2個
重要意義，一個是科學普及，要把深奧的研究變成淺
顯易懂的科學實驗或示範，第2個是把科技深入到全
島鄉鎮去。

吳政忠表示，活動目的是希望讓台灣優秀的科
學技術不只是在研究機構與大學裡面而已，科學成果
也能讓全國民眾知道，更重要的是，讓中小學生能提

早知道科學技術跟生活的關係。
科技部指出，今年活動由18組全民科學週計畫

執行團隊、17個贊助單位以及10所中學共同規劃站
點與列車上的科學實驗活動，讓參與學童在車站等候
上車前、火車行進間，列車到站下車後，都能有不同
的科學體驗活動。最大特色是今年火車由原本4節車
廂，加長到8節車廂，預計參與人數可超過8500人。

美商3M台灣子公司董事總經理仝漢霖指出，這
次科普列車也加入新創意，車廂彩繪全部用貼模方式
，活動結束可以移除乾淨，不會對車廂造成影響。台
灣3M也會動用社群力量，邀請參與者拍下列車照片
，上傳後也能獲得3M獎品。

科普環島列車首站以台北車站為起點，南下一
路停靠板橋、桃園、新竹、竹南、苗栗、台中、新烏
日、二水、斗南、嘉義、台南、新左營、屏東、潮州
，再由東部幹線北上停靠台東、池上、玉里、光復、
花蓮、新城、宜蘭、猴硐、七堵、基隆，預定10月
29日返回基隆車站舉行閉幕式。

科技醫學進步 藝術家藉展覽探討人類身體變化科技醫學進步 藝術家藉展覽探討人類身體變化
藝術家宮保睿藝術家宮保睿、、顧廣毅共同策畫顧廣毅共同策畫 「「啟發性的未來啟發性的未來：：推測推測、、身體與醫學身體與醫學」」 特展特展

，，即日起至即日起至1212月月66日在國立台灣美術館展出日在國立台灣美術館展出，，探索醫學科技影響下探索醫學科技影響下，，人類身體與人類身體與
社會環境可能有的變化社會環境可能有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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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何佩珊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在

第七個國家扶貧日到來之際，中共中央

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

平對脫貧攻堅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強調，

2020年是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

戰脫貧攻堅之年。面對新冠肺炎疫情和

嚴重洪澇災害的考驗，黨中央堅定如期

完成脫貧攻堅目標決心不動搖，全黨全

社會戮力同心真抓實幹，貧困地區廣大

幹部群眾頑強奮鬥攻堅克難，脫貧攻堅

取得決定性成就。現在脫貧攻堅到了最

後階段，各級黨委和政府務必保持攻堅

態勢，善始善終，善作善成，不獲全勝

決不收兵。

脫貧攻堅不獲全勝決不收兵
各級黨政務必保持攻堅態勢 善始善終善作善成

習
近
平
：

習近平指出，各地區各部門要總結脫貧攻堅
經驗，發揮脫貧攻堅體制機制作用，接續

推進鞏固拓展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保
持脫貧攻堅政策總體穩定，多措並舉鞏固脫貧成
果。要激發貧困地區貧困人口內生動力，激勵有
勞動能力的低收入人口勤勞致富，向着逐步實現
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標繼續前進。

李克強：做好貧困勞動力穩崗就業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作

出批示指出，各地區各部門要堅持以習近平新時
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認真貫徹黨中
央、國務院決策部署，保持現有幫扶政策總體穩
定，掛牌督戰攻克深度貧困堡壘，促進發展特色
產業帶動群眾增收，加強易地扶貧搬遷後續扶
持，做好貧困勞動力穩崗就業，對存在返貧致貧
風險人口提前加強針對性幫扶，確保高質量如期

完成脫貧攻堅目標任務。要做好脫貧攻堅與實施
鄉村振興戰略有機銜接，通過持續努力推進脫貧
摘帽地區鄉村全面振興，為增進人民群眾福祉、
促進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作出更大貢獻！

全國脫貧攻堅表彰大會舉行
全國脫貧攻堅獎表彰大會暨先進事跡報告會

17日上午在京舉行。會議傳達學習了習近平重
要指示和李克強批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
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組長胡春華出席會議並講
話。他強調，要保持高昂的攻堅精氣神，確保高
質量全面完成脫貧攻堅目標任務，全力做好貧困
勞動力穩崗就業，着力解決好扶貧產品銷售問
題。要鞏固脫貧成果防止返貧致貧，持續推進扶
貧產業發展壯大，強化易地扶貧搬遷後續扶持，
進一步健全防止返貧監測幫扶機制。要做好鞏固
拓展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工作，確保過

