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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魚私烤尋魚私烤
獨特的烤魚模式獨特的烤魚模式﹐﹐同時具備同時具備﹕﹕魚肉鮮魚肉鮮﹑﹑味道美味道美﹑﹑出菜快出菜快﹑﹑外觀佳外觀佳﹑﹑

無油煙等特點無油煙等特點﹒﹒被食客譽為被食客譽為『『來自星星的美食來自星星的美食』』

烤魚烤魚 77..88 折大優惠折大優惠 ((優惠期優惠期:: 22//77--33//88))

小龍蝦上市小龍蝦上市((五種口味五種口味))

電話電話:: 281281--720720--88888888

地址地址:: 98899889 Bellaire Blvd., DBellaire Blvd., D224224, Houston, TX, Houston, TX 7703677036((敦煌廣場敦煌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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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努力地去寻找，寻找折叠在

书本中的记忆……

一双虔诚的小手翻开洁白的书页，

嗅着散发着油墨味的书香，直到书页慢

慢泛黄，直到新的学期又有新的课本发

到我的手中。

每学期开学的日子都是我很兴奋的

时候，捧着一本本新书爱不释手，放下

又拿起来，拿走来又放下去，惟恐弄脏

了、弄坏了、弄丢了。直到晚上父亲下

班后拿回几个装过水泥的包装袋，我接

过来仔细认真的拆去封口线，擦去包装

袋厚厚的“牛皮纸”上的水泥灰尘，比

照书的大小，精心的裁剪开，然后一条

边一条边的把新书包好。之后再写上科

目、班级、姓名。在当时，能有包的这

样体面的课本也足以成为我在伙伴面前

骄傲的资本了。

那个年代上学都背着几乎是一样的

黄布书包，一个书包往往要背上三五年

甚至更长的时间，长长是磨漏的书包补

了又补，书角漏在磨破的书包外面的情

景也都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我上学

时候没有电视更没有电脑，那时村里的

读书娃整日在泥土里滚爬，丢书、撕书

，把书弄得污秽不堪的情况比比皆是，

很多人的书的封面等不到学期结束就已

经荡然无存了，也有的甚至把内容连同

课本一起吃进了肚里。一个学期结束后

，一册书学完了，一本书几乎也所剩无

几了，可我却尽力的保持书的完整。虽

然我的学习成绩不是很好，但书却保存

的非常完好。

唯其爱得深，才呵护得用心。对于

一个纯洁得如同白纸一样的乡村孩子来

说，书本是一扇神奇的窗户，为我洞开

了一方多彩的天，让我开始了这一生的

寻找。那个年代的书很少，也就倍显了

书的珍贵。识得几个字之后，便尝试着

去读一些所谓的“大”书。但家里却没

有任何的书籍，从邻居、从同学家里借

到一本书之后，我都会精心地为它包上

书皮儿，担心不小心弄脏了或弄坏了借

来的书，让书的主人不高兴或不满意，

以后再无法张嘴向他借书了。手里捧着

借来的书，往往是起早贪黑的去品读，

就像饥饿的人吃到了面包一样。每个清

晨，寂寞的村庄还在云雾缭绕中静静地

酣睡着，我已经悄然地起来开始晨读了

。当然这个时候看课本的时候少，看小

说、看杂志的时候多。从字里行间的文

字中我止不住双眸中的惊喜，止不住内

心绿意的萌动。我惊喜地发现，书本让

我懂得了诗情画意，懂得了领悟大山的

灵气，我突然发现自己生活的地方不但

不偏僻、荒凉、原始和简陋，而且是一

个非常自然、纯朴、美丽的地方。我喜

欢沐着晨光在碧草

青青的田埂上边放

羊边读书，修长的

草叶上蒙着薄薄的

雾气，托着一颗颗

跳动的小露珠，稍

不留神就滚落在草

丛中再也寻找不见

，清脆匀称的咀嚼

声里羊儿一派怡然

自得。那时只要有

一本书拿在手上，

哪怕是一本小人书

，我也感到非常的

满足。书本就是那

含露的鲜草，让我

贪婪的咀嚼品味。

我陪伴羊儿度过它

一天中最快乐的时

光，羊群也见证了

我那段为书痴迷的

岁月。

当我积累了一些

心爱的书籍之后，

就时常有人来借我

的书，我常常心痛

别人借走我的书，

因为在过去的日子

它与我曾经相濡以

沫，而我不知道借

书的人将如何对待

它。我用积攒了很长时间的钱买回了一

本心慕已久的小说《青春之歌》，在同

学手中传借之后，回到我手里时候已经

面目全非了；一本《红岩》被同学借走

后，又被同学借给了同学的同学。一本

心爱的书被无止的借下去，最终没了踪

影。也许是早些年家里穷困，感觉什么

东西都比较真贵，再者那时候许多东西

都非常的紧缺，即使有钱也无处去买。

因此，那段经历让我养成了非常爱惜心

爱的书籍。

直到今天，买回一本新书之后，我

还是忍不住去亲近那字里行间的书香，

然后贴在胸口静静地抚摸光滑的封面。

我多么希望还能有从前那样一个时刻让

我去等待，等待父亲披着夜月走进家门

，给我带回从建筑工地上讨要回来的包

装水泥的纸袋子，让我体验一下包书的

欣喜和快乐。

后来，有了比“牛皮纸”光滑、耐

磨、还好看的挂历纸，我包书时候再不

用让父亲去建筑工地求人去要水泥包装

袋了。我们几个同学在一起用彩色的旧

挂历页包书皮儿，看谁包得整齐、看谁

包得漂亮。也互相学习包书的新方法。

再后来，随着科目的增多，书多了

，书的大小也不规则了，干脆就不再包

书皮儿了。

不用包书的时候，我们也不甘寂寞

，相互学着用手绢折小老鼠，用白纸折

各式各样的小动物。一块小手绢，能折

成有头有尾的小老鼠，塞在衣袖里，或

者放在左手心里，用右手掌遮盖着，左

手小指悄悄拨弄着，那布老鼠会突然钻

出衣袖来，突然跳到地上去，玩起来很

开心。同样，一张小小的白纸，更是变

化无穷。小马、小狗、小青蛙、小花篮

、小宝塔，官帽、衣裤，不一而足。最

有动感的还是纸鸟，折出的小鸟儿有嘴

、有翅膀、有尾巴，轻轻扯动尾巴，还

能牵动着一对翅膀有节律地煽动。这些

简单有趣的折纸作品，给我们的学生时

代带来了无穷的乐趣。

儿子上学以后每学期发了新书，我

都帮他包书皮，先是用旧挂历纸，后来

是用从商店买回来的好看的专门用来包

书的卡通纸。儿子看着我把一本本书包

的方方正正、规规矩矩的，嘴上直夸老

爸的手巧。其实我也很乐得为他包书呢

，荒废了十几年的手艺终于有了用武之

地，竟然一点也不生疏。再后来儿子不

再用我帮他包书了，我发现他包在书上

的是买来的专用的塑料书皮，是精明的

商家根据书的科目，书的厚度，专门为

每学科的课本制作的带有好看图案的书

皮。套在书上就像为那本书穿上了好看

的外衣，既美观又省事，只是需要花些

钱而已。当然我又失去了为儿子包书的

机会，也找不到了在包书过程中的那种

快乐了。一个小小的书皮凝结了我的许

多情结，一个小小的书皮也见证了时代

的发展和变迁。

想起那些往事，像埋藏在岁月深处

的尘埃，偶尔从记忆深处翻出这些有趣

的往事，又像掠过枝头的飞鸟儿，一丝

细细的轻风过后，总会为我带来一缕淡

淡的沉淀过的余香……

折叠在书香中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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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議會吳元之在中國城舉行記者會州議會吳元之在中國城舉行記者會
澄清德州沒有新冠病毒感染的謠言澄清德州沒有新冠病毒感染的謠言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

州議員吳元之表示州議員吳元之表示：：召開記者會的目的召開記者會的目的，，是要澄清休士頓中國城是要澄清休士頓中國城
超市有新冠狀病毒感染病人的謠言超市有新冠狀病毒感染病人的謠言。。

哈瑞斯郡公共健康部行政主任哈瑞斯郡公共健康部行政主任
Umair A ShahUmair A Shah博士表示博士表示：：整個德州整個德州
衛生健康部門皆保持密切聯繫和監衛生健康部門皆保持密切聯繫和監

