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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布拉格水母水族館捷克布拉格水母水族館 感受來自海洋的感受來自海洋的““浪漫浪漫””

沖繩首裏城火災後首次解禁限制區域沖繩首裏城火災後首次解禁限制區域
現場損毀嚴重現場損毀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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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斯拉股價連續暴漲
市值躋身全球第二大汽車廠商
繼前壹個交易日大漲近20%，特斯拉再

度收漲13.73%，市值接近1600億美元。從

今年年初至今，特斯拉漲幅已經超過112%

，而從去年10月發布三季報算起，特斯拉

的股價漲幅已達253%。

對此，專家接受新京報記者采訪時

表示，特斯拉股價上漲背後既有業績的

支持，也有資本市場的炒作，2月4日觸

及接近1000美元的高位之後有可能引發

調整，這種上漲暫時不可能持續。

根據金融科技分析公司S3 Partner數

據，2020年至今，特斯拉空頭的虧損達到

120億美元。不過，仍有做空機構選擇繼續

狙擊特斯拉。知名做空機構香櫞創始人安

德魯-萊福特2月5日表示，香櫞正做空特斯

拉，並認為如果換做馬斯克是基金經理，

也會選擇此時做空特斯拉。

特斯拉暴漲帶動國內供應商漲停
2月5日，特斯拉已連續漲了6個交易日

，當天收盤報 887.06 美元/ADS，漲幅

13.73%。受益於特斯拉近日股價大幅上漲，

國內的特斯拉相關概念股也水漲船高，寧德

時代、威唐工業、亞瑪頓等特斯拉供應商在

2月5日觸及漲停。此外，蔚來汽車、比亞

迪等新能源汽車股價也出現大幅上漲，反映

出新能源汽車行業的前景依然被看好。

招商證券預計，今年特斯拉的銷量有

望達60萬輛左右，當前優質供應鏈公司不

僅拿到Model 3訂單，海外特斯拉訂單也

在不斷斬獲。“特斯拉產業鏈具有穩定性

強、毛利率高、價值量大等特點，中國企

業成本低的優勢決定了其特斯拉產業鏈中

的霸主地位，具有核心競爭力的產業鏈公

司有望享受長期爬坡紅利。”

由於新能源補貼退坡，去年國內新能

源汽車市場首次出現同比下降，不過，工

信部部長苗圩早前已經表示，今年補貼退

坡的政策可能要平緩壹些，對新能源汽車

行業將形成支撐。中汽協秘書長助理許海

東預計，2020年新能源汽車整體持平或微

增，加上特斯拉預計的10萬輛銷量，今年

新能源汽車銷量預計為120萬輛左右。

做空者未認輸， 香櫞稱狙擊特斯拉
雖然特斯拉股價持續上漲，但空頭

並未放棄做空特斯拉。知名做空機構香

櫞創始人安德魯-萊福特2月5日表示，

自己的確正在做空特斯拉，並表示在此

價格買進特斯拉的人將會被“清洗”。

“這顯示是因電腦交易形成的股價上

升，而不是對公司價值的真正反映。”安

德魯-萊福特又在社交媒體上表示，“我們

喜愛特斯拉，曾經承諾永遠不再做空。但

當AI交易算法開始驅動市場，我們相信，

即便是馬斯克，假如他是基金經理，也會

做空這只股票。這和技術再無關系，它(特

斯拉)已經成為新的華爾街賭場。”

香櫞壹直是特斯拉的做空者，不過

2018年10月宣布不再做空特斯拉，並在研

究報告中指出特斯拉正搶占美國豪華車的

市場份額。當時安德魯-萊福特表示，在更

了解電動車行業之後，放棄了過去五年做

空特斯拉的策略。香櫞引用汽車咨詢公司

數據指出，Model 3不僅可以盈利，而且

毛利空間將至少達到30%。

但去年4月特斯拉現金流惡化時，

香櫞再次多轉空，認為公司的現金消耗

和資金需求太大，無法繼續看多。其後

特斯拉不得不啟動22億美元融資，公司

股價在去年6月創下176.99美元的新低

後開始反彈，並接連刷新公司股價新高。

在做多者看來，特斯拉的估值不應該

以傳統汽車公司計算，應該將其自動駕駛

技術以及Robotaxi業務考慮在內，這與當年

蘋果公司發布首款iPhone相似，特斯拉的電

動車將重新定義智能汽車，營收也不僅僅

是汽車銷售而是包含軟件收入。投資機構

方舟基金預測，特斯拉2024年的預期股價

可上升至7000美元，前提是特斯拉屆時的

年銷量達到710萬輛，且Robotaxi業務將產

生遠高於優步等網約車平臺的高利潤。

自稱持有大量特斯拉股票的小鵬汽車

創始人何小鵬則表示，十年內智能汽車會

出現多家市值在1000億至1萬億美元以上

的公司，但他認為汽車和手機差異巨大，

很難形成巨大的贏者通吃和超高毛利，

“因此我暫時沒有看到(特斯拉)當前如此高

估值的邏輯，除非是真正的長線持有者。”