渡期內各項政策平穩過渡，接續推進脫貧摘帽地
區鄉村振興。希望獲獎者珍惜榮譽、勇擔使命、
當好表率、再立新功。

會議對全國脫貧攻堅獎獲獎者進行了表彰。
內蒙古自治區興安盟突泉縣、安徽省宿州市泗縣
和廣西壯族自治區柳州市融水苗族自治縣安陲鄉
江門村村委會主任楊寧、河南省周口市太康縣馬
廠鎮前何村第一書記韓宇南、江西省宜春市奉新
縣澡下鎮白洋教學點教師支月英、解放軍總醫院
第五醫學中心原肝膽外科二中心移植外科副主任
朱震宇等獲獎先進單位和先進個人代表作了事跡
報告。

會議以電視電話會議形式召開。2020年全
國脫貧攻堅獎獲獎者、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
成員等在主會場參加會議，各省區市和新疆生產
建設兵團扶貧開發領導小組、東西部扶貧協作領
導小組成員在各地分會場參加會議。

■習近平指出，要激發貧困地區貧困人口內生動力，激勵有勞動能力的低收入人口勤勞致富，
向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標繼續前進。圖為2013年11月3日習近平在湖南西部貧困
的十八洞村同村幹部和村民座談。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帥 拉薩報
道）10月17日是中國第七個國家扶貧日。
今年脫貧攻堅任務完成後，中國將有1億
左右貧困人口實現脫貧，歷史性地解決千
百年來存在的絕對貧困問題，並提前10年
實現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的減貧
目標。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國唯一省級集
中連片特殊貧困地區西藏，26.6萬人通過
易地搬遷，改善了生產生活條件。

香港文匯報從西藏自治區扶貧辦了
解，地處青藏高原核心區的極高海拔地
區，是西藏重點生態功能區和禁止開發
區，特殊的自然地理環境造成這一區域生
態系統極其脆弱不穩定，這一區域人均壽
命較全區平均水平低10歲左右，地廣人
稀、居住分散、資源匱乏，也導致基礎設
施和公共服務可及度低。

在從西藏那曲雙湖縣搬遷前，藏民羅
次每到10月份就會開始流鼻血，因為海拔
高，濕度大，他患有嚴重的高血壓，自由
的放牧生活並非如外界想像的“美如畫”
般愜意，其他高海拔地區牧民也有風濕性
關節炎等疾病的困擾。“搬遷以後牧民居
住集中，孩子就近上學比以前方便，高海
拔疾病也得到緩解。”羅次稱，易地搬遷
讓牧民們開啟了更加有保障的生活。

羅次現在所在的拉薩當雄縣羊八井鎮
彩渠塘村，於2017年12月12日正式掛牌
成立，那曲、阿里、昌都三個地市150戶
683人分四批集中搬遷到海拔相對較低、地
熱資源豐富的羊八井鎮，其中患有風濕
性、類風濕性關節炎的204人通過藏醫藥
結合溫泉水進行治療，得到較好康復。

搬遷後形成穩定就業
搬遷之後，還需要能夠富起來。20歲

的旦增多吉從牧區搬遷到拉薩堆龍德慶區
波瑪村，通過當地政府安排的看護鐵路的
工作，旦增多吉每月收入4,947元（人民
幣，下同）。波瑪村建起生態旅遊文化產
業園後，開展德吉藏家精品民宿旅遊，包
括旦增多吉家在內的15戶民眾參與民俗改
造，100戶群眾享受分紅，累計分紅43萬
元。旦增多吉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他的
爸爸媽媽在園區建成後做保潔、園林工人
的工作，亦形成穩定性就業。

來自西藏自治區扶貧辦的數據顯示，
脫貧攻堅以來西藏已累計實現62.8萬貧困
人口脫貧，74個貧困縣（區）全部摘帽，
其中965個易地扶貧搬遷安置區（點）全
部竣工，26.6萬人已經全部搬遷入住，創
造了易地扶貧搬遷的西藏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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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isHaris縣與縣與LyftLyft合作提供選民免費乘車服務合作提供選民免費乘車服務
（（最高額最高額$$1515））至本縣唯一郵遞選票親自遞交地點至本縣唯一郵遞選票親自遞交地點