控控，，沒有發現一例新冠病人沒有發現一例新冠病人。。

斯坦福市市議員譚秋晴表示斯坦福市市議員譚秋晴表示：：德州還德州還
沒有新冠病毒感染病例沒有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各族裔社區各族裔社區
不要疑慮不要疑慮、、恐慌恐慌。。

休士頓西南管理區主席李雄出來闢謠休士頓西南管理區主席李雄出來闢謠，，要要
大家多來中國城消費大家多來中國城消費。。

休士頓國際區區長休士頓國際區區長、、美南新聞傳媒集美南新聞傳媒集
團董事長李蔚華先生表示團董事長李蔚華先生表示：：這次中國這次中國
城的新冠肺炎謠言城的新冠肺炎謠言，，對我們華人產生對我們華人產生

重大的打擊和負面的影響重大的打擊和負面的影響。。

亞裔地產協會林富桂律師表示亞裔地產協會林富桂律師表示：：整整
個德州沒有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病例個德州沒有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病例
，，請大家不要疑慮請大家不要疑慮，，不要恐慌不要恐慌。。

敦煌廣場敦煌廣場 「「呷哺小火鍋呷哺小火鍋」」 的負責人的負責人
陳綺玲要大家不要信謠言陳綺玲要大家不要信謠言，，多到中多到中

國城消費國城消費。。

「「明利髮廊明利髮廊」」 的負責人明利表示的負責人明利表示：：他在中他在中
國城開業二十年國城開業二十年，，這裡就像他的家一樣這裡就像他的家一樣。。

休士頓疾病預防與控休士頓疾病預防與控
制中心副主任劉倩表制中心副主任劉倩表
示示：：整個德州沒有新整個德州沒有新
冠狀病毒感染病例冠狀病毒感染病例。。

現場預備了很多防護的用品及文宣現場預備了很多防護的用品及文宣。。

（（本報訊本報訊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20202020年第年第
二個活動二個活動，，特別邀請旅居休士頓的專業風水諮詢師特別邀請旅居休士頓的專業風水諮詢師、、休士頓華美休士頓華美
易經學社的發起人衍易女史易經學社的發起人衍易女史，，為大家主講為大家主講 『『20202020年流年風水年流年風水』』
。。
時間時間:: 20202020年年 二月十六日星期日下午二月十六日星期日下午11::0000--22::5050

地點地點:: 休士頓華僑文教中心休士頓華僑文教中心 ((1030310303 Westoffice D., Houston,Westoffice D., Houston,
TXTX 7704277042)) 展覽室或展覽室或203203會議室會議室

衍易女史出生於書香傳家的鎮江世族衍易女史出生於書香傳家的鎮江世族。。自幼即在飽讀詩書的自幼即在飽讀詩書的
祖父指導下啟蒙易經祖父指導下啟蒙易經，，學習陰陽五行學習陰陽五行。。對中國的占卦對中國的占卦、、風水風水、、醫醫
道道、、命理命理，，都有自己獨創的見地都有自己獨創的見地。。衍易先後於多所國立大專院校衍易先後於多所國立大專院校
任教任教，，教授中國文學教授中國文學、、哲學哲學、、修辭修辭、、中文文法中文文法，，以及理則學等課以及理則學等課
程程。。衍易致力於推廣中國文化的實用性衍易致力於推廣中國文化的實用性，，揭開揭開 「「五術五術」」的神秘面的神秘面
紗紗。。古文上的專業研習古文上的專業研習，，衍易直接向古人取經衍易直接向古人取經。。衍易在風水命理衍易在風水命理

上探討實證上探討實證，，去蕪存菁去蕪存菁，，領悟出適應當今環境的適用法則領悟出適應當今環境的適用法則。。
中華文化與哲學的基本概念中華文化與哲學的基本概念，，永遠包含天永遠包含天、、地地、、人三個部分人三個部分

。。民族英雄文天祥寫正氣歌民族英雄文天祥寫正氣歌：： 『『天地有正氣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雜然賦流形，，下則下則
為河嶽為河嶽、、上則上則 為日星為日星、、 在人曰浩然在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沛乎塞蒼冥。。 』』日月星辰日月星辰
為天為天，，在上在上；；山川河山川河 嶽為地嶽為地，，在下在下；；我們這些身為萬物之靈的我們這些身為萬物之靈的
人人，，就在天地之間就在天地之間。。衍易老師認為衍易老師認為，，風水也需要分天地人三個部風水也需要分天地人三個部
分分 來看來看。。房子本身的風水房子本身的風水，，為為 『『地地』』；；個人所需要的風水個人所需要的風水，，為為
『『人人』』。。而跟隨時間推移的流年風水而跟隨時間推移的流年風水，，為為 『『天天』』。。屬於屬於 『『天天』』的的

風水每年改變風水每年改變，，也就是一般人所謂的也就是一般人所謂的 『『流年風水流年風水』』。。
衍易老師這次為大家說明衍易老師這次為大家說明 20202020 年流年風水的特色年流年風水的特色，，讓大家讓大家

對今年的風水能做好調整的工作對今年的風水能做好調整的工作，，以收趨吉避凶的效果以收趨吉避凶的效果。。演講內演講內
容包含容包含：：20202020 年年，，住宅不同部分應該如何調整住宅不同部分應該如何調整；；住宅中那些方住宅中那些方
位的煞氣比較重位的煞氣比較重，，需要化解需要化解；；那些方位的吉氣強那些方位的吉氣強 旺旺，，應該善加應該善加

利用利用。。衍易老師的演講衍易老師的演講，，一向深入淺出一向深入淺出，，非常具有實用性非常具有實用性。。
感謝衍易老師能為我們介紹這個已經有千年歷史的古老學說感謝衍易老師能為我們介紹這個已經有千年歷史的古老學說

，，讓大家都能分享老祖宗留下來的智慧遺產讓大家都能分享老祖宗留下來的智慧遺產，，希望大家把握衍易希望大家把握衍易
老師一年只有一次介紹老師一年只有一次介紹20202020 年流年風水的機會年流年風水的機會，，善加利用善加利用。。講講
座免費嘉惠僑胞及會員歡迎大家踴躍參加座免費嘉惠僑胞及會員歡迎大家踴躍參加。。

因為恆豐銀行取消所有場地租借因為恆豐銀行取消所有場地租借,,故將活動改到故將活動改到22//1616日在僑日在僑
教中心展覽室或教中心展覽室或203203會議室舉行會議室舉行,,確定能去的朋友請先與會長洪良確定能去的朋友請先與會長洪良
冰冰 Nancy ChenNancy Chen 832832--818818--66886688 或 秘 書 長 何 真或 秘 書 長 何 真 Christi YaoChristi Yao
832832--866866--33333333 登記報名登記報名，，不便之處請諒解不便之處請諒解.. 感謝大家的支持感謝大家的支持!!

詳 情 或 有 任 何 問 題 請 洽 會 長 洪 良 冰詳 情 或 有 任 何 問 題 請 洽 會 長 洪 良 冰 Nancy ChenNancy Chen
832832--818818--66886688 email: nancygri@aol.comemail: nancygri@aol.com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舉辦
衍易女史 『2020年流年風水』 免費講座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休斯頓中華老人服務協會於日2月
8日下午10:00假僑教中心大禮堂舉行第一季度會友慶生祝賀壽同
樂會。為了防止冠狀病毒傳播，大會提供了洗手液，以便在進入
禮堂之前擦淨手。慶生會由司儀何怡中小姐主持，許多貴賓賓參
加了慶生會與200多位長者分享他們的幸福和快樂。在10:20，協
會會長趙婉兒致歡迎詞，高興地宣布慶祝2020年第1季度老年人
的生日聚會並簡述有關老人服務協會會員的慶生活動和對會員鼠
年的新年祝福。趙婉兒會長獲得非常熱烈和長時間的掌聲，這表
明她深受長者的尊重和喜愛。之後，貴賓 「台北經文處 」代表
李步青參事和 「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分別致祝賀詞，恭賀長者
們健康和幸福，尤其是他們的慶生生日聚會。李步青參事提醒老