釋疑1
股價緣何大漲？
四季報亮眼，上海工廠刺激股價攀升

自從去年10月25日發布三季報業績消

除市場憂慮後，特斯拉的股價就進入上升

通道，尤其是2020年股價開始加速上升，

這使得特斯拉不僅超越福特、通用等成為

美國市值最高的汽車公司，且目前只次於

豐田公司，位列全球第二大汽車廠商。

“導致特斯拉股票上漲的基礎支持是

上海工廠完成驗收投產並同期公布的2019

年三四季度財報表現良好，在此之前，擔

憂美國經濟有可能陷入衰退美聯儲從2019

年8月份開始連續三次降息操作；在這個

期間特斯拉的股票壹度被腰斬至179美元

。但是第三季度財報顯示特斯拉實現盈利

，上海工廠順利完成生產驗收刺激股價從

254美元迅速攀升至354美元附近。”金磚

匯通首席策略分析師趙相賓接受新京報記

者采訪表示，特斯拉股價上漲，既有基礎

經濟走勢的支持，也有財報的推波助瀾，

更有中國預訂的刺激，中國春節前特斯拉

的Model 3預訂火爆，2020年1月份預訂

每天超過千單。

實際上，從公司的基本面來看，特斯拉

擺脫了2019年上半年的陰霾，下半年迎來諸

多利好消息，包括三季度和四季度連續兩個

季度實現盈利。截至2019年第四季度，特斯

拉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9.3億至63億美

元。自由現金流為10.1億美元，環比增加

173%，反映出公司的現金流不再緊張。

此外，特斯拉在完成2019年交付目標

後，公司計劃今年的交付目標將提高至50

萬輛。今年特斯拉將開始交付Model Y，

預計年中Fremont工廠的產能將進壹步提升

至50萬輛/年，如果上海超級工廠爬坡順利

，特斯拉的總產能有望達到65萬輛水平。

釋疑2

存在資本推升？
富翁股東發聲力挺，做空者開始平倉
在趙相賓看來，機構積極做多，資

本大舉介入推升了特斯拉的股價沖高。

億萬富翁羅恩·巴倫堅定看好特斯拉的

前景，其公司巴倫資本也壹直是特斯拉的

重要股東，持股數量達160萬股，目前這壹

股份價值達13億美元。北京時間2月4日，

他在接受CNBC采訪時表示，特斯拉在10

年後的營收有望達1萬億美元，自己不會出

售任何特斯拉的股份。羅恩·巴倫認為，特

斯拉有望成為全球最大的企業之壹，而1萬

億美元營收的前提是假設特斯拉每年將銷

售1000萬輛電動車，值得註意的是這尚未

包括特斯拉的能源業務。

特斯拉股價猛漲的另壹個因素或為空頭

平倉。從公司上市至今，特斯拉壹直是美國股

市上做空者的“寵兒”，除了財務數據不穩定

外，馬斯克的個人性格也成為做空理由——

2018年8月馬斯克在推特上宣布特斯拉的私有

化消息，但事後被證明資金並未到位，導致特

斯拉和他本人被做空機構集體起訴。最終馬斯

克不得不辭去公司董事會主席職位，並聘請更

多的獨立董事監督其在推特上的言論。

如今，特斯拉股價連續上漲迫使越

來越多的做空機構平倉止損，這反而加

速了特斯拉的上升勢頭。金融科技分析

公司S3 Partner數據顯示，2020年至今，

特斯拉空頭的虧損達到120億美元，截

至2月3日收盤，特斯拉未平倉空頭倉位

仍有2410萬股，比前壹個交易日減少16

萬股，未平倉空頭倉位占流通股的18%

，名義市值188億美元。

釋疑3
漲勢能否持續？
專家：漲幅過高漲速過快，短線建

議看空調整
基巖資本投資總監董寶根在接受新

京報記者采訪時指出，特斯拉真正迎來

了盈利拐點，且現金流強勁。“向前看

Model Y提前量產、上海工廠成功上量

、零部件本地化率提升和自動駕駛的普

及都將進壹步提高利潤率並帶來向上催

化劑，但短期內需要密切觀察2020年第

二至第三季度實際交付狀況。”

金磚匯通首席策略分析師趙相賓則

向記者指出，當前的大漲不可能持續下

去。特斯拉在2月4日出現跳空高開的走

勢，而且周二的收盤為十字線，技術上

存在調整的需求，極有可能股價進入

1000美元之下的高位震蕩，甚至不排除

回補下方缺口的走勢。“當前漲幅過高

漲速過快，在重要的阻力1000美元之前

極有可能引發獲利回吐的操作，因此短

線建議看空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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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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文連任 兩岸經貿合作引擔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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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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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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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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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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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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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導】2月8日，正是亞洲農曆元宵節
。美國德州乒乓球訓練中心舉辦的2020新春“全旅假期杯”乒
乓球公開賽經過一天緊張、激烈的比賽後取得圓滿成功，曾獲美
國四次全國冠軍的老將傑米布特勒（Jimmy Butler）奪得公開賽
冠軍。

