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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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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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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外

觀佳觀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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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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ke Bloomberg’s Greenwood Initiative.  
A Plan for Economic Justice for Black America.

Drive economic empowerment to create one  
million new Black homeowners and 100,000  
new Black-owned businesses.

Commit $70 Billion to the 100 most disadvantaged  
neighborhoods to offer access to healthcare, 
education, infrastructure improvements and justice.

Paid for by Mike Bloomberg 2020

MIKE WILL GET IT DONE.

Election Day in Texas  
is Tuesday, March 3rd.

Read Mike’s Plan at MikeBloomberg.com.

“This is the most 

lifetimes. To defeat 
division and racism and 
restore hope, we have 
to make Donald Trump 
a one-term president.” 

—Mike Bloomberg

《人間世》是由周全執導的10集醫療新聞紀錄片
。 該片以醫院為拍攝原點，聚焦醫患雙方面臨病痛
、生死考驗時的重大選擇，展現了一個真實的人間世
態。

每次都是實戰，沒有演習！《人間世》第一集名
為《救命》，片子中，血液、管子、手術刀填滿了一
線搶救醫生的工作，還有令人窒息的疲乏、焦慮、恐
懼以及生與死的抉擇。與以往書寫“完美”的宣傳片
不同，這部片子更多談論的是“失敗”。這不是一部
專門討論醫患關系的紀錄片，但卻讓我們從更超越之
處審視醫學、生命、我們自身。

在口碑炸裂的情況下，《人間世2》被推出，再
次引發了人們對“生命”兩個字的深思。無論是婦產
科中，為生子而失去了性命的孕婦；還是在癌癥中絕
處逢生的抗癌患者；或是守護ICU116小時救回小生命
的兒科醫生，這些真實的故事，都讓我們直面醫患關
系，更了解“醫生”兩個字的重量。

iTalkBB中文電視現正熱播《人間世》《人間世2
》！更多精彩熱劇，盡在iTalkBB。中文電視電話二合
一套餐，僅需$4.99/月。60多個中文直播頻道，輕松
收看最新最熱中文內容；海量中文電影電視劇，無限
點播！詳情請咨詢1-877-482-5522！

《《人間世人間世22》：》：揭露中國最真實的揭露中國最真實的
醫患關系醫患關系 直面生命的意義直面生命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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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的腳步漸漸遠去了，春姑娘穿
一襲嫩綠色的長裙，攜一陣甜美的花香
悄悄而來，想一睹她的芳容嗎？快到春
藤課後學校春令營來！一起感受“陽春
布德澤，萬物生光輝”。

我們將於3月9日到3月 13日推出
“擁抱春天，關愛自然”的主題春令營
。我們的科學、中文、英文閱讀寫作、
數學、手工繪畫等精品課程都將圍繞主
題展開，通過學習，孩子們將親自動手
繪制生態地圖

歡迎大家咨詢報名！
請點擊鏈接登記
開營時間
3 月 9 日至 3 月 13 日 7:30AM - 7:

00PM
熱線電話
281-848-8288 346-702-0323
學校地址
2553 Cordes Dr., Sugar Land, TX

77479
春天是紫嫣紅的季節

春藤春令營的課程也異彩紛呈
（學費含以下所有課程）

周1
Altitude Trampo-

line
Cicis Pizza 午餐
智慧機器人：休

大計算機系畢業生授
課

愛玩遊戲不如自
己設計遊戲，通過編
程設計，全面鍛煉孩
子的創意、美術、音
樂和邏輯思維能力。

我愛中文:
開心小菜園《爸

爸的菜園》
周2
瘋狂科學：
植物培養：擁有

自己命名的植物，在
植物生長過程中感受

生命的奇妙，從而懂得珍惜美好、尊重
生命。

科學實驗：“從小的科學迷，長大
的科學家”，動手又動腦，通過實踐學
習科學原理，充分滿足孩子好奇心。

創意手工：
春天是花團錦簇的季節，孩子們將

用靈巧的雙手制作出多姿多彩的藝術花
卉、精巧別致的風箏風車，為春天增添
繽紛的色彩。

周3
Bayou Wildlife Zoo：
野生動物園冒險遊，孩子們將坐著

電車，在向導的帶領下近距離觀察、餵
養近60種來自世界各地的動物，來一次
非洲旅行式的大冒險。

英文閱讀
激發閱讀興趣、提高閱讀技巧、豐

富英文詞匯、積累語法知識、培養獨立
思考、增強文本分析能力。

趣味數學
從“趣”入手，玩中悟真諦，激發

孩子們對數學的熱愛。從“必須要學”
轉變為“自願去學。

周4
歷史傳奇：休大歷史系學生授課
一張發黃的報紙，一本殘破的古書

，一瓶陳年的可樂....，UH歷史系大學
生把這些他悉心珍藏，平時只有在博物
館才能見到的物品展示在小朋友面前，
講述背後的精彩故事，細數每件寶貝的
前世今生，破解它們的歷史密碼，讓歷
史照進現實。

小小運動會：
小小運動會，每天不重樣。用簡單

的器械設計出五
花八門、妙趣橫
生 的 比 賽 項 目
（搶椅子、踩報
紙、夾球跑...）
孩子們通過比賽
培養團隊合作精
神，增強競爭意
識，讓他們大腦
更靈活，身手更
敏捷，身體更健
康。

周5
春天是踏青

旅遊的季節
Brazos

Bend state park
春遊，野餐

，放風箏
鱷魚湖州立

公園自然探秘深
度遊，我們看花
草樹木的鮮艷奪
目，聽鳥獸蟲魚的低吟淺唱，聞春回大
地的芬芳清香，演節目、放風箏、聽科
普講座、嬉戲野炊，以一顆純真而好奇
的心去探索大自然，從小培養孩子們關
愛自然，尊重生命，保護環境的自我意
識，做個小小的 “地球守衛者”。

春藤春令營費用：
免費營養午餐和上下午點心。
春藤課後班學生：200/周
春藤周日學生：215/周
非春藤學生：230/ 周
單日：一律50/天

field trip： 20/ 次
（要求穿校服 10/件）
一年之計在於春。在這風和日麗、

萬物復蘇的季節，期待與您和孩子們在
春藤相聚！

免費營養午餐和點心
我們將為孩子們送上精心準備的

“營養午餐”（包括牛奶、果汁以及時
令水果），以及每日上、下午兩頓營養
組合點心。每天午餐不同品種，葷素搭
配，均衡營養，色香俱全。

快樂學快樂學 盡情玩盡情玩 勤實踐勤實踐--春藤教育學春藤教育學
院春令營火熱招生院春令營火熱招生！！

（（休士頓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 ））
繼繼22月月2222日在東海酒家與休市日在東海酒家與休市
各大華人社團領袖會晤後各大華人社團領袖會晤後，，宣宣
布代表共和黨出馬競選第九區布代表共和黨出馬競選第九區
國會議員的國會議員的 Jon MenefeeJon Menefee 昨昨（（22
月月2929日日））在華裔太太麗平的陪在華裔太太麗平的陪
同下同下，，在在 「「竹苑餐廳竹苑餐廳」」大包間大包間
會晤華人社團領袖及華文媒體會晤華人社團領袖及華文媒體
。。暢談他這次出馬競選第九區暢談他這次出馬競選第九區
國會議員的決心和志向國會議員的決心和志向。。

共和党共和党，，競選第競選第 99 區國会區國会
議員議員 JonJon 是一位老將和企業主是一位老將和企業主
，，他希望每個德克薩斯人都能他希望每個德克薩斯人都能
實現美國夢實現美國夢。。原來服务于美國原來服务于美國
海軍陸戰隊海軍陸戰隊(US Marine)(US Marine)太太是太太是
河南洛陽人河南洛陽人，，已結婚已結婚1515年年，，太太
太現服役于美國軍隊太現服役于美國軍隊，，常住意常住意
大利美軍基地大利美軍基地。。 他是一位久經他是一位久經
考驗的公僕領袖考驗的公僕領袖，，具有清晰的具有清晰的
願景願景，，並希望幫助德克薩斯州並希望幫助德克薩斯州
第九國會區的同胞爭取自己的第九國會區的同胞爭取自己的
權利權利，，無論其種族無論其種族，，性別或政性別或政
黨如何黨如何。。他主張促進他主張促進 99 區經濟區經濟