此舉乃為了應對此舉乃為了應對TexasTexas州州長州州長 關閉關閉HarrisHarris縣縣1111個投票站個投票站

王志民博士和泰国和统会王志民博士和泰国和统会

Harris縣是Houston居民和240萬註冊選民的
家鄉

Texas州州長Abbott簽署命令，將Texas州每
個縣的缺席選票投遞地點數量減少到每個縣僅限
一個地點。Harris縣是Houston居民和240萬註冊
選民的所在地，被迫從12個選票投遞地點縮減到
NRG體育場的1個地點。

今天，作為回應，More Than A Vote與 Lyft
合作，為希望在Harris縣投票的選民，在親自遞交
選票期間，提供前往NRG 體育館作為唯一親自遞
交選票地點的免費乘車服務（最高額$15）。
https://mcusercontent.com/

333af00e410bc407b09e8a229/images/
61363cc5-1cd8-4aa1-9ca3-2ebafb79e06a.jpg

Harris縣選民可以使用代碼“HOUVOTE”從
Harris 縣 1,777平方英里內的任何出發地，前往
NRG藍色地段24的單程Lyft乘車中獲得15美元的
折扣（請參閱下面開放日期和時間）。*

More Than A Vote的會員Kendrick Perkins以
及Harris縣居民說“More Than A Vote的任務是
拆除任何阻礙投票的障礙物。” “在Harris縣，
選民正面臨著一個新的障礙，因為我們只可以在
一個地方進行缺席選票。由於現在有240萬選民必
須從我們社區近2,000平方英里的地方出發，以行

使我們的選舉權。我們將與Lyft合作，為選民提供
免費乘搭至NRG進行投票的服務，從而減輕負擔
。毫無疑問，Harris縣選民應該有更多親自遞交選
票的選擇權，但鑑於在當前現實，我們將盡一切
可能幫助人們投票。”。

NRG體育場的選票投遞地點及開放時間如下
：

地點：NRG藍色區24
10月 5日-10月 9日：早上8:00 – 下午4:30

10月13日-10月30日：早上7:00 – 晚上7:00；
週日: 中午12:00 - 晚上7:00

11月3日，星期二（選舉日）：早上7:00 – 晚上

7:00

請Harris縣選民至Harris縣行政書記官辦公室
的網站 查詢更多有關投票時間和其他更多信息。

Harris縣與Lyft合作提供選民免費乘車服務，
此夥伴關係同時提供了前往 Atlanta, Charlotte,

Detroit, Milwaukee, Orlando 和 Philadelphia
位於體育場的投票地點。要了解有關LyftUp投票

程序的更多信息，請在此處訪問他們的博客
。

【本報訊/ 鄧潤京】2020年10月9日，
泰國王氏宗親總會永遠名譽理事長兼資
深參議、泰國中國和平統壹促進會總會
長王誌民博士和夫人王林怡珠壹行前往
泰國清邁wat don chen佛寺、清邁wat
pa mai deang 佛寺行常年布施禮，為天
下王氏祈福。泰國第十世泰皇馬哈·瓦
集拉隆功陛下在行完常年布施禮之後向
王誌民博士、王林怡珠女士禦賜紀念品
。

泰國華人界著名僑領王誌民博士多
年來為在泰華人、華人社團等各方面發
展作出積極貢獻。在促進中泰關系發展
、提升華人在泰話語權方面起到了重要
作用。其擔任泰國中國和平統壹促進總
會會長後，積極維護祖國統壹和促進中
泰交流，深得華人華僑和全球愛國人士
贊譽。2019年時值新中國成立70周年，
王誌民在泰組織召開中國統壹論壇暨亞
洲地區中國和平統壹促進會聯合總會二
屆三次全體理事大會，團結海外愛國人
士共同維護祖國統壹，並現場組織華人
華僑共唱《我和我的祖國》，轟動華人
界並感動萬千網友，展現出海外華人華
僑愛國衛國的願望和形象，王誌民因此
成為當年度的風雲人物。

018年，第六屆中國和平統壹亞洲
論壇由菲律賓中國和平統壹促進會主辦
。在臺灣地區蔡英文當局拒絕承認“九
二共識”的壹個中國原則、公然鼓吹叫
囂態度言論、不斷糾集反華勢力對壹個
中國原則發出嚴重挑釁的背景下，論壇
全面推進反獨促統工作。凝聚僑心，發
揮僑力，共同在新時代促進祖國統壹，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為人
類進步事業發展而共同努力。