這次比賽是去年底安排的這次比賽是去年底安排的，，當時也不可能考慮任何後來的新當時也不可能考慮任何後來的新
冠狀病毒疫情冠狀病毒疫情。。雖然比賽所的休斯頓沒有發生一起確認的新冠狀雖然比賽所的休斯頓沒有發生一起確認的新冠狀
病毒感染病例病毒感染病例，，但比賽組織者也加強了報名參賽人員的健康審查但比賽組織者也加強了報名參賽人員的健康審查
，，參加者都為本地沒有新冠狀病毒接觸史的乒乓球愛好者參加者都為本地沒有新冠狀病毒接觸史的乒乓球愛好者，，對新對新
冠病毒沒有恐慌冠病毒沒有恐慌、、恐懼心理恐懼心理。。稍感意外的是這次比賽報名者還不稍感意外的是這次比賽報名者還不
少少，，共有共有4545名乒乓球運動員報名參加名乒乓球運動員報名參加，，其其
中非華裔選手占中非華裔選手占8080%%。。各路好手雲集世界能各路好手雲集世界能
源之都源之都，，其中有原中國國手其中有原中國國手、、旅居美國積分旅居美國積分
高達高達26502650 的李科威的李科威，，以及四次榮獲美國全以及四次榮獲美國全
國冠軍國冠軍、、兩次代表美國參加奧運會的傳奇老兩次代表美國參加奧運會的傳奇老
將傑米布特勒將傑米布特勒。。這兩人的知名度高這兩人的知名度高，，水平接水平接
近近。。除此之外除此之外，，還有長期在美國執教的來自還有長期在美國執教的來自
天津的女子直拍高手王慧靜天津的女子直拍高手王慧靜，， 直拍弧圈加直拍弧圈加
傳統推擋擊敗過許多美國男子高手傳統推擋擊敗過許多美國男子高手，，積分一積分一
直在直在25002500以上以上，， 以及來自大休斯頓地區的以及來自大休斯頓地區的
好手好手 George TaiGeorge Tai，，Carlos AlmirolCarlos Almirol，，積分都在積分都在
23002300 以上以上。。另外另外，，休斯頓名將蒂努休斯頓名將蒂努，，休斯休斯
頓直拍兩面打法高手頓直拍兩面打法高手 Randy HouRandy Hou 都報名參都報名參
加加。。

運動員個個精神振奮運動員個個精神振奮，，充滿信心充滿信心，，沉著沉著
應戰應戰，，越戰越勇越戰越勇。。經過小組循環及出線淘汰經過小組循環及出線淘汰
的激烈角逐的激烈角逐，，專業組專業組AA組半決賽對陣為一號組半決賽對陣為一號
種子李科威對種子李科威對George TaiGeorge Tai，，二號種子布特勒二號種子布特勒
對陣王慧靜對陣王慧靜。。布特勒對王慧靜的半決賽充滿布特勒對王慧靜的半決賽充滿
懸念懸念，，因為王的球許多人都不好打因為王的球許多人都不好打。。但這次但這次
比賽布特勒狀態奇佳比賽布特勒狀態奇佳，，在與王的對陣中首先在與王的對陣中首先
破了王的絕招發球破了王的絕招發球，， 而對王發動的進攻也而對王發動的進攻也
處理得當處理得當，，使她賴以得分的正手很少能迅速使她賴以得分的正手很少能迅速
得分得分，，而布特勒自己的發球質量較高而布特勒自己的發球質量較高，，時常時常
發底線下旋長球到王的反手發底線下旋長球到王的反手，，使她猝不及防使她猝不及防
，，最後布特勒以最後布特勒以44::11取勝取勝。。

這樣觀衆們終于迎來了李科威與布特勒這樣觀衆們終于迎來了李科威與布特勒
之間的最終對決之間的最終對決。。這兩人這些年在德州乒乓這兩人這些年在德州乒乓
球中心舉辦的比賽中相遇應該有球中心舉辦的比賽中相遇應該有88次左右次左右，，
每次都是李科威奪冠每次都是李科威奪冠。。那麽這次比賽是否還那麽這次比賽是否還
有懸念呢有懸念呢？？ 出人意外的是布特勒延續了他出人意外的是布特勒延續了他
的好的狀態的好的狀態，，在與著名削球手李科威的決賽在與著名削球手李科威的決賽
中似乎有備而來中似乎有備而來，，對李的強烈下旋球展現良對李的強烈下旋球展現良
好的基本功好的基本功，，多板提拉後尋找機會得分多板提拉後尋找機會得分，，而而
李也是一位進攻犀利的削球運動員李也是一位進攻犀利的削球運動員，，在李試在李試
圖進攻得分的情形下布特勒采取靠前二側防圖進攻得分的情形下布特勒采取靠前二側防
禦得當禦得當，，加上布特勒賴以成名的反手彈擊加上布特勒賴以成名的反手彈擊，，沒有讓李的進攻破壞沒有讓李的進攻破壞

其節奏其節奏。。特別有意思的是布特勒對李發到特別有意思的是布特勒對李發到
其反手位小叁角的一些不轉球敢于大力起其反手位小叁角的一些不轉球敢于大力起
板板，，更進一步破壞了李的攻防節奏更進一步破壞了李的攻防節奏，，最後最後
布特勒布特勒44::22擊敗李科威奪得賽事冠軍擊敗李科威奪得賽事冠軍。。

塵埃落定塵埃落定，，天色已晚天色已晚 ,, 德州乒乓球訓德州乒乓球訓
練中心依然燈光輝煌練中心依然燈光輝煌 ,, 熱氣騰騰熱氣騰騰。。不少運不少運
動員都與獲勝隊員紛紛拍照留念動員都與獲勝隊員紛紛拍照留念。。德州乒德州乒
乓球中心主席徐建勳律師一直陪同比賽隊乓球中心主席徐建勳律師一直陪同比賽隊
員到比賽結束員到比賽結束，，並與贊助方代表一起給優並與贊助方代表一起給優
勝者頒獎獎杯和獎金勝者頒獎獎杯和獎金。。