發展發展，，嚴抓治安嚴抓治安，，打擊犯罪打擊犯罪。。
他 競 選 位 置 是 現 任 議 員他 競 選 位 置 是 現 任 議 員 AlAl
GreenGreen。。

出生於自出生於自18301830年代以來深年代以來深
根於德克薩斯州的一個家庭根於德克薩斯州的一個家庭，，
在美國夢的包圍下長大在美國夢的包圍下長大。。 從從1111
歲時擔任報童工作到建立自己歲時擔任報童工作到建立自己
的公司的公司，，JonJon的努力和毅力故事的努力和毅力故事
使他真正意識到了自由企業在使他真正意識到了自由企業在
美國社會中的作用美國社會中的作用。。

JonJon 於於 19811981 年加入美國海年加入美國海
軍陸戰隊軍陸戰隊，，當時美國仍因越南當時美國仍因越南
戰爭而感到痛苦戰爭而感到痛苦，，他在新兵訓他在新兵訓
練營表現出色練營表現出色，，並繼續作為第並繼續作為第
1111 海軍陸戰隊第海軍陸戰隊第 11 營營 88 英寸榴英寸榴
彈砲砲兵第彈砲砲兵第44營的營的88英寸野戰砲英寸野戰砲
兵兵 。。 他 在 加 利 福 尼 亞 的他 在 加 利 福 尼 亞 的 2929
PalmsPalms度過了近度過了近33年的時間年的時間。。

19841984年回到德克薩斯州年回到德克薩斯州，，
他就讀於他就讀於AlvinAlvin社區學院社區學院，，在兼在兼
職工作和上學之後職工作和上學之後，，他完成了他完成了
數學副學士學位數學副學士學位。。 他進入休斯他進入休斯
頓大學頓大學，，在當地一家化工廠實在當地一家化工廠實

習期間習期間，，他第一次接觸計算機他第一次接觸計算機
，，並意識到他想精通計算機並並意識到他想精通計算機並
幫助其他人解決幫助其他人解決PCPC問題問題。。

20012001 年年，，JonJon 在殼牌石油在殼牌石油
公司公司（（Shell OilShell Oil））從事信用卡網從事信用卡網
絡工程師全職工作時開始了自絡工程師全職工作時開始了自
己的業務己的業務。。 88 年後年後，，他離開殼他離開殼
牌牌 ，， 在 他 的 公 司在 他 的 公 司 TheThe
High-Speed SolutionHigh-Speed Solution 中全職工中全職工
作作。。 20112011 年年，，喬恩喬恩（（JonJon））的的
妻 子 利 平妻 子 利 平 •• 梅 尼 菲梅 尼 菲 （（LipingLiping
MenefeeMenefee））入伍入伍，，在完成犯罪學在完成犯罪學
學士學位後成為刑事調查員學士學位後成為刑事調查員。。
她仍在服役她仍在服役，，並在意大利並在意大利 ViVi--
cenzacenza服務服務。。

JonJon 活躍於當地的共和黨活躍於當地的共和黨
。。 他是幾個保守派俱樂部的成他是幾個保守派俱樂部的成
員員，，西南帕喬德姆俱樂部的創西南帕喬德姆俱樂部的創
始成員始成員，，也是共和黨軍事夥伴也是共和黨軍事夥伴
關係委員會的董事會成員關係委員會的董事會成員。。
JonJon喜歡工程技術喜歡工程技術，，為當地慈善為當地慈善
機構工作並自願參加機構工作並自願參加。。