年人注意台灣之行。如果他們在過去14天內前往中國大陸，香
港和澳門，他們將被禁止進入中華民國。中華老人協會會員可以
諮詢 「台北經文處 」辦公室，以確保他們在旅行之前可以進入
台灣。陳奕芳主任強調慶祝農曆新年，每人可以不要握手來保護
自己和他人免受新冠狀病毒的侵害，這只是對人的保護措施；
不會傷害人們的友誼。慶生會有豐富的娛樂節目，包含優美的舞
蹈班，合唱，卡拉OK演唱，太極班等娛樂節目，此外，還有豐
富的抽獎節目。

當天的表演節目：有中華老人服務協會- 1) 香香個人創作舞
蹈班(指導老師：王清香); 2）中華老人服務協會-百齡合唱團(指
揮: 鄭可達, 伴奏：蔡佩英) ; 3)中華老人服務協會- 太極班(鄭文

昌);
4) 中華老人服務協會- Karaoke 班(陳元華); 5) 老人服務協會- 舞
蹈班(指導老師：蔡玉枝); 6) 中華老人服務協會- Karaoke 班( 陳
愛娃, 張濟); 7) 香香個人創作舞蹈班(指導老師：王清香); 8) 中華
老人服務協會- 太極班(薛東紅); 和9) 中華老人服務協會- 舞蹈
班(指導老師：蔡玉枝)。

許多貴賓賓參加了慶生會與200多位長者分享他們的幸福和
快樂。老人服務協會為所有在本季慶生的會員準備了一個很大的
生日蛋糕。大家一起唱生日快樂，慶祝這個美好而寶貴的時刻。
所有會員和嘉賓在難忘的時光裡拍照，留下難忘的回憶。

老人服務協會會長趙婉兒致歡迎詞老人服務協會會長趙婉兒致歡迎詞，，高興地宣布慶祝高興地宣布慶祝
20202020年第年第11季度老年人的生日聚會和對會員鼠年的新季度老年人的生日聚會和對會員鼠年的新
年祝福年祝福。。

老人服務協會為所有在本季慶生的會員準備了一個很大的生日蛋老人服務協會為所有在本季慶生的會員準備了一個很大的生日蛋
糕糕。。大家一起唱生日快樂大家一起唱生日快樂，，慶祝這個美好而寶貴的時刻慶祝這個美好而寶貴的時刻。。

貴賓貴賓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 代表李步青參事和代表李步青參事和 「「僑教中心僑教中心」」 陳奕芳主任分別陳奕芳主任分別
致祝賀詞致祝賀詞，，恭賀長者們健康和幸福恭賀長者們健康和幸福，，尤其是他們的慶生生日聚會尤其是他們的慶生生日聚會。。

中華老人服務協會於8日上午
舉行第一季度會友慶生祝壽同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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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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法国宪兵特勤队（GIGN）是法

国最有名的反恐利剑，和美国“三

角洲”、俄罗斯“阿尔法”、英国

“特勤团 ASA”一样鼎鼎有名。成

立于 1973 年，真正让他们（GIGN）

名声大噪的是 1994 年 12 月 26 日，

在法国马赛机场成功处置一起恐怖

分子劫机事件，那是他们最耀眼的

一次完美“亮剑。”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1994 年 12

月 24 日中午，当时 4 个恐怖分子伪

装成机场安全人员登上法航 8969 航

班，在上午 11 点 15 分飞机正要准

备起飞时，恐怖分子突然掏出折叠

枪托的 AK47 突击步枪，宣布飞机

已被他们劫持，机上乘客都成人质

。GIGN 队员当天傍晚赶到了纽嗯利

机场，登上了一架 A300 客机，这架

飞机和被劫持的飞机内部布置一模

一样，在飞往目的地的途中队员们

就开始计划和演习反劫持行动。

在那边被劫持的 257 名乘客正

在绝望看着一名越南外交官和一名

阿尔及利亚警察被拖到机舱前，在

他俩求饶声中，枪响了，尸体被扔

到飞机跑道上。狂躁的恐怖分子要

求：“提供 27 吨燃油让他们飞往巴

黎，不满足，他们就每隔半小时枪

杀一名人质”，警方继续和恐怖分

子周旋谈判，此时法国情报部门收

到线人情报说：“恐怖分子的目的

是要在巴黎上空炸掉飞机，制造类

似骆克比空难的恐怖灾难”，此时

GIGN 法国宪兵特勤队到达了马赛机

场，各成员也已各就各位，狙击手

占据了塔台周围有利位置。

恐怖分子头目对着话筒狂吼：

“是不是想我把这里的一切都炸飞

了？在给你们一个半小时的时间让

我们飞到巴黎。”并限制在第二天

的上午 10 点整。

这句透漏出他们已经在飞机上

安装的炸弹，而且他们所要求的油

量也是飞机飞到巴黎所需的三倍，

他们可能是要在埃菲尔铁塔上空制

造 一 个 巨 大 的 火

球 ， 机 毁 人 亡 自

杀式攻击。

GIGN 特 勤 队

队 长 穿 着 便 服 继

续 和 恐 怖 分 子 周

旋 ， 答 应 给 他 们

提 供 食 物 ， 并 清

理 厕 所 ， 现 在 机

舱 内 的 气 味 实 在

太 难 闻 了 ， 几 个

GIGN 队员换装成

机 务 人 员 跟 着 进

入 机 舱 ， 他 们 在

机 舱 内 放 置 了 小

型 红 外 线 闭 路 照

相 机 和 微 型 窃 听

器 ， 在 机 身 外 的

窗 户 边 安 放 了 麦

克 风 ， 这 样 ， 就

可 以 对 机 舱 内 的

情 况 了 解 得 一 清

二 楚 ， 现 在 的 情

况 是 ， 飞 机 的 舱

门 都 没 人 看 守 ，

也 没 有 设 埋 伏 ，

可 能 是 人 手 不 够

， 总 有 2 个 恐 怖

分 子 呆 在 驾 驭 舱

内。

为 了 稳 住 他

们情绪拖延时间，继续和他们谈判

，下午 4 点，队员们已经在各自的

活动舷梯下整装待发，队员们头戴

恺夫拉防弹头盔，树脂玻璃护目镜

，身穿复合防弹衣，装备有大口径

左轮手机和 9 毫米口径 MP5 冲锋枪

。塔台上的狙击手瞄准着飞机驾驭

室，下午 5 点法维尔下达了准备攻

击命令，突然飞机发动机启动，恐

怖头目怒斥最后通牒：“ 在加不

上油十五分钟内就动手。”

闪电出击：就在这时法维尔下

达攻击命令，马上一系列行动在瞬

间精确展开，三辆舷梯车快速靠近

飞机，每个舷梯上 8 名突击队员排

成两列爬上顶，狙击手这时不断扣

动扳机朝右侧的舷窗射击，故意射

高点，引开恐怖分子注意力，好让

冲进飞机的队员不被他们发现，一

个队员打开舱门往里面扔眩晕弹，

其他队员马上手持左轮手机和微冲

锋枪冲进去，面对机舱内两名恐怖

分子，GIGN 队员不到一秒钟精准爆

头一个，另一个迅速躲在机组人员

身后，头目亚哈冲出来 AK47 扫射

击中了两名队员，埃瑞克也同时向

一个恐怖分子开火，不过自己也身

中两枪，打中肩膀及胳膊。

“我没法忘记 AK 步枪那特有的

哒哒哒声，子弹到处乱飞让人终身

难忘”。

此事还没完，此时的头目早已

冲出驾驭舱和另一暴徒在机舱内，

还有一个还在驾驭舱里，塔台上的

狙击手这时一发命中打死驾驭舱内

恐怖分子，这时的头目极度凶神恶

煞疯狂的手持 AK47 扫射，可笑的

是把前面的同伙也一块射死了，最

后头目身中多枪也倒地身亡，看似

过程很漫长，其实也就以秒计算的

，

“当我冲进去时，我的 6 名队

员已经倒在地上，我是参加突击第

一波里面的唯一一个没受伤的，但

我被一发子弹打中头盔，护目镜都

打飞了”GIGN 队长事后回忆说。

“他们一定是受过训练的，他

们换弹夹不到一秒钟，只对着胸口

和头部射击。”