泰國中國和平統壹促進總會代表團
在會長王誌民博士的帶領下參加此次論
壇。王誌民博士在論壇開幕式代表亞洲
中國和平統壹促進會聯合總會發言。參
加論壇的還有：常務副會長王林怡珠女
士、文傑，執行秘書長周昭耿及理事李
德興等人。

王誌民博士就是為國家和平統壹而
生的。他是位被國內外愛國人士尊敬的
的愛國者！自2001年和統會成立以來！
眾多愛好和平統壹人士在他的感召下聚
集在他的周圍，形成壹股熱愛中華的巨
大洪流。他是汪洋主席領導的九常委之
壹。通過王誌民，可以看清楚在東南亞
地區和平統壹活動的整體脈絡。

慶祝中華民國慶祝中華民國109109年雙十國慶健康食療講座年雙十國慶健康食療講座
鄧雅如女士主講鄧雅如女士主講：“：“食食””在好健康在好健康、、提升免疫力提升免疫力（（下下））

第二波冠狀病毒壓縮醫療體系州長要居民團結減少病毒傳播第二波冠狀病毒壓縮醫療體系州長要居民團結減少病毒傳播
刺激措施援助用完後又有刺激措施援助用完後又有800800萬美國人跌破了貧困線萬美國人跌破了貧困線

（（休士頓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 ）（）（休士頓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 ））美國新的美國新的
冠狀病毒病例繼續攀升冠狀病毒病例繼續攀升，，近半數州報告最近幾天呈上升趨勢近半數州報告最近幾天呈上升趨勢。。霍霍
普金斯大學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的數據顯示的數據顯示，，由於冠狀由於冠狀
病毒的住院治療達到數月來的最高水平病毒的住院治療達到數月來的最高水平，，新的病例的每日計數總新的病例的每日計數總
計超過計超過5252,,000000。。預計大流行將進一步惡化預計大流行將進一步惡化。。哈佛全球健康研究所哈佛全球健康研究所
的蔡的蔡（（Thomas TsaiThomas Tsai））博士對雅虎財經說博士對雅虎財經說：“：“我們仍處於第二波的我們仍處於第二波的
初期初期，，而且肯定會朝壞的方向發展而且肯定會朝壞的方向發展。。很難確定這波浪潮將在何處很難確定這波浪潮將在何處
結束結束，，但它肯定會繼續增長但它肯定會繼續增長。。我們應該希望最好我們應該希望最好，，但要為最壞的但要為最壞的
情況做好準備情況做好準備。”。”由於天氣轉冷由於天氣轉冷，，人們在冬季聚集的可能性更高人們在冬季聚集的可能性更高
。。根據華盛頓大學健康指標與評估研究所的數據根據華盛頓大學健康指標與評估研究所的數據，，到到22月月，，死亡死亡
人數可能攀升至近人數可能攀升至近4040萬萬，，幾乎是目前總數的幾乎是目前總數的2121..66萬的兩倍萬的兩倍。。醫醫
學專家說學專家說：：如果您與他人保持更長時間的接觸如果您與他人保持更長時間的接觸，，則可能會面臨更則可能會面臨更
大的風險大的風險，，在六英尺內的接觸時間超過在六英尺內的接觸時間超過1515分鐘分鐘，，並且隨著天氣並且隨著天氣
變冷以及人們在室內的頻率增加變冷以及人們在室內的頻率增加。。現在有現在有1313個州被視為熱點地個州被視為熱點地
區區，，必須再次提供在家訂餐必須再次提供在家訂餐。。目前每目前每1010萬人中病例數最高的州萬人中病例數最高的州
是北達科他州是北達科他州，，南達科他州南達科他州，，蒙大拿州蒙大拿州，，威斯康星州和猶他州威斯康星州和猶他州
。。 隨著美國住院人數達到隨著美國住院人數達到88月月2828日以來的最高水平日以來的最高水平，，自十月初自十月初
以來攀升了以來攀升了1717％％，，政府官員對此表示擔憂政府官員對此表示擔憂，，並警告說並警告說，，如果居民如果居民
住院住院，，可能給州醫療保健系統帶來壓力可能給州醫療保健系統帶來壓力。。