Jon Menefee 昨會晤華人社團領袖及華文媒體
宣佈他競選第九區國會議員政見，希華人支持

世界歷史見證了上帝的國世界歷史見證了上帝的國 尋找它的人將得到祝福尋找它的人將得到祝福
（休斯頓/梅路村報導）耶穌在以

色列土地上佈道時許下了許多應許，
但其中有一個與我們的日常生活直接
相關。耶穌說：不要憂慮說：吃什麼
？喝什麼？穿什麼？這都是外邦人所
求的，你們需用的這一切東西，你們
的天父是知道的。你們要先求他的國
和他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 (
馬太福音6: 31-33) 。

在西方世界，最早的古文化明和
帝國，起源於非洲的埃及和中東地區
的亞述帝國。亞述帝國位於底格里斯
河流域，亞述帝國的核心區域位於今
天伊拉克境內，亞述帝國的首都是尼
尼微城。亞述帝國對在戰爭中不肯投
降的戰敗國極其殘酷，對他國實行殺
光、燒光和搶光的殘暴政策。根據聖

經的記載，亞述帝國的崩潰源於一場
著名的戰鬥：20 萬亞述士兵在耶路撒
冷與2000名以色列士兵作戰。 在公元
前722年亞述王西拿基立毀滅以色列之
後，不久之後，西拿基立非常驕傲和
傲慢，他想毀滅猶大，就像毀滅以色
列那樣。 猶大王希西家求上帝幫助猶
大逃脫亞述王毀滅性的攻擊。亞摩斯
的兒子先知以賽亞就打發人去見希西
家，說：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如此說
，你既然求我攻擊亞述王西拿基立，
因西拿基立向我發烈怒，又因西拿基
立狂傲的話達到我耳中，我就要用鉤
子鉤上西拿基立的鼻子，把嚼環放在
西拿基立口裡，使西拿基立從原路轉
回去。所以耶和華論亞述王如此說：
他必不得來到這城，也不在這裡射箭

，不得拿盾牌到城前，也不築壘攻城
。他從哪條路來，必從那條路回去，
必不得來到這城。這是耶和華說的。
因我為自己的緣故，又為我僕人大衛
的緣故，必保護拯救這城。耶和華的
使者出去，在亞述營中殺了十八萬五
千人。亞述王西拿基立就拔營回去，
住在尼尼微。一日在他的神─尼斯洛
廟裡叩拜，他兒子亞得米勒和沙利色
用刀殺了他，他兒子以撒哈頓接續他
作王。(以賽亞書第 37 章) 最終尼尼微
城被米提亞和迦勒底的聯軍攻破，最
後一代亞述王自焚而死。尼尼微城在
被洗劫一空後，又被付之一炬，從此
一代名城與亞述軍事帝國一起從世界
上消失了。(未完待下週二續！）

圖為出馬競選第九區國會議員的候選人圖為出馬競選第九區國會議員的候選人Jon Menefee(Jon Menefee(左左））及其華裔夫人麗平及其華裔夫人麗平（（右右），），合影合影
於昨天記者會上於昨天記者會上。（。（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梅路村教授上周在松年學院主講此講座的現場圖為梅路村教授上周在松年學院主講此講座的現場。（。（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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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梅子）iTalkBB好戲連
臺！由肖央編劇、導演並主演的現代都
市神仙喜劇電影《天氣預爆》曝光“我
是神仙”版預告及海報。預告中，馬樂
（肖央飾）作為遠近聞名的心理幹預大
師，遭遇一幫自稱雷神仙翁的病患，一
邊賺的盆滿鍋滿，一邊也遇到了不少的