在机舱这么狭小的空间里，竟

然没有造成无辜的人质死亡，堪称

奇迹，活生生的一场经典反劫机案

例，让人拍手称赞，经过这一场实

战经典亮剑，让原本默默无闻的法

国宪兵特勤队（GIGN）名扬天下，

一战成名。

「一战成名」法国宪兵特勤队
最耀眼的一次“亮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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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休斯頓報導) 休斯頓最老的藝
術與古董拍賣公司--辛普森古董拍賣行
(Simpson Galleries)將於 2 月 15、16 兩天
舉行冬季拍賣會，現場將有超過650餘
件的珍稀藝術精品與古董公開競拍，同
時在2月10日至14日舉行一星期的預展
，歡迎喜愛藝術品的民眾到預展會場欣
賞精緻的藏品，並在拍賣會場參與競拍
盛事。

辛普森古董拍賣行成立於1962年，
專營拍賣藝術精品與古董，引導更多愛

好者鑑賞藝術，了解藝術的市場，同時
促進市場買氣，為廣大的收藏愛好者提
供一個最佳服務平台。無論是尋找心儀
的藝術品、有想要割愛的收藏品、或是
有價值連城的藝術品，都歡迎聯絡辛普
森古董拍賣行。

這次的拍賣會是一場不應缺席的藝
術饗宴，包括了珠寶首飾、玉器、珍稀
畫作、手錶、名貴葡萄酒、歐式家具、
亞洲藝術品、歐洲瓷器、雕塑、水晶與
玻璃精品、精美地毯、及其他收藏多年
的私人藏品等，所有拍品將於會場精心

陳設展示，貨真價實，機會相當難得!
於過去超過50個年頭，辛普森古董

拍賣行一直在休斯頓為民眾服務藝術品

和古董的交易。從1962年開始，威廉辛
普森開始收集精美的古董與藝術品，教
育自己以及其他人。辛普森古董拍賣行

對卓越與鑑賞的承諾，讓其名聲遠播，
成為可信賴的招牌。

預展時間: 2月10日~14日，每天10am~
5pm(星期四至晚間8點)。
拍賣時間: 2月15日、16日下午1點

歡迎大眾參加。若您不方便來到拍
賣會場，亦可透過電話參與競投，請致
電（713）524-6751 或發送電子郵件至
info@simpsongalleries.com 以獲取更多信
息。網站: www.simpsongalleries.com。

地 址: 6116 Skyline Drive, Suite 1,
Houston, TX 77057。

辛普森古董拍賣行辛普森古董拍賣行 冬季拍賣會冬季拍賣會
650650多件藝術精品將舉槌開拍多件藝術精品將舉槌開拍



BB66醫生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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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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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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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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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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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色的多瑙河，奥地利母亲河，像