賽後皆大歡喜賽後皆大歡喜 ,, 希望德州乒乓球訓練中心舉辦更多這樣的賽希望德州乒乓球訓練中心舉辦更多這樣的賽
事事。。

本屆乒乓球大獎賽是由全旅假期旅遊公司贊助本屆乒乓球大獎賽是由全旅假期旅遊公司贊助，，主辦方感謝主辦方感謝
贊助商的大力贊助贊助商的大力贊助！！

20202020 新春新春““全旅假期杯全旅假期杯””乒乓球賽落幕乒乓球賽落幕
美國傳奇老將布特勒奪冠美國傳奇老將布特勒奪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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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春节只剩下三天了，阿P归心似

箭，离开工棚，直扑火车站。

火车站人山人海，阿P排队排了好

长时间，好不容易挨到售票窗口，一问

，自己回家的车次，不论快的慢的，几

天前票就已经全部卖光了。正当他沮丧

地离开窗口时，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

凑过来，低声说：“哥们儿，借个火。

”阿P掏出打火机递过去，小伙子一边

点烟，一边把他拉到角落，悄悄问道：

“大哥，要票么？”

阿P明白了，对方是个票贩子，于

是试探着问：“怎么，你有票？”小伙

子说：“你到哪里？”阿P报了站名，

小伙子点点头，说：“没问题，但要加

点儿手续费。”阿P问：“多少？”小

伙子说：“不多，你跟我来吧。”

小伙子领着阿P离开广场，在路边

把他交给一个年轻女人，说：“你跟她

去就可以了。”然后转身走了。那女的

也不答话，闷着头三拐两拐，把阿P带

到一个僻静处，四下看了看，说：“几

张？”阿 P伸出一个指头。女人说：

“交钱吧。”阿P问多少钱，那女人说

出一个数字，阿P一听，几乎比正常价

格翻了番，吃惊地叫起来：“妈呀，这

么多？比卧铺还贵呀！不是说只多点儿

手续费吗？”那女人说：“你叫什么叫

？这可不就是个手续费？这票到我手里

，钱就没少花，你多少也得让我们赚点

儿吧？要不，谁担着风险扯这个！”

阿P腰里的钱，都是每天汗珠子掉

下摔八瓣儿挣来的，他平时节衣缩食，

从不多花一分，今天怎么舍得这么破费

？于是连连摆手摇头，说：“算啦，算

啦！我买不起，不买了。”

那女人不高兴了，说：“你不买可

以，可害得我跑这么远的路，你给个打

车钱吧！”阿P一听，怕女人纠缠，急

忙说：“对不起，对不起！”回身一溜

烟跑了。

阿P回到车站，壮着胆子夹在检票

队伍中，企图蒙混过关，可一下就被那

些一脸严肃的工作人员给扒拉了出来。

阿P又回到售票大厅的时候，已经

是下午了，要是再走不了，到家就吃

不上年夜饭了。他急得团团转，就在

这时，又看到刚才那个倒票的小伙子

在不远处转来转去。他横了横心，走

上去问：“不知道现在还有票吗？”

小伙子斜了他一眼：“你不是嫌贵吗

？”阿P赶紧说：“不贵，不贵。麻

烦你给我弄一张吧。”说着，从口袋

里掏出10元钱，恳求道：“这次我就

不去了，这是给你的车钱，你过去帮

我把票取来吧。”

小伙子去了没多久，就拿着票回

来了。阿P急忙迎上去，把票钱塞到

小伙子手里，小伙子接过一数，说：

“不对，还差100元。”阿P拿回来数

了一遍，说：“怎么不对，是先前那

个女的告诉我的价钱呀。”小伙子说

：“当时是那个价，现在涨了。”

阿P说：“就这么一会儿，怎么

就涨这么多？”小伙子说：“人家就

交代我这个价，咱废话少说，你如果

嫌贵，我给她送回去。”说罢，回身要

走。阿P心里暗骂：“真黑呀！”但再

黑也只有这一条道了，他咬牙切齿地又

掏出一张百元大钞递过去，这才把票拿

到了手。

这道坎儿过去了，可阿P走得并不

顺心，他途中还得换一次车。到了换乘

中转站，情况一样，窗口买票根本想都

不用想，没门儿。这回阿P聪明起来，

不再犹豫了，二话没说，从票贩子手里

买了高价黑心票，终于在大年三十的下

午赶到了家，虽说多花了不少冤枉钱，

但总算平平安安到了家。

团聚是甜蜜的，但又是短暂的，为

了生计，不出正月，阿P又该离家南下

了。这回阿P有了经验，他提前到火车

站预购车票，果然顺利，因为是联网售

票，阿P连中转换车的票也一并买了，

并且还别出心裁，额外又多买了几张。

阿P有自己的打算，他算计着到起身的

时候，正是民工返城的高峰期，各地的

火车票肯定紧张，自己到中转的城市，

把多余的几张车票高价一出手，就可以

赚一笔，这样一来，回家路上被票贩子

黑去的钱就找回来了。

阿P赌气地想：哼！他们做得，我阿

P为什么做不得？闯社会这玩意儿，靠的

就是胆大，傻瓜才光被别人宰割哩。

阿P告别家人南下，坐了一天火车

，来到中转的城市。下车后，他饭也顾

不上吃，拎着瓶矿泉水，在车站广场乱

转，他要尽快把多余的车票卖出去。

他想得没错，车票果然空前紧张，

许多民工因买不到车票，被困在这里，

急得团团转。阿P暗自得意，他观察多

时，瞄准了几个聚在一起焦躁不安的民

工，听他们对话，知道正是跟自己去的

同一个方向。于是假装借火，凑过去搭

讪：“哥儿几个要买车票是吧？我手头

倒是有几张，本来是给几个老乡买的，

但因为情况突然变化，他们不走了，就

只好出让了。你们如果需要，咱们就两

方便了。”