煩心事，人和“神仙”都快急了眼。天
馬行空的故事設定引發不少人的好奇。
預告中杜鵑、常遠、小沈陽、嶽雲鵬、
王小利、衣雲鶴的另類出場也“驚嚇”
到大家，反差的人物形象吊足了觀眾的
胃口。電影《天氣預爆》將於 iTalkBB
上映，不可錯過收看！

iTalkBBiTalkBB好戲連臺好戲連臺！！

本報記者黃梅子報導本報記者黃梅子報導

副刊

猪嘴蘑是长白山的一种特产蘑菇，

虽然味道鲜美，但食用前须反复清洗，

不然会致人中毒。当地人对猪嘴蘑的处

理非常熟练，但仍有人接连中招，这是

怎么回事呢？

大哥比我大十二岁，在我还用衣袖

擦鼻涕的时候，就被大哥使唤着当了个

信使，给他和邻居家的琴姐跑腿传书送

信了。

有天，我在琴姐写给大哥的信上得

知，琴姐的父母嫌我家穷，不同意她和

我大哥搞对象，托熟人给琴姐介绍了一

个吃公家饭的，说过两天就来相亲。琴

姐还说自己这辈子跟定大哥了，决不变

心！但父母逼得紧，她只好先答应下来

。如果那个人看不中她就算了，若被相

中，就算去趴火车道，也决不嫁！琴姐

还问大哥到时候愿不愿意和她一起死，

大哥回信说，不管生死，都和琴姐在一

起。

我一看，这是要出人命呀！我把大

哥的信交给琴姐后，瞅着琴姐弯弯的眉

毛、大大的眼睛说：“琴姐，你真好看

，那个男人肯定会相中你的！但我不想

你和大哥死！”说完，我就抹起了眼泪

。

琴姐见我哭了，也跟着掉起眼泪，

哭着哭着突然问我：“三，你说我把脸

弄丑了，你大哥还能喜欢我不？”说着

她张开手里正剪布头的剪子，在脸上比

画起来。

我吓坏了，忽然急中生智，竟想起

八岁时，我因为嘴馋，吃了没用盐水搓

洗的猪嘴蘑，脸上被“拱”出“小蘑菇

”，又丑又痒。我赶紧把这个鬼点子告

诉了琴姐，她听了高兴地说：“难怪你

大哥老夸你聪明，说你人小鬼大，还真

是嘞！这办法中用。”

猪嘴蘑是生长在柞木上的一种菌类

，黑色，圆乎乎胖嘟嘟的样子，像极了

黑猪的嘴。这东西做熟菜不好吃，生吃

味道却特别鲜美，只是食用前得用咸盐

搓洗十几遍消毒，如若不然，食用者的

脸上很快就会生出密密麻麻的痘痘，当

地人会说这是被猪嘴蘑“拱”着了。

我八岁时吃过一回就上了瘾，隔天

在树林里看到一块柞木上长满了猪嘴蘑

，就采了一些用衣服兜着，跑到小河边

洗洗就吃了。第二天早上，我的脸先是

如针刺般的疼痛，接着就火烧火燎地发

起烧来，很快，又冒出了红疙瘩，被阳

光一照，我难受得生不如死，心焦得直

想往凉水里跳。

琴姐照我的办法，在树林里采了些

猪嘴蘑吃了。第二天，那个来相亲的男

人一看琴姐满脸都是红疙瘩，厌恶得都

没看她第二眼，便摔门而去。

琴姐的父母一看，琴姐竟然不顾受

苦遭罪地跟他们作对，这是铁了心要跟

我大哥呀！他们狠狠地骂了琴姐一顿，

便不再干涉她的婚事。就这样，琴姐二

十二岁那年嫁到了我们家。其他兄弟姐

妹都改口叫她大嫂，唯独我依旧叫她琴

姐。

时间转眼过去了十多年，这年夏天

，我大学毕业后，坐火车回家等待分配

通知。就在我坐的绿皮火车快要驶进火

车站时，突然汽笛长鸣，接着一个紧急

刹车停了下来。我在第一节车厢坐着，

火车停下后，就跟着大伙儿一起把头伸

出窗外看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时，就见火车司机跳下车头，指

着一个跑向稻田的女子骂道：“你是活

够了吗？跑啥？”