一条蓝色飘带蜿蜒在欧洲大地上。它是

世界上河流主干流经国家最多的河流，

拥有欧洲面积最大、保存最完好的三角

洲景观，欧洲最大的地质、生物实验室

，欧洲现存的最大的天然湿地，欧洲支

流分布最多的河流，沿岸音乐文化古城

最多的河流，欧洲沿岸大港口最多的河

流之一，沿岸水电站最壮观的河流，治

理经验最早、最丰富的河流，世界上各

种语言名字最多的河流，世界遗产地。

也是世人趋之若鹜的爱情旅游胜地。

古城布达佩斯：多瑙河上的明珠

多瑙河是布达佩斯的灵魂，而布达

佩斯是匈牙利的骄傲。踏上这座古城，

既可以欣赏到迷人的风光，又可以领略

到历史的变迁。

布达佩斯被称为“多瑙河上的明珠

”。矗立在多瑙河畔宏伟的匈牙利国会

大厦，是匈牙利国家的象征。

美丽的贝尔格莱德：白色之城

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是个美丽

的城市，多瑙河与萨瓦河交汇处。贝尔

格莱德，意思是“白色之城”。

贝尔格莱德附近是多瑙河中游平原

的一部分，是全国最大的农业区，素有

“谷仓”之称。

维也纳古城：世界音乐名城

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这座具有悠

久历史的古老城市，山清水秀，风景绮

丽，优美的维也纳森林。这里都要举行

丰富多彩的音乐节。

一座座栩栩如生的音乐家雕像。维

也纳的许多街道、公园、剧院、会议厅

等，都是用音乐家的名字命名的。因此

，维也纳一直享有“世界音乐名城”的

盛誉。

使人们想起在这里孕育的音乐家、

诗人……他们著名的乐曲仿佛又在人们

耳边回响。

要塞古都：布拉迪斯拉发（Bratislava）

布拉迪斯拉发，位于摩拉瓦河与多

瑙河汇合处，自古以来就是北欧与南欧

之间的重要商道，所以古罗马时此地就

是要塞。斯洛伐克地区的政治、经济中

心。

河对岸就是奥地利，

遥遥相望。这里有大学，

博物馆和歌剧院。历史博

物馆、民间音乐馆、德温

城堡、斯洛伐克国家博物

馆。

雷根斯堡：世界遗产

多瑙河上游最大的城

市——德国雷根斯堡。世

界文化遗产。

雷根斯堡是座美丽无

比的城市，它到处是古老

的教堂、达官贵人的邸宅

和备有佳肴美酒的古老酒肆。

重要景点主要包括：大教堂 Dom、

石桥和桥门、瓦尔哈拉神殿 Walhalla、

帝国议会博物馆 Reichstagsmuseum。

世界上流经国家最多的河流

多瑙河发源于德国西南部黑林山的

东坡，自西向东流，最后注入黑海。全

长2850千米。

流经的国家有：德国、奥地利、斯

洛伐克、匈牙利、克罗地亚、塞尔维亚

、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摩尔多瓦、乌

克兰等10个国家。

多瑙河为欧洲第二长河，在欧洲河

流中长度仅次于伏尔加河。

沿岸水电站最壮观的河流

河流沿岸及其支流，水电众多，成

为著名的工业旅游胜地，如奥地利最大

的水电站马尔他两级混合式抽水蓄能电

站、南斯拉夫最大的巴其那斯塔混合式

抽水蓄能电站、罗马尼亚最大的洛特鲁

常规水电站等。

欧洲最大的地质、生物实验室

这里经常聚集着300多种鸟类。各

路鸟群在此聚会，形成热闹非凡而又繁

华壮丽的景象。

由于有奇特的地理现象——浮岛，

有名目繁多的植物，有鱼类、鸟类多种

动物，科学家称它为“欧洲最大的地质

、生物实验室”。

欧洲现存最大的天然湿地

多瑙河三角洲是欧洲现存的最大的

天然湿地。这里风光绚丽，资源丰富

，被誉为“欧洲最大的地质，生物实

验室”。

多瑙河三角洲不计其数的湖泊和沼

泽哺育着300多种鸟类和45种多瑙河及

其支流中特有的鱼类。

欧洲面积最大保存最完好的三角洲景观

多瑙河奔流直下，汇入黑海，形成

了欧洲面积最大、保存最完好的三角洲

。该三角洲横跨纳两国边境——罗马尼

亚与乌克兰。

多瑙河三角洲：世界遗产

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价：多瑙河奔流

直下，汇入黑海，形成了欧洲面积最大

、保存最完好的三角洲。

多瑙河三角洲不计其数的湖泊和沼

泽哺育着300多种鸟类和45种多瑙河及

其支流中特有的鱼类。

多瑙河三角洲是欧、亚、非三洲候

鸟的集散地，也是欧洲飞和水鸟最多的

地方。

欧洲最大的地质与生物实验室

多瑙河三角洲是欧亚非三洲候鸟的

集散地，也是欧洲飞禽和水鸟最多的地

方。

多瑙河三角洲，还是“鸟类的天堂

”。

这里是欧、亚、非三大洲来自五条

道路候鸟的会合地，也是欧洲飞禽和水

鸟最多的地方。

欧洲支流分布最多的河流

多瑙河河网密布，支流众多，有大

小支流300多条，其中长度在20千米以

上的有192条，有34条支流可以通航。

上游东岸主要支流有伊勒河、莱希

河、伊萨尔河、因河、特劳思河、恩斯

河等，西岸主要支流：纳布河、雷根河

。

中游主要支流右岸有德拉瓦河、萨

瓦河、大摩拉瓦河，左岸有摩拉瓦河、

瓦赫河、赫龙河、蒂萨河等。

下游主要支流有左岸的奥尔特河、

锡雷特河、普鲁特河等。

欧洲沿岸大港口最多的河流之一

多瑙河干流作为自由通航的国际航

道。沿岸的大港口有：乌克兰的伊兹梅

尔、罗马尼亚的加拉茨和布勒伊拉、保

加利亚的鲁塞、塞尔维亚的贝尔格勒、

匈牙利的布达佩斯、斯洛伐克的布拉迪

斯拉发、奥地利的维也纳、德国的雷根

斯堡。

世界上具有最凄美名称的河流

多瑙河之名来源于一个故事。相传

古代有位英雄叫多瑙伊万，他娶了女英

雄娜塔莎为妻。在新婚的宴席上，多瑙

伊万向人夸口，自诩武艺无敌，新娘笑

他太傲慢，于是他就迫使新娘与之比射

技。结果他输了，羞怒的多瑙伊万一箭

就把妾子射死，后来悔悟，羞愧而自刎

，多堪河女王——布达佩斯由于多瑙河

从布达佩斯横穿而过，所以多座桥梁横

跨此河，将布其血流成涛涛长河，即成

多瑙河。达佩斯两岸连为一个整体。

治理经验最早、最丰富的河流

多瑙河不仅提供沿线国家的生活、

生产、农业、航运、发电、工业用水，

也承担运输货物、生产水电、供应工业

和居民用水、灌溉和发展渔业。

维也纳、布达佩斯、贝尔格勒和鲁

塞都将多瑙河水用于工业。主要的灌溉

地区是位于斯洛伐克、匈牙利、塞尔维

亚和保加利亚。

因此多瑙河也是最早遭受河流污染

与治理成为巨大挑战的河流。多瑙河污

染治理经验也是世界值得借鉴和学习的

。

最为成功的河流治理经验是，第二

次世界大战后，沿线国家共同签订一部

公约，成立了规定仅多瑙河沿岸国家才

有权参加重建的多瑙河委员会。

多瑙河最令人向往旅游景观

重要的旅游景区景点：多瑙河上的

明珠——古城布达佩斯、白色之城——

美丽的贝尔格莱德、世界音乐名城——

维也纳古城、要塞古堡——布拉迪斯拉

发（Bratislava）、世界遗产——雷根斯

堡和多瑙河三角洲等

重要旅游项目：多瑙河邮轮；多

瑙河湾（Danube）；多瑙河沿岸；匈

牙利大平原（“平原之海”）；埃斯

泰尔戈姆（Esztergom）大转弯；维榭

格拉德 (Visegrád)；山丹丹(Szentendre)

岛；布达佩斯；多瑙－伊博伊国家公

园；城堡和了望塔；官邸遗址；大教

堂及主教宅第；匈牙利首位国王的驻

地及官邸；大主教宫殿；埃斯泰尔戈

姆；上城堡和下城堡；历代国王驻地

；欧洲皇家温泉。

尤其是巴拉顿湖是多瑙河观光客心

目中全家旅游、驾驶游艇和湖边度假的

胜地。

蓝色的多瑙河 世界上最凄美的爱
情旅游胜地

美國總統特朗普在參議
院彈劾審訊案表決前夕，
2 月 4 號周二晚，到國會

發表任內第三份國情咨文，題為 「偉大美國回歸」。他在台上自
誇 「我們的國家從未如此強大」，狂讚經濟表現耀目亮眼，整個
現場，宛如為他競選連任的造勢大會。主導彈劾案的眾議院女議
長佩洛西，坐在特朗普後方，為了特朗普入場時，拒絕與她握手
，她在特朗普演說結束後，當場撕爛演說文稿，成為整場演說最
矚目的舉動。佩洛西稱撕講稿的原因是 「沒有一頁說真話」，並
形容其演說 「骯髒」。據美國有線新聞網絡透露消息人士指，佩
洛西沒有預先計劃撕掉講稿，她只是對特朗普的演說感到憤怒。
白宮就事件迅速回應，簡單列出數項講稿內容，暗示撕講稿行為
，是撕毀了美國所發生有意義的事和人 「所留下的遺產」。

特朗普在向參眾兩院發表的國情咨文的一個半小時的演講中
，盤點良好的經濟形勢成為重點。特朗普強調，當前美國失業率
，達到歷史最低點；民眾的工資大幅提高，尤其是藍領工人；美
國股票市場表現強勁；貿易方面，剛簽署《美墨加協定》，並與
中國簽署第一階段經貿協議等。然而彈劾特朗普之戰的傷痕顯而
易見，當共和黨議員多次起立鼓掌歡呼總統的 「驕人演說」時，
民主黨議員大多只是默默坐在坐位上，不為現境高聲歡呼的氣氛
所動。

一向 「有仇必報」的特朗普，與民主黨眾議院女議長佩洛西
的互動備受矚目。特朗普入場時，佩洛西伸手準備與他握手，特
朗普技術性閃過，只是將演講稿副本交給她，便直接上台。佩洛
西全場沒給過幾次掌聲，幾乎都是低頭翻閱手中的演說稿。演說
結束時，她隨即當場撕爛講稿。走下台後，她繼續撕。霍士政治
記者舒爾茨推文說，佩洛西一邊離開議事廳一邊說： 「我把它撕

爛了，我試圖找一頁是說真話的，但我找不到。」
事後，被問及為甚麼要把講稿撕碎，佩洛西告訴記者：

「考慮到其他選項，（我這麼做）還是客氣的。」還形容
特朗普的演說 「骯髒」。對此，白宮指控佩洛西舉止不尊

重特朗普的貴賓。特朗普連任競選團隊公關主任墨托也說： 「在
聽見演說中一切關於美國人的好消息時，佩洛西與民主黨人始終
無動於衷……」

美國總統大選距今僅剩九個月，特朗普站上眾議院大廳講台
時，參眾兩院的共和黨議員不時高呼 「再做四年」。當特朗普說
「我們的國家從未如此強大」，有些民主黨議員忍不住搖頭。演

說主題是 「偉大美國回歸」，特朗普說，三年前他主張 「要讓美
國再次偉大」，這個晚上，他要向所有的美國人，分享這三年來
，美國 「令人驚歎的經濟成果」。

特朗普說，從他就任的那一刻開始，他就迅速行動，廢除了
傷害就業的監管規定，落實了歷史性和創紀錄的減稅方案，並且
為實現公平對等的貿易協議而奮戰。他說，在前兩屆政府領導下
失去六十萬家工廠後，美國如今在他的政府領導下，增加了一萬
二千家新工廠。

特朗普也強調，他在任內致力建立全世界最繁榮、最包容的
社會，聲稱只要自己在位一天，就 「永遠不會讓社會主義摧毀美
國的醫療保健制度」。在國防方面，特朗普說政府投入了 「創紀
錄的二萬二千億美元」，採購了 「最好的」美製武器裝備，還建
立了新軍種 「太空軍」。外交政策在國情咨文中相對被 「邊緣化
」，除強調美軍打死 「伊斯蘭國」（IS）首領巴格達迪和伊朗高
級將領蘇萊馬尼外，特朗普還重提盡快結束阿富汗戰爭，並讓美
軍從中東抽身的意願。

分析人士指出，國會現場 「令人震驚」的共和、民主兩黨的
分歧，凸顯美國政治化極為嚴重、分裂加劇。翌日參議院將會表
決彈劾總統的條款，我當晚全程收看電視台的直播，若以演說當
晚的現場氣氛來看，我幾乎肯定百分之九十九會判特朗普無罪釋

放的，民主黨今次枉作小人矣。
即使彈劾陰影覆蓋是次特朗普發表任內第三次國情咨文，不

過特朗普就是避而不談，只是大談經濟成就。他十分強調自己任
內在建設國家經濟方面多有建樹，一方面概括自己過去一年的政
績，另一方面為年底的大選鋪路，遊說國民支持自己連任。

在經濟成績方面，特朗普形容自己就任以來，國家從三年前
開始推行讓美國再次強大的運動，現在已經取得 「難以置信的成
績」，短短幾年內，扭轉了民眾認為國家正在衰退的觀念，也否
定了國家需要收縮規模的認知，不但前進的速度難以想像，而且
改變無法逆轉，國家 「永遠不會回頭」。

同樣在內政方面，宣布退出《巴黎氣候協定》的特朗普並沒
有刻意提到氣候變遷，但他在國情咨文中重提上月在達沃斯世界
經濟論壇上所做的承諾，表明國家將加入植樹一萬億棵的計劃，
藉此抵銷溫室氣體累積、地球溫度變暖的趨勢。