那几个民工一听，顿时眼睛放光，

连说：“要，要，我们都在这里困了两

天了，你简直是及时雨呀！”阿P说：

“且慢，咱丑话说在头里，我这票是高

价来的，每张比窗口票得多花近一倍的

钱，你们哥几个可想好了再决定买还是

不买。”

那几个人一听，犹豫了，说：“这

么贵呀？不能便宜些么？”阿P摇摇头

：“说实话，我一分钱都没赚你们的，

就是怎么来怎么去。出门在外，我不会

骗你们的。”几个民工你看看我，我看

看你，最后眼睛都盯着一个年纪较大的

“连鬓胡”。那连鬓胡思忖了一下，说

：“这票咱们得要。尽管多花点钱，但

如果继续这么困下去，反倒多破费。”

阿P接茬说：“对呀，这位大哥的

账算得有道理。”其他几个人没作声，

算是默认了。但其中一个说：“理倒是

这么个理，可是我身上的钱不够啊。”

连鬓胡想了想，说：“你们谁有，先借

他。”几个人异口同声说自己还不足。

连鬓胡皱起眉头，琢磨了片刻，说：

“这么办吧，我因为怕丢，身上没敢多

带现金，但邮政存折上还有几个钱。我

到车站邮局取出来，先给你们垫上，不

过，你们可要讲信用，到地方一定想办

法尽快还我。”几个人连说“一定、一

定”，于是连鬓胡对阿P说：“哥们儿

，你稍等，我去去就来。”说着从破背

囊里掏出一个存折，起身走了。

阿P跟几个民工有一搭没一搭地聊

着，几分钟不到，那连鬓胡就回来了，

说：“钱取来了，把票给我们看看吧。

”阿P说：“这还能假！”说着就掏出

票来。可是还没等对方接过去，突然，

身后伸过一只大手，牢牢地抓住了他的

手腕。阿P一回头，整个人顿时傻了。

怎么？身后是两个警察。原来那连鬓胡

说去取款，只是为了稳住阿P，其实是

到车站派出所举报，警察迅速出动，把

阿P抓了个现行。

到了派出所，警方把阿P所有的车

票全部没收，原价卖给了那几个民工，

对举报人连鬓胡还按规定给了奖励。连

鬓胡拿到车票和奖金，冲阿P说声“多

谢”，兴冲冲地走了。本想算计人家，

却反过来让人家给算计了，阿P又羞又

气，那懊丧劲儿就别提了。好在警方念

他初犯，教育一通就把他放了。阿P又

落个两手攥空拳，与那些因买不到票而

受困的民工为伍了。

怎么办？阿P思来想去，没有别的

办法，时间紧迫，还得找票贩子解决。

阿P在广场转了几圈，碰巧又遇到

了上次中转时卖给他票的票贩子。对

方一见阿P，乐了：“嗬！哥们儿，怎

么又是你呀？缘分哪！”阿P说：“上

次是往北，这次是往南，还得请你帮

忙给弄张票。”“没问题！老相识了

，看在回头客的分上，这次给你打折

。说吧，到哪？”果然，不一会儿，

票贩子就给阿P拿来了票，真的就比上

次便宜了许多。阿P心里想：“人心都

是肉长的，这个票贩子倒是蛮有人情

味儿的。

检票，登车，阿P心安理得地拿着

票去找自己的座位，找到票上标明的

“7车16号”，一看不对，人家是软卧

车厢。阿P把票给旁边的旅客看，有人

问他：“这票是从票贩子手里买的吧？

”阿P点点头。那人说：“你上当了，

这是张假票。”阿P火了，想下去找那

个票贩子，可车已经开了。那人很有经

验地提醒他道：“千万别嚷嚷了，不然

工作人员知道了，不是赶你下车，就是

让你补票。你赶紧到硬座车厢找个地方

悄悄待着吧，这假票做得可以乱真，检

票不容易发现的，也许侥幸就混到地方

了。”

阿P忐忑不安地找了个角落缩在那

里，竟真的一路无事，到地方下车，顺

利走出车站检票口。想想自己这次回家

，往返都被人蒙骗，很是不爽，不过想

到自己用假票混上了车，也算得上是笑

到最后的胜利者啦，阿P脸上又出现了

笑容……

黑心票贩子

德州本地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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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財經回顧上週財經回顧 在
連續兩週低迷後，上周美股市場走高，並達到了6個月以來的最高
週漲幅。隨著廣大投資者對冠狀病毒的了解增加，美國政府對疫情
防控措施逐步到位，投資者對疫情的恐慌性較之前減弱。美國經濟