听火车司机的意思，肯定是这女子

想卧轨自杀，幸亏火车司机把火车停下

了。我仔细一看那女子，顿时大惊失色

：这不是我的大嫂琴姐吗！

火车到站后，我跳下火车就往回跑

，在火车道旁找到了琴姐。她见到我后

，眼泪瞬间涌出眼窝，在我的追问下，

才把要自杀的原因告诉了我。

原来，大哥这些年种人参发了大财

，起了外心，竟然迷上了一个比他小十

多岁的外来妹，天天嚷着要和琴姐离婚

，琴姐一气之下就跑到火车道上寻死。

幸亏火车司机发现得早，再加上火车快

要进站了，放慢了速度，很快停了下来

，她才没死成。我好说歹说，才把琴姐

劝回了家。

到家后，大哥见我回来了，十分高

兴，要带我们下馆子庆祝一下。我拦住

大哥，说：“哥，在家里吃吧，我想吃

琴姐烧的菜，对了，我还想吃猪嘴蘑！

我这就去采！”采好猪嘴蘑，我交给琴

姐，让她做成凉拌菜。晚饭时，我和大

哥都吃了不少。

第二天早上，我和大哥都被“拱”

到了，不光脸上、脖子上冒出了“小蘑

菇”，连嘴唇都被“拱”肿了！到了十

点钟，温度升高后，我和大哥都难受得

受不了，便跑到一处有树荫的河里，堵

了个水泡子，然后双双泡进水里，才算

缓解了一些难受的滋味儿。

中午时分，琴姐给我和大哥送饭，

大哥见了她就火冒三丈，骂琴姐故意害

他。琴姐呆呆地看了我们哥俩一会儿，

突然“哇”的一声哭了，捂着脸转身跑

回了家。

过了一个晚上，当我再见到琴姐时

，顿时惊呆了：只见她满脸红疙瘩、嘴

唇外翻，显然也被猪嘴蘑“拱”到啦！

我问她怎么回事，她说：“看到你俩那

么遭罪，我觉得只有我这样，心里才能

好受点！”

可大哥却嗤之以鼻地说：“你这就

是猫哭耗子假慈悲！猪嘴蘑有毒，你不

知道吗？为啥不用食盐好好消毒？我看

你就是没安好心！”

我一下子被大哥的话激怒了，上前

一把将他推开，说：“琴姐当年为了嫁

给你，吃猪嘴蘑差点被‘拱’死！她现

在又因为你，心甘情愿陪我们一起受罪

，这样的女人就算打着灯笼也不好找！

你不是不想要她了吗？我要！从现在开

始，我愿意做她的男朋友！”

大哥惊得目瞪口呆，好半晌，指着

我的鼻子问我：“老三，你说的可是真

的？”我毫不含糊地说：“是真的咋啦

？你能找比你小十多岁的外来妹，我为

啥不能找比我大十岁的琴姐？实话跟你

说了吧，我打小就喜欢琴姐！她美丽善

良，一直都是我心中的女神！只要你前

脚和她离了婚，我后脚就和她登记！”

说到这儿，我已经完全进入了角色，一

把拉过琴姐的手说：“走，我们一起去

河里泡冷水去！”

显然，琴姐也被我的举动搞蒙了，

一时间竟像个雕像杵在那儿不知所措。

大哥沉不住气了，冲过来一把打开我的

手，骂道：“老三，你个王八蛋！我从

今往后再没你这个弟弟！”说完，他拉

起琴姐的手，向河边走去。

就这样，大哥终于悬崖勒马，彻底

收了心。跟琴姐和好如初后，大哥还不

许我和琴姐单独说话。直到多年后的一

次家宴上，已经年过花甲的大哥突然十

分感慨地说：“我今天能有个和睦美满

的家庭，尽享天伦之乐，还多亏了老三

！要不是他当初要和我抢老婆，恐怕我

会继续鬼迷心窍，众叛亲离啊……”

听了大哥的话，我也敞开了心扉，

说：“其实，那次咱俩被猪嘴蘑‘拱’

到，是我做的手脚，只是想让你也尝尝

当初琴姐为你吃的苦。后来见你数落琴

姐，我便灵机一动，谎称自己暗恋琴姐

……”