阿肯色州州長阿肯色州州長HutchinsonHutchinson敦促居民敦促居民““共同努力減少病例和住共同努力減少病例和住
院院”，”，俄亥俄州州長俄亥俄州州長DeWineDeWine發表推文發表推文““由我們所有人來減慢傳由我們所有人來減慢傳
播速度播速度。”。”儘管住院人數的突然上升令人震驚儘管住院人數的突然上升令人震驚，，但由於對病毒有但由於對病毒有
了更深入的了解了更深入的了解，，擁有了更多的個人防護設備並獲得了治療的進擁有了更多的個人防護設備並獲得了治療的進
步步，，美國醫療保健系統具備了應對第二波病毒的能力美國醫療保健系統具備了應對第二波病毒的能力。。現在是現在是1010
月中旬月中旬，，衛生官員的下一個大憂慮就是假期衛生官員的下一個大憂慮就是假期，，更大的家庭聚會有更大的家庭聚會有
可能導致更大的爆發可能導致更大的爆發，，尤其是病例和社區傳播水平較高的部分地尤其是病例和社區傳播水平較高的部分地

區區。。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CDC））發佈發佈
了參加節假日慶祝活動的指南了參加節假日慶祝活動的指南，，敦促人敦促人
們考慮聚會的地點們考慮聚會的地點，，聚會的持續時間聚會的持續時間，，
參加人數以及參與者的行為在聚會之前參加人數以及參與者的行為在聚會之前
和聚會上和聚會上。。

由於政府刺激措施援助在過去五個由於政府刺激措施援助在過去五個
月中枯竭月中枯竭，，數以百萬計的美國人陷入了數以百萬計的美國人陷入了
貧困貧困，，而這些人數持續膨脹而這些人數持續膨脹。。美國的貧美國的貧
困率正在上升困率正在上升。。哥倫比亞大學的一項研哥倫比亞大學的一項研
究發現究發現，，自自55月以來月以來，，又有又有800800萬美國人萬美國人
跌破了貧困線跌破了貧困線。。同一時期有同一時期有600600萬美國人萬美國人
陷入貧困陷入貧困，，除非我們看到奇蹟般的就業除非我們看到奇蹟般的就業
復甦復甦 。。在冠狀病毒大流行開始之初在冠狀病毒大流行開始之初，，美美
國的貧困狀況實際上有所下降國的貧困狀況實際上有所下降，，這在很這在很
大程度上要歸功於大程度上要歸功於《《 CARESCARES法案法案》》中的中的
兩項規定兩項規定：：刺激性支票和每週刺激性支票和每週600600美元的美元的
額外失業救濟金額外失業救濟金。。儘管儘管 22..22 萬億美元的萬億美元的
CARESCARES法案提供的資金是歷史上最大的法案提供的資金是歷史上最大的
經濟刺激方案經濟刺激方案，，但其效果持續的時間不但其效果持續的時間不
足以支撐那些處於財務困境中的人們足以支撐那些處於財務困境中的人們，，
尤其是在就業市場和經濟尚未復甦的情尤其是在就業市場和經濟尚未復甦的情
況下況下。。

除非我們看到奇蹟般的就業復甦除非我們看到奇蹟般的就業復甦，，許多家庭將需要一些額外許多家庭將需要一些額外
的收入支持的收入支持，，才能支付賬單並防止飢餓才能支付賬單並防止飢餓。。根據美國勞工部的數據根據美國勞工部的數據
，，失業率仍然保持在失業率仍然保持在77..99％的高位％的高位，，這是這是20122012年以來的最高水平年以來的最高水平
。。失業的美國人早些時候能夠獲得的任何福利都在消失失業的美國人早些時候能夠獲得的任何福利都在消失。。我們可我們可

能期望看到無家可歸的人增多能期望看到無家可歸的人增多。。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和財政部長姆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和財政部長姆
努欽繼續就兩黨刺激協議進行談判的時候努欽繼續就兩黨刺激協議進行談判的時候，，刺激措施的效果逐漸刺激措施的效果逐漸
減弱減弱。。沒有額外的營救支持沒有額外的營救支持，，專家警告說專家警告說，，經濟將放緩經濟將放緩，，創造的創造的
就業機會將減少就業機會將減少。。 對租房者和借款人的保護也將到期對租房者和借款人的保護也將到期，，這可能這可能
導致貧困人數再次增加導致貧困人數再次增加。。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鋅是人體必要的微
量元素，具有強化免疫系統的功能。鋅，也是維
持免疫力的重要營養素，身體裡缺乏鋅的人很難
抵擋細菌、病毒的侵襲。含鋅的食物：小麥胚芽
、堅果、南瓜子、酪梨、燕麥、蘆筍、腰果。