但與此同時，特朗普又宣布開放阿拉斯加的通加斯（Ton-
gass）森林，允許民間伐木。通加斯森林佔地180萬畝，是全球
最大的溫帶森林。分析指，共和黨部分陣營對氣候議題開始關注
，特朗普為了回應黨內壓力而推出植樹計劃，至於通加斯開放伐
木的問題，共和黨議員形容採伐量將少於樹木自然死亡的數量，
因此不會威脅環境。

外交方面，特朗普特提到了在前狙殺伊朗將領蘇雷曼尼
（Qasem Soleimani）的行動，宣稱美國 「永遠解除了他（蘇雷曼
尼）的恐怖統治」。特朗普演講時表示，外國勢力 「如果襲擊我
們的公民，你就放棄了自己的生命」。

特朗普也談到抗擊新型冠狀病毒肺炎： 「保護美國人的健康
，還意味着要與傳染病對抗。我們正在與中國政府協調，密切合
作，應對中國的冠狀病毒疫情。我的政府將採取一切必要措施，
保護我們的公民免受這一威脅。」另外，香港眾志創黨主席羅冠
聰獲邀出席國情咨文演說。邀請羅冠聰的佛州共和黨參議員斯科
特說，邀羅冠聰出席，反映美國仍視香港為外交政策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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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不如賀一誠
整個華人世界皆知，林
鄭即香港現任特區政府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至於賀一誠，則是香港
鄰埠澳門特區政府行政
長官。兩個中國特區政
府，同樣遭受到湖北省
武漢市的肺炎打擊，但
在防疫的處理中，林鄭
遠遠落後於賀一誠。

且看香港醫護罷工這一關，林鄭顯然是舉棋不定。在弦上
封關，仍是半桶水。在公院醫護人員要挾不封關便罷工的緊張氣
氛下，特首林鄭月娥似乎仍未知驚，日前率領官員公佈最新防疫
措施，全部毫無新意，不是落實之前已公佈的政策，就是拾澳門
牙慧，全面封關依然拒絕執行。港府弱勢，民粹盛行，港府防疫
不力，且政治手腕欠奉，幾可斷言社會必定大亂，要戰勝疫魔難
上加難。

外界以為林鄭有重大防疫措施公佈，詎料再次令人失望。所
謂新招，不過是宣布中小學及幼稚園，延至三月二日復課，香港
公務員留家工作安排，再延長一星期而已。至於多日前已提出的
在羅湖及落馬洲口岸實施健康申報，竟拖至今日才實施；經機場
出境及過境人士，今日起須量體溫，發燒者不准出境；返港前十
四日內去過湖北的港人，會被安排到檢疫中心隔離觀察，一旦隔
離中心爆滿，港府考慮使用電子追蹤手環及定位儀器；在港湖北
旅客會安排入住隔離營，若無病徵，會盡快安排離港等。

可以看到，大部分招數都是澳門率先推出，港府不過跟從而
已，可惜不但跟得遲，林鄭還要逞口舌之勇，例如澳門宣布無限

期停課，她卻死撐不用 「無限期」字眼，是要讓學校及教育
局有清楚指示；又如禁發燒者離境，澳門早在上月中下旬已
經實施，香港卻遲了個多星期，期間有多少潛伏患者，經香
港四散各地，不問可知。而到過湖北的港人需要隔離，惟在
此前已入境者，又要不要隔離呢？防疫慢十拍之餘，還要半

桶水，民憤愈演愈烈，根本是廢官咎由自取。
外界最關注的是港府會否全面封關，林鄭則繼續 「落閘」，

堅稱現時的 「半封關」措施，已大減九成內地旅客，且不少港人
，需往來中港兩地，強調全面封關不可行，僅呼籲港人，如非必
要，勿返內地。誠然，有理智的人都明白中港一衣帶水，交往頻
繁，居於深圳的港人不在少數，且香港九成食品，均依靠內地供
應，不可能做到密不透風的全面封關，但現在社會瀰漫不理智情
緒，根本不容講道理，林鄭卻只知一板一眼提出數據駁斥，甚至
搬出世衞指引 「不應該助長歧視的行動」來否決全面封關，這就
猶如火上加油，不僅無助化解民怨，反而令中港矛盾愈演愈烈。

顯而易見，林鄭雖然是英國人培訓出來的政務官出身，但絲
毫學不到英國人的政治手段和公關技巧，一切只知硬繃繃按程序
辦事，而且踢一踢才動一動，平時順境的時候，尚且可以蒙混過
關，現在香港進入亂世復有武漢肺炎來襲，這一套根本行不通。
尤其是整個社會對港府的信任，早已跌破谷底，單是近日刮起的
撲口罩潮和搶糧食潮，已見恐慌情緒高漲，偏偏港府應對疫情繼
續後知後覺，所有政策皆落在民意之後，連澳門都比不上，怎會
不是天怒人怨、民怨沸騰？

山雨欲來風滿樓。發起罷工的公院醫護組織，已進行了5 天
的堅決罷工，對本已捉襟見肘的公營醫療形勢，必是致命一擊。
在奪命疫症面前，倘港人無法團結一致抗疫，後果必然是災難性
，一旦有病人因罷工失救致死，港府才來跪低已經太遲。
同是特區政府首長，為什麼林鄭抗疫表現不如賀一誠呢？我的分
析的原因如下：

武漢肺炎肆虐神州大地，波及香港和澳門兩個特區。港澳辦
發表聲明，支持港澳兩個特區政府採取的抗疫措施，並呼籲兩地
社會各界，齊心協力，同舟共濟，打贏這場疫症。這個傳播力強

、無藥可治的新型病毒，令港人想起十多年前沙士襲港，導致逾
1,700人染病，299人喪生，香港在3個月期間恍如死城。港人期
望政府能夠吸取上次慘痛教訓，在抗疫工作上有更好準備，以及
更積極應對。可惜，到目前為止，港府的表現每每落後形勢，而
與澳門相比，絕對相形見絀。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儘管在反修例風波上令大多數港人不滿
意，卻獲得國家領導堅定支持。相比之下，澳門特區政府過往表
現雖然獲國家領導高度表揚，但今屆特首賀一誠剛剛上任，並無
政績可言。然而，在包括建制派在內的港人眼中，兩個特首在抗
疫上的表現，高下立見。為何如此，讓我以兩個例子加以分析。

上次沙士時，全港市民戴口罩，成為世界新聞。想不到，今
天香港人天天排隊買口罩也空手而回。起初政府只是呼籲市民等
待，後來林鄭從瑞士公幹後回港，只表示已寫信給國務院要求協
助供應，並沒有承諾會確保市民買到口罩。反觀賀一誠，他一開
始宣布抗疫措施便大派定心丸，表示政府儲備了足夠口罩，讓澳
門市民以成本價購買。後來，澳門政府更有餘力向珠海提供口罩
應急。港府在口罩事上反應遲鈍的原因，可能是林鄭不在港時，
署理的官員不敢作主，而她回來後，卻似乎擺脫不了以一國為主
的心態，首先便想到向中央求救。

林鄭著緊中央的看法和內地人的感受，可能是她遲遲不願限
制身處病毒源頭的內地人來港，藉以減低病毒在香港傳播的原因
。當她最終抵受不住強大輿論壓力而採取行動時，具體措施只是
取得內地同意不再簽發自由行及關閉幾個口岸。賀一誠在這方面
則著著佔先。例如他首先與珠海達成協議，不讓兩地有發燒跡象
的人出入境。然後，他不僅不讓湖北人入境，還把停留在澳門的
湖北人送回內地。

總括一句，賀一誠的抗疫表現勝林鄭一籌的根本原因，是他
明白特區可以在一國兩制下發揮其高度自治和靈活性。同時，他
相信防止特區變成疫區符合當前國家利益。林鄭則在涉及內地的
問題上處事微小謹慎，避免出錯或人家不高興，這反而是壞了大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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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夢號”稱3名旅客確診感染
多家郵輪公司暫撤中國區母港