方面，一月份的勞動市場就業報告顯示上月新增22.5萬
個工作崗位， 工資增長進一步提高。用來衡量製造業活
躍度的採購經理人指數(PMI)在一月份出人意料的升高，
並達到去年7月以來最高水平，顯示製造業出現回暖現
象。國際方面，中國承諾實現第一階段中美貿易協議的
條款，對美國商品減750億美元關稅，這對市場也是利
好消息。雖然在接下來幾週冠狀病毒和波音737 Max事
件會持續對市場有影響並可能進一步導致市場震盪，但
美國良好的經濟基本面仍然會對市場大勢起到決定性作
用。截止上週五，道瓊斯工業指數收盤29103點，標普
500指數收盤3328點， 納斯達克收盤9521點，週漲幅均
超過3%。
市場分析及投資建議：

截止2月7日，已報導的冠狀病毒病例超過3萬，其中270個病
例在中國以外的其他24個國家。在上週五的國會年度報告中，美聯
儲表示，由於中國經濟佔全球經濟的比重和疫情的全球性擴散，此
次事件會對今年全球經濟增長帶來不利影響。但在年初第一例病例
被報告之後的不到一個月時間，全球性的防控措施（如限制國際旅

行、加強消毒防護、全球專家合作等）已經迅速實施，所以疫情大
範圍全球蔓延的風險已得到控制。雖然疫情對全球股市短期的不利
影響已經顯現，但中國承諾會按中美貿易協議降低美國關稅的舉動
，對全球市場尤其是美國經濟的利好影響是長期的，會在一定程度
上降低疫情對市場的負作用。

2019年的美國投資市場達成了過去6年最好的表現，尤其是大
型企業股票由於良好的盈利性在去年上漲了32%。截止目前，三分
之二的企業已經報告了2019年的盈利數據且大多好於之前預期。分
析師預計今年的企業盈利將保持歷史平均水平。美國1月份新增工
作崗位22.5萬個，前3個月平均每月新增工作崗位21萬個， 遠高於
每月10萬新增就業的“安全線”。持續良好的美國就業市場會繼續
支撐消費者的消費支出，從而推進美國經濟的可持續增長。

疫情對中國今年上半年經濟影響較大，但疫情結束後，廣大民
眾壓抑幾個月的消費需求會被釋放，預計經濟會在疫情結束後的短
期內從低谷反彈。對中國市場依賴較大的美國企業會受此次疫情波
及，影響上半年盈利， 但美國整體經濟對中國的依賴度十分有限。
在此環境下，投資者要及時分析自己投資組合中國際市場產品的佔
比，考慮適當提升美國市場產品在整體投資組合中的比例。

無家可歸人員露宿街頭無家可歸人員露宿街頭
數量增加數量增加 市政加大管理市政加大管理
（（本報訊本報訊 ）（）（本報本報

訊訊））作為美國第四大城市作為美國第四大城市
，，休斯頓近年來無家可歸休斯頓近年來無家可歸
人員露宿街頭等城市問題人員露宿街頭等城市問題
越來越引起市民的關注越來越引起市民的關注，，
在一些主要的交通公路大在一些主要的交通公路大
橋之下和沿線橋之下和沿線，，以及主要以及主要
街道交通十字路口街道交通十字路口，，每天每天
都可以看到大量的乞討人都可以看到大量的乞討人
員員，，對駕駛車輛帶來不便對駕駛車輛帶來不便
和隱患和隱患，，同時同時，，也成為城也成為城
市痼疾市痼疾。。

根據市政的信息根據市政的信息，，休休
斯敦市目前專門設有市長斯敦市目前專門設有市長
辦公室辦公室，，專門致力於處理專門致力於處理
無家可歸人員的問題無家可歸人員的問題。。而而
且且，，近年來近年來，，休斯頓市在休斯頓市在
幫助無家可歸人員尋找住幫助無家可歸人員尋找住
房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績房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績。。

休斯頓根據住房和城休斯頓根據住房和城

市發展部的要求市發展部的要求，，每年對每年對
無家可歸者進行統計和調無家可歸者進行統計和調
查查，，以獲得無家可歸者的以獲得無家可歸者的
數量數量。。根據這些調查的數根據這些調查的數
據據，，自自20112011年以來年以來，，休斯休斯
敦無家可歸者人員數量減敦無家可歸者人員數量減
少了少了5454％％，，被稱為是一項被稱為是一項
重大進步重大進步。。因此因此，，認為在認為在
高速公路下居住的流浪人高速公路下居住的流浪人
數量也有一定的下降數量也有一定的下降。。

根據休斯敦市條例法根據休斯敦市條例法
規第規第 2121 章第章第 IIIIII 條規定條規定：：
““在休斯頓的公共場所露在休斯頓的公共場所露
營住宿是非法的營住宿是非法的。”。”同時同時
，，構成輕罪構成輕罪，，應處以最高應處以最高
500500 美元的罰款美元的罰款。。並且並且，，
根據第根據第 2121--6363 條條，，可以因可以因
違反條例而將違規者逮捕違反條例而將違規者逮捕
，，但是在逮捕之前但是在逮捕之前，，執法執法
人員必須遵循嚴格的程序人員必須遵循嚴格的程序