維生素B2、 B5（又稱泛酸 ）、B6及葉酸和
維持細胞黏膜健康及製造抗體等免疫功能有關。

對於常見的食材，按顏色分類，則代表的健
康功效如下：
紅色蔬果：蔓越莓、草莓、紅甜椒、番茄、櫻桃
、蘋果、紅西瓜等。

保健營養素：木犀草素、芸香素、花青素、
檞皮素、檸檬黃素。

健康功效：花青素、芸香素能有效清除人體
內自由基、減緩身體因發炎而產生的紅、熱、腫
、痛等不適感；芸香素亦能減少維生素C耗損，
維持細胞完整性。木犀草素能抑制體內組織胺分
泌，降低過敏反應。

黃色橘色蔬果：胡蘿蔔、南瓜、木瓜、芒果
、橘子、柳橙、鳳梨、黃甜椒、葡萄柚等。

保健營養素：皂素、檸檬黃素。
健康功效：皂素能夠激發人體免疫力、增強

身體對抗細菌與病毒的能力。檸檬黃素能有效降
低多種病毒複製機率，增強人體抵抗力。

藍色紫色蔬果： 藍莓、紫葡萄、茄子、黑棗
、黑莓、香菇、黑芝麻、黑米、黑木耳、海帶等
。

保健營養素：花青素、檞皮素。
健康功效：花青素、芸香素能有效清除人體

內自由基、減緩身體因發炎而產生的紅、熱、腫
、痛等不適感；芸香素亦能減少維生素C耗損，
維持細胞完整性。

白色蔬果：大蒜、洋蔥、苦瓜、牛蒡、山藥
等。

保健營養素：檞皮素、硫化物。
健康功效：檞皮素分子小、溶解性高，抗氧

化效果高過於維生素C和E； 同時亦具有抑制體
內組織胺的產生，降低打噴嚏、流鼻水等過敏反
應。硫化合物可以提高T細胞及巨噬細胞的活性
，同時也會增加自然殺手細胞的數目。

她特別提到：大蒜，是抗癌食物,天然抗生素
。富含 「有機硫化物」可以有效殺菌、抗氧化、
提升免疫力。能夠提升免疫細胞的活性，增加細
胞殺死外來壞菌的功力；蒜素還可以跟體內的自
由基反應，讓自由基失去活性來達到消炎，抗氧
化的目的。

綠色蔬果：菠菜、綠花椰菜、奇異果、蘆筍
、甘藍菜等。

保健營養素：檞皮素、皂素能夠激發人體免
疫力、增強身體對抗細菌與病毒的能力。兒茶素
抑制病菌或病毒附著在健康的細胞上，破壞細菌
所分泌的毒性蛋白質。

鄧女士特別提及我們用餐要 「均衡多元化」
，她同時特別提及：芹菜含有一種香豆素的化合

物，能增強免疫系統抵抗癌症的能力。以及 「紫
錐花」可降低65% 罹患感冒的可能。 「接骨木」
會使感冒症狀時間平均縮短四天；以及玫瑰花可
降低疲勞，薰衣草可舒緩焦慮、頭痛、幫助入眠
；洋甘菊茶，有助於減輕發炎和疼痛；洛神花、
薄荷、鼠尾草皆含豐富的維他命C,可減緩喉嚨痛
、咳嗽和感冒症狀。

當天，鄧女士也當場示範生菜沙拉的作法，
連沙拉醬都是自製，採健康食材。以及洋蔥豆腐
核桃餅（素漢堡），以及小米球的作法，吸引了
在場的貴賓紛紛上台也露一手。她們是 「僑教中
心」陳奕芳主任、楊容清副主任， 「老協」會長
趙婉兒， 「國慶籌備會」主委何怡中，僑務委員
劉秀美。最後，所有與會者皆分享到鄧女士所當
場製作的美味佳餚，連同當天精彩珍貴的演講內
容，滿載而歸 !

隨著達科他州威斯康星州病毒病例激增隨著達科他州威斯康星州病毒病例激增，，緊張局勢加劇緊張局勢加劇。。目前每目前每1010萬人中病例數最高萬人中病例數最高
的州是北達科他州的州是北達科他州，，南達科他州南達科他州，，蒙大拿州蒙大拿州，，威斯康星州和猶他州威斯康星州和猶他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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