廣東省疾控中心傳防所通報，數名

新 型 冠 狀 病 毒 感 染 者 曾 乘 坐 編 號

“WD05200119”的“星夢遊輪-世界夢

號”遊輪。據悉，“世界夢號”郵輪稱

已有3名旅客確診，該公司已暫停旗下

所有郵輪在中國內地的運營。

據了解，“世界夢”號由雲頂郵輪

旗下專為亞太及中國高端消費市場孕育

而生的全新郵輪品牌——星夢郵輪所有

，在2017年投入運營，總噸位15萬噸，

以廣州(南沙)/香港為母港。

其實，這不是因乘坐郵輪旅遊被感

染的個案。2月3日，在日本橫濱乘坐郵

輪的男性香港居民被確認感染了新型冠

狀病毒肺炎。該事件讓所有的乘客和船

員(約3500人)進行了再次檢疫，據日本

媒體報道，船內約有10人出現發熱等癥

狀，被隔離在單間。

隨著疫情的發展，為避免郵輪成為

“移動傳染源”，上海市文化旅遊局官

網宣布，1月30日起，進出上海的郵輪

航次均已取消。此外，各大郵輪公司針

對疫情的措施也在不斷更新，還有多家

郵輪公司撤出中國區母港。

歌詩達郵輪：改期可獲消費抵用額
歌詩達郵輪官網顯示，目前已經暫停運

營1月31日至2月15日期間從中國母港出發

的4艘郵輪行程，包括“歌詩達賽琳娜”號1

月31日、2月5日從天津出發航次，“歌詩達

大西洋”號1月31日從上海出發航次、2月15

日從深圳出發航次，“歌詩達威尼斯”號2

月2日、2月6日、2月10日從上海出發航次

，“歌詩達新浪漫”號2月2日、2月6日從三

亞出發航次、2月12日從廈門出發航次。

據了解，歌詩達郵輪有4艘豪華郵

輪在中國運營，是受此次疫情影響最為

嚴重的郵輪公司。根據歌詩達郵輪的規

定，受取消影響的歌詩達郵輪乘客可獲

得全額退款，或重新預訂其它郵輪並獲

得額外積分。

例如，對於已購買歌詩達· 威尼斯號

2月10日從上海出發航次的遊客，可改

期至2020年12月31日前從上海出發的航

次，改期至2020年3月31日前的航次，

每艙將額外獲得150美金的船上消費抵

用額；改期至2020年4月1日至6月30日

期間的航次，每艙將額外獲得100美金

的船上消費抵用額；改期至2020年7月1

日至8月31日期間的航次，船票和港務

費多退少補，每艙將額外獲得100美金

的船上消費抵用額。

公主郵輪：限制部分乘客登船
2月1日，公主郵輪國際官網宣布，

自2月1日起，公主郵輪將暫停接受於航

程開始前14天內居住或曾到訪過中國內

地(不包含中國香港、中國澳門和中國臺

灣)的賓客登船。登船前，所有賓客均須

如實完成健康狀況申報；在船上醫療中

心申報過呼吸系統相關病癥的賓客將接

受新型冠狀病毒檢測。

此外，來自中國內地的船員將暫緩登

船，直至有進壹步通知。其他地區船員若計

劃搭乘過境中國的航班也均已更改行程。

針對受此次疫情影響而無法出行的中

國賓客的退票申請，公主郵輪將提供免費

退票。已通過中國大陸旅行社預訂公主郵

輪2020年3月31日前始發航次的賓客，可

在航次出發前七個工作日之前，聯系預訂

旅行社提交相關申請來完成退票手續。公

主郵輪將退還全額船票及港務稅費。

皇家加勒比郵輪：取消相聲演出
2月3日，皇家加勒比郵輪官網發布

公告稱，經與海德傳媒共同商議決定，

原定海洋光譜號3月28日航次中“歡樂

海洋 笑的盛宴 嶽雲鵬、孫越專場演出

”取消。據了解，海洋光譜號3月28日

航次仍將按原計劃訪問大阪、東京(橫

濱)等地，航程不變。

此前，皇家加勒比郵輪已經宣布暫

停運營2月4日、2月8日，2月13日從

上海母港出發的豪華郵輪“海洋光譜”