做法做法，，包括市政人員必須包括市政人員必須
向違規人員發出書面警告向違規人員發出書面警告
。。

市政人員必須確定違市政人員必須確定違
規人員是否需要緊急醫療規人員是否需要緊急醫療
或社會服務或社會服務。。如果需要如果需要，，
市政人員必須做出解決方市政人員必須做出解決方
案案，，包括從無家可歸者幫包括從無家可歸者幫
助機構獲得幫助助機構獲得幫助，，以非正以非正
式的方式評估該人的狀況式的方式評估該人的狀況
和需求和需求。。 ””
警方也表示警方也表示，，減少無家可減少無家可
歸人員在公眾場合居住的歸人員在公眾場合居住的
現象現象，，其目的還是希望給其目的還是希望給
這些群體提供所需的生活這些群體提供所需的生活
和精神幫助和精神幫助，，更不是通過更不是通過
拘留拘留，，來達到減少類似現來達到減少類似現
象的目的象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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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再沒有哪一年的伊始會比2020
年更令人難忘了。隨著新型冠狀病毒，
俗稱武漢肺炎在中國湖北省的爆發，很
快就升級為了全球都要面對的疫情。在
這次的疫情中，很多行業都受到了影響
，比如航空業、餐飲業、旅遊業等。

今年的春節是1月24日，一、二月
份正是很多華人往來中美之間的時期，
疫情爆發之後，很多人首先問的就是，
機票怎麼辦，能不能退票？從1/24起，

國航就發佈通知可以免費退票。那麼其
它的航空公司，都有自己的條款和規則
，在這個特殊時期，我們也體諒大家的
心情。所以凡是在王朝旅遊訂購機票的
客人，只要你來咨詢或者求助，我們都
會盡量想辦法幫你退/改票。但是大家也
要理解，現在的政策幾乎每天都在更新
，比如有幾家美國航空公司已經全面停
飛了美中之間的所有航班，我們也是時
刻都關註著最新的動態。

除了機票，原來已經定好的旅遊計
劃怎麼辦，還能正常出行嗎？這個也是
要具體情況具體對待。現在疫情最嚴重
的還是中國，所以近期跟中國相關的旅
遊行程，基本上是都取消了。但是別的
國家地區，病例還是很少的，我們也是
生活在美國，大家不用過於擔心，像歐
洲、南美、非洲等地方，還有德州本地

團，都還是可以放心前往的。詳細的訊
息，大家也可以來王朝旅遊咨詢，我們
都會盡力保障客人的權益，幫大家把損
失減少到最低。

現在這個時期去旅遊，需要有什麼
特別註意的地方嗎，怎樣才能保護自己
？其實在我們每一天的生活中，不管有
沒有病毒，有沒有疫情，我們都應該好
好的保護自己。勤洗手，多消毒，打噴
嚏、咳嗽的時候捂住嘴等，本來就是生
活的常識。有需要的話就戴上口罩。美
國CDC強調，近期所有從中國來美國

的人，都要有14天的自我監測和隔離
，無論是否有癥狀。如果一旦出現任何
不舒服的情況，要及時就醫。這是對他
人負責，更是對自己負責。

目前美國的確診病例還是很少的，
德州更是一例都沒有，美國不是疫區，
所以大家在美國生活不用過於擔憂，甚
至恐慌。我們還是要保持良好的心態，
正常的生活，該吃吃，該喝喝，該旅遊
就去旅遊。之前有謠言傳中國城有病毒
，後來國會議員都出來闢謠了
。王朝旅遊在中國城也是每天
照常營業，我們創立已經有20
餘年，經歷過SARS、禽流感...
等各種事件，有信心面對這次
的疫情。大家有任何關於旅遊
方面的問題，都隨時可以跟我
們聯繫。王朝旅遊一定竭誠為

大家服務。希望在這個困難的時期，所
有華人同胞能夠齊心協力，共同度過難
關。
王朝旅遊專業代辦全球簽證和護照更新
官方網站：https://aaplusvacation.com
服務專線：(713)981-8868 微信客服
：aat713
地址：6918 Corporate Dr, Suite A-14,
Houston, TX, 77036
休斯頓敦煌廣場側面精英廣場A14

面對新型冠狀病毒疫情面對新型冠狀病毒疫情，，重視但不恐慌重視但不恐慌
王朝旅遊陪大家一起度過王朝旅遊陪大家一起度過

(羅玲 2020年2月8日)昨天是陽光
燦爛日子，臨時決定在家裏主持一個聯
合掃街活動。把本地警官法官候選人集
中在一起，集體行動，協同作戰，分片
包幹，在我的鄰居小區開始拜票，派送
競選傳單。

本次共有三位華人在德州福遍郡民
主黨候選人初選的選票上。他們是總統
候選人楊安澤(Andrew Yang)，第 505
地區法庭法官候選人李中元 (Daniel
Lee), 第 4082 選區主席候選人羅玲
(Ling Luo), 即本人。

本來誌不在此，然而為了發動本選
區選民出來投票，只好在忙碌的助選總
統候選人楊安澤和繁重的博士學業中擠
時間接受郡黨委的重托，匆忙中在大選
前最後一個月時間裏投入選區主席席位