號行程。這是目前皇家加勒比郵輪在中

國擁有本國港口的唯壹船舶。

皇家加勒比郵輪也於2月3日宣布，

考慮到疫情在全球的發展狀況，所有航

次出發前15天曾出入、途徑、逗留中國

大陸、香港及澳門的旅客，不分國籍壹

律不能登上皇家加勒比郵輪的任何壹艘

郵輪，有關政策適用於2月13日前出發

的所有船隊。

皇家加勒比郵輪表示對這個決定感到

遺憾，但因為全球新型冠狀病毒病例不斷增

加，此次預防措施能避免病毒散播，公司將

會為受航次取消和政策影響而無法登船的中

國乘客提供優惠改簽和免費取消。

雲頂郵輪：3月15日前的中國旅客
不能登船

近日，雲頂郵輪旗下的星夢郵輪和

麗星郵輪共同宣布，為了保障乘客和船

員的健康，所有乘客和船員必須在登船

前提交健康聲明，在所有停泊港口也會

進行體溫篩查。按照星夢郵輪的規定，

乘客如果出現發熱癥狀，壹律不允許登

船；包括艙室在內船上所有可能觸及的

位置都需要進行消毒，在舷梯、商店和

餐廳等地點提供酒精消毒劑，為前線船

員提供口罩等防護用品，並提醒所有人

註意個人衛生。

1月 31日，雲頂夢號郵輪發布《1

月-3月出發航次調整的通知》顯示，根

據新加坡政府發出的最新通知，所有中

國籍旅客及於出發日期前14天曾到訪中

國大陸之旅客將不能入境及過境新加坡

。受此影響，已預訂2020年1月31日至

3月15日期間出發之雲頂夢號航次的中

國籍或出發日期前14天曾到訪中國大陸

之旅客將不能如期登船出發。

星夢郵輪表示，將為上述旅客作出取

消行程及作全額退款(包括艙房費、港務

費和已支付岸上觀光費用)安排。

地中海郵輪：改簽航線送近千購物卡
地中海郵輪國際官網顯示，2月9日

前取消航次的乘客可申請退款或優惠改

簽6月首航的旗艦郵輪“榮耀號”，並

額外贈送近千購物金。目前，地中海郵

輪暫停運營“地中海輝煌”號於2月5日

，2月9日從上海出發的航次，為受影響

的乘客提供免費取消、優惠改簽政策。

作為地中海郵輪旗下的最大、最現

代化、最受矚目的旗艦郵輪之壹，“地

中海輝煌”號在2018年5月首度抵滬開

啟了亞太首航季，開始投放中國母港市

場。2019年6月“地中海輝煌”號推出

多個母港出發的航線，包括：上海、天

津、廈門與深圳，全年52個航次。

除了取消航次，多個郵輪公司宣布

暫撤中國大陸區母港。據遠航郵輪之家

報道，星夢郵輪宣布從2月11日至4月4

日期間，“世界夢”號將以臺灣基隆港

為母港；寶瓶星號宣布2月12日至3月

22日期間將移行高雄港為母港；荷美郵

輪宣布3月28日前，所有中國港口的停

靠，全部取消。

值得註意的是，荷美郵輪的第三大

郵輪“威士特丹”號原計劃從上海出發

到達，目前已經決定從2月16日起以日

本橫濱為母港進行周遊。日本媒體稱，

歐美郵輪公司相繼咨詢希望將上海出發

到達的郵輪改為橫濱出發到達，至今已

經有10艘類似郵輪。

市場“羊群效應”無損中國經濟韌性
綜合報導 受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等

因素影響，近日國內外資本市場出現大幅調整，但

市場短期的非理性“羊群效應”並不影響世界對中

國經濟長期走勢的理性判斷，也不會改變中國經濟

的長期增長潛力和韌性。

對中國經濟而言，疫情的影響是階段性、暫時性

的。中國相關資產在經歷了最初的下跌後，相繼出現

反彈。在美上市的熱門中概股走強，離岸、在岸人民

幣匯率雙雙收復7關口，A股也企穩回漲。這表明，

市場正在擺脫最初的恐慌情緒，逐漸回歸理性。

國際權威機構也相繼發聲，表達對中國經濟克

服短期挑戰、長期向好的信心。世界銀行發表

聲明，相信中國有防控疫情、保持經濟韌性的政策

空間。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格奧爾基耶娃

表示，支持中國防控疫情措施，中國經濟繼續展現

出“極強的韌性”，IMF對此“充滿信心”。

市場能夠克服恐慌回歸理性，國際機構為中國經

濟鼓勁加油，正是因為他們看到，中國經濟的長期競

爭力、增長潛力和韌性並未因疫情挑戰而改變。

中國經濟的韌性，源自中國政府在財政、貨幣

和金融等領域采取的壹系列措施。

對於中國人民銀行等部門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強

化金融對疫情防控工作支持等政策組合，瑞銀集團評價

說，中國政府的政策支持有望抵消部分影響，盡管消費

受到疫情沖擊較大，但中國經濟再平衡、服務業占整體

經濟比重逐步上升、科技升級等長期趨勢不會改變。

中國經濟的韌性，源自中國市場的龐大體量和

需求的巨大潛力。

疫情抑制市場需求，但只是暫時的，疫後需求

必將反彈。耶魯大學高級研究員斯蒂芬· 羅奇說，

疫情會短期影響中國經濟，但中國終將戰勝疫情。

澳大利亞經濟學家郭生祥說，中國中等收入群體規

模全球最大，市場規模巨大、潛力巨大。這不是疫

情可以改變的。

中國經濟的韌性，源自中國經濟在全球供應鏈

上的穩固地位。

作為世界上唯壹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全部工業門

類的國家，中國在生產率和基礎設施等方面的優勢明顯

。中國進壹步深化改革，經濟結構不斷優化，產業不斷

轉型升級，在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和價值鏈中的地位不

斷提高和加強。這也不會因疫情而改變。

如今的中國，強大的應對突發事件的能力，雄

厚的經濟實力和物質基礎，為經濟長期發展贏得足

夠騰挪空間和內生動力。我們完全有能力、有信心

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我們也完全有能力、有信心

把疫情對經濟的影響降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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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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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隊抽組醫療力量承擔武漢火神山醫院
醫療救治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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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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輸入該平台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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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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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日       Sunday, February 9,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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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日報

最新評比！台灣醫療保健全球第一

（綜合報道）元宵節又稱 「小過年」，依據傳
統習俗應烹食湯圓象徵團圓，不過有吃過海味十足
的湯圓嗎？新北市貢寮區盛產貢寮鮑，在地養殖業
者研發出貢寮鮑新吃法，將貢寮鮑與豬肉一同做成
湯圓內餡，成為獨一無二的貢寮鮑湯圓，歡迎來貢
寮走春並品嚐呦。

貢寮馬崗的貢寮鮑養殖戶黃吉安表示，貢寮鮑
飼養在沿岸的潮間帶養殖池，以天然海藻餵食，養
殖過程中均未使用藥物，是名副其實的天然食品。
希望藉由開發貢寮鮑湯圓等創意和特色料理，讓貢

寮鮑成為家庭餐桌上的常見食材。黃太太安芯儀指
出，將豬絞肉與貢寮鮑丁一起調製為湯圓內餡，接
著將湯圓餡包入糯米糰後搓圓備用，最後將貢寮鮑
湯圓放入九孔火鍋中細火慢熬，就是一道極具海味
的貢寮鮑湯圓鍋。

新北市農業局長李玟強調，現在是寒假又恰逢
元宵節，更是貢寮鮑盛產期間，吃貢寮鮑正當時，
呼籲大家多利用貢寮鮑官網訂購美味貢寮鮑，在家
手作貢寮鮑湯圓，健康又美味。

（中央社）世界衛生組織（WHO）為加
快應對武漢肺炎研究，下週將邀全球400位專
家人士舉辦一場論壇。世衛今天透露，屆時台
灣將會以 「線上」方式參加。但因這場論壇由
世衛主辦意義不一樣，台灣與相關各方正努力
爭取更大參與。

世 衛 秘 書 長 譚 德 塞 （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世衛公共衛生緊急計畫執行主
任萊恩（Michael Ryan）及世衛新興疾病部門
官員范科霍芙（Maria Van Kerkhove）今天舉
行2019新型冠狀病毒記者會，說明最新疫情狀
況。根據中央社，會中記者提問，關於下週2
月11日及12日舉行的全球研究及創新論壇是
否會邀請台灣專家參與？如果會邀，請問被邀
請者及人數？若邀請是否代表世衛扭轉排除台
灣參與的政策，但若台灣無法參與原因為何？

萊恩未直接回答提問，也未證實是否已邀
請台灣專家，只說全球約有400位專家人士參

與這場論壇，但很多合作夥伴因來自高風險區
，所以不會親自到日內瓦現場，屆時會有台灣
的專家夥伴以 「線上」（Online）方式參加，
也有大陸其他專家 「線上」參與，相信他們能
高度參與並在討論時做出貢獻。

萊恩再度重申，世衛與台灣一直有技術聯
繫，包括與台灣官員及公衛連絡窗口，針對任
何疑似案例溝通合作，台灣也與大陸的合作夥
伴及歐洲疾病控制中心聯繫，保證世衛與台灣
之間有充分（Full）技術合作。萊恩講完後轉
向身旁的譚德塞說， 「你可能想要講幾句，我
知道你有其他討論」。但譚德塞說， 「不，這
就夠了」。

世衛這場全球研究和創新論壇，主要是希
望動員國際社會針對新型冠狀病毒採取行動。
邀請科學家、公共衛生機構、衛生部門以及研
究機構等，商討疫苗、療法和診斷工具開發等
議題。

WHO全球論壇邀台參加？
世衛：台將以 「線上」 方式參加

（中央社）台灣醫療體系一級棒！昨對寶瓶
星號全船採檢快速又嚴謹，完成抗疫漂亮一戰，
今(9)日又傳出好消息，2020醫療保健指數排行榜
出爐，台灣以86.71分奪冠，南韓和日本則排名
第2、第3。

中央社引述球資料庫網站 Numbeo 資訊，
2020 醫療保健指數（Health Care Index）評比，
台灣繼續蟬連第一，以86.71分排名第1，比去年
分數86.22略微成長，南韓以81.97分拿下第2，

日本81.14分獲第3名。
今年排名4、5的國家分別為丹麥和法國，其

餘前10名依序是西班牙、奧地利、泰國、澳洲和
芬蘭。

全球墊底的是委內瑞拉，以39.66分排第93
，比伊拉克的41.36分還要糟糕。

以區域來分，亞洲前3名依舊是台灣、南韓
和日本，香港14。

「20呎高天燈媽」
緩升空 點亮平溪十分夜空

（中央社）2020新北市平溪天燈節於8日
晚間登場，更是元宵節不能錯過的活動之一
，晚間在新北市平溪十分廣場盛大舉行。這
場世界聞名的國際盛事，讓每年十分廣場聚
集了相當多的國際旅客不遠千里而來參與一
生必遊的 「平溪天燈節」，尤其20呎媽祖天
燈升空，伴隨著逾百盞天燈同步齊飛時，整
場活動達到最高潮。

今晚元宵節於十分廣場舉行的平溪天燈
節活動，共規劃了十波天燈施放，每波150盞
，場面相當壯觀，尤其又以被當地稱作 「天
燈媽」的彩繪 「媽祖天燈」主燈亮相時，可
說是今晚活動最大的亮點，而媽祖信仰文化
是台灣重要的傳統習俗，而國外媒體更曾將
台灣媽祖遶境喻為世界三大宗教活動之一。
今晚超過2層樓高的20呎 「媽祖天燈」主燈
施放，由來自鄰近媽祖宮廟的主委，一起點

燃施放 「天燈媽」，並期盼可以上達天聽。
值得一提的是，今晚在十波天燈完成施

放後，主辦單位特別進行了 「永續天燈」的
試行施放，所謂 「永續天燈」是以全紙作為
天燈基座支架，當施放環境無自然外力影響
時，可於高空燃燒殆盡，為追求環境永續發
展及在地傳統文化的平衡，是平溪天燈節辦
理以來主辦單位首次在活動會場進行的試驗
性放飛。

主辦單位也為因應 「武漢肺炎」疫情升
高，整個活動場域也進行了防疫措施，包括
入場民眾必須量額溫，若有發燒及其他身體
不適者，立即送往入口旁醫護帳，由專業醫
療人員確認後續醫護處理。活動場域所有工
作人員及民眾也都全程配戴口罩，更全面宣
導勤洗手，有呼吸道症狀者請戴上口罩，並
建議身體不適民眾返家休息。

元宵節吃湯圓 新北農業局力推手做貢寮鮑湯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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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日       Sunday, February 9, 2020

Relax

地址：4899 hwy 6 ste 210 C, Missouri city,Tx 77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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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