的競選。可謂臨陣受命，不可推托。
All Politics are local! 所有的政治都

是當地的！所有競選最後落到實處就是
每個選區出票率。而4082選區居民很
多是共和黨。急需改觀選區版圖。是時

候腳踏實地，從我身邊的鄰居開始發動
大家做出改變了。

分配好拜票區域，每人帶上本次七

名 候 選 人
的 宣 傳 資
料 ， 我 們
出 發 。 很
幸 運 我 的
區 域 今 天
有 一 半 人
在 家 ， 而
且 在 家 的
都 來 開 門
， 我 主 動
介 紹 自 己
是 她 們 的

鄰居，與大家隔湖相望。我在競選選區
主席，希望她們投票支持。選民們聽到
我的介紹後，警惕的眼神立刻和藹可親
並立刻表態，其他候選人我要了解一下
，但我會投票給你！

然後我順勢告訴他們我還在為楊安
澤總統候選人助選，您聽說過他嗎？有
些說知道，剛看過電視辯論，有的說挺
喜歡他。還有的沒聽說過，對此我馬上
簡潔概要介紹楊安澤。有一位選民被打
動，看上了我們的數學帽子。我立刻從
車尾箱拿出一頂 MATH 帽子和一個
Yard Sign送給她。還順便發展她進去
我創建的本地民主黨組織。幾乎所有在
家的選民都很認真聽完我逐個介紹我手

裏的其他六個候選人。最後還熱情的與
我擁抱道別。這樣的掃街拜票讓我頗感
溫暖，很有成就感。

很意外並很高興在出門前有新隊員
加入。著名導演王學新先生和朋友Lin-
da Han來為法官李中元助選。鑒於這
是他們第一次參與掃街拜票，我立刻邀
請他們加入，我帶著他們一起行動。並
發給他們每人一頂MATH帽子和Yang
Gang T恤。我們三個人就從我家門口
開始一直向湖對面掃去。很快我們就完
成了當天的任務。

最令我感動的是競選第505選區法
官席位候選人李中元的父親，年屆七旬
全力支持已是成功律師的兒子放下業務
競選公職。老人曾經是華埠老一輩華裔
僑領。1972年移民美國，深知華裔一
路走來的艱辛和華裔參政的積極性。我
在第二輪掃街時和老人合作，他開車我
敲門發傳單。一路還能聽他
講過去的故事。為他的這份
拳拳之心感動不已。

這次掃街拜票，是我首
次以候選人的身份參與。果
然效果喜人。看來選民希望
能和候選人交流見到候選人
本人，這種近距離接觸能很
快消除陌生感，短短幾分鐘

，候選人的言談舉止建立信任感獲得好
感的關鍵。建議所有候選人多花時間與
選民接觸，了解群眾所需，這樣才能贏
得大家熱愛。

民主黨初選已經開始，德州早期投
票日從2月18日到2月28日，正式選舉
日是3月3日，希望華人同胞們積極投
票！Your Vote is Your Voice! 選票就是
你的發聲！不要放棄你手中的權利。

請為華裔參政先鋒總統候選人楊安
澤投票！

請為首位華裔法官候選人第505地
區法庭李中元Daniel Lee投票！

如果您住在Richmond 第4082選區
，請為我投票，讓我有機會為您發聲！

歡迎參與義工活動！
(羅玲, 美國亞裔民主黨俱樂部主席

，聯系電話：8325125393)

陽光燦爛的日子陽光燦爛的日子，，我們去掃街我們去掃街！！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美國哈林籃球隊蒞休三場演出美國哈林籃球隊蒞休三場演出

Harlem GlobetrottersHarlem Globetrotters本球季將到本球季將到3030個國家巡演個國家巡演姜山在姜山在20142014年就下定決心要成為哈隊隊的一員年就下定決心要成為哈隊隊的一員
，，如今他花了五年時間才獲得哈林隊青睞如今他花了五年時間才獲得哈林隊青睞，，成成
為哈林隊為哈林隊20202020年全球巡迴演出的正式成員年全球巡迴演出的正式成員

Harlem GlobetrottersHarlem Globetrotters該隊已在全球該隊已在全球124124個國家和個國家和
地區表演過地區表演過，，國際球員的加入讓該隊在全球巡國際球員的加入讓該隊在全球巡
演中更能融入當地演中更能融入當地，，也給球隊帶來多元文化也給球隊帶來多元文化

姜山說身體素質所限我不可能到姜山說身體素質所限我不可能到CBACBA、、NBANBA
打球打球，，但通過花式籃球但通過花式籃球，，也能讓我進入也能讓我進入CBACBA
、、NBANBA賽場賽場

姜山他連獲兩屆中國花式籃球賽事冠軍姜山他連獲兩屆中國花式籃球賽事冠軍

姜山加入該隊姜山加入該隊20202020球季的全球巡演球季的全球巡演享譽世界的哈林花式籃球隊日前迎來近百年歷享譽世界的哈林花式籃球隊日前迎來近百年歷
史上首位中國球員史上首位中國球員，，來自北京的花式籃球好手來自北京的花式籃球好手
姜山成為該隊國際球員之一姜山成為該隊國際球員之一

可親臨會場購買可親臨會場購買(Hofheinz Pavilion(Hofheinz Pavilion
Houston, TXHouston, TX 7720477204

購票可洽購票可洽TICKETS-CENTER.comTICKETS-CENTER.com

二月二月1515日日22PM,PM,77PMPM 兩場及二月兩場及二月1616日日11PMPM一場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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