话音未落，只见琴姐端来一盘菜，

笑盈盈地说：“好了，好了，有什么话

，吃了这盘猪嘴蘑再说！”

苦肉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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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休斯頓報導) 馳名於亞洲、美
洲、澳洲的 「尋魚私烤」，被稱為烤魚
界的領航者，秘密武器是使用特製的大

型電烤魚爐，烹調出來的烤魚外脆內嫩
，鮮美無比，讓人回味無窮，無怪乎能
在短短幾年內大受歡迎，不但在中國有
二百多家加盟店，在紐約、費城、新澤
西的店都是大排長龍。更好的是，在休
斯頓中國城也有一家，這可是美南地區
唯一的一家喔，喜歡吃魚的食客們有福
了!

特色菜烤魚7.8折大優惠
為了答謝顧客的喜愛，休斯頓 「尋

魚私烤」特別推出大優惠，烤魚 7.8 折
，讓更多食客品嘗特製烤魚的鮮美之味
。其獨特的烤魚模式，同時具備：魚肉
鮮、味道美、外觀佳、出菜快、無油煙
等特點，被食客讚譽為 『來自星星的美
食』!優惠期到3/8為止，民眾們可要把
握良機。

「尋魚私烤」的大廚陳先生表示，
餐廳的特色菜是烤魚，可以搭配顧客選

擇不同口味的醬汁和配菜，口味變化很
多。店裡採用特製的電烤爐，能夠很好
的鎖住魚肉的水分，讓肉質保持鮮嫩多
汁，所烤出來的魚肉品質一流、細嫩爽
口，感覺完全不同於一般油炸的魚，是
通過食客們的層層考驗的。

「尋魚私烤」這種大型電烤爐，可
謂開創了烤魚時代的里程碑，運用鑄鐵
、竹碳等揮發出來的微量元素，讓烤魚
中含有大量的鐵、鈣、鋅、鎂等微量元
素，對人體進行食療。

同時，烤魚採用二十多味中藥草調
味，完美融合味道與養生，能讓人胃口
大開。為了能夠確保地道的美味，堅持
與調味料原產地對接，採用最優質的天
然調味料。自然釆摘的綠色食材，經過
傳統的手法處理泡制，沒有任何化學成
分及添加劑，純粹是古法醃製所醃出來
的好味道。

除了常見的麻辣、香辣、黑椒、蒜
香口味之外，還有番茄、泡椒、剁椒、
豆豉、雙椒、酸辣、酸菜、黃金醬等這

麼多種口味，來真讓人目不暇給。老闆
表示，店裡面客人點的最多的是麻辣與
香辣兩種口味，如果不吃辣的人，可以
點豆豉風味，也相當好吃。

麻辣香鍋風味十足
食客們也可以自己選擇不同的配菜

，用喜歡的食材做出麻辣香鍋，不同食
材做出的口味就不一樣，變化相當豐富
。配菜包括牛百葉、肥牛、蟹肉棒、豬
血，午餐肉、親親腸、魷魚、牛肚、海
帶結、魚豆腐、蝦、萵筍頭、蓮藕、素
雞、針菇、花菜、魔芋絲、腐竹、土豆
片、王子菇、黑木耳、黃豆芽、黃瓜、
芹菜等多種。還可以加主食，像是寬粉
、年糕、紅薯粉。

五種口味小龍蝦新推出
另外， 「尋魚私烤」近日有小龍蝦

新品上市，一共有五種口味的，包括麻

辣味、香辣味、卡真味(Cajun)、蒜香味
、酸辣味等，這麼多種口味的小龍蝦，
是其他地方所吃不到的。

多種 「江湖菜」
「尋魚私烤」店裡也有不少的川菜

，別號 「江湖菜」，手藝到家，絕對過
癮，喜愛川味的朋友一定要來嚐嚐。

「尋魚私烤」營業時間: 週日至週
三11am-10pm。週四休息。週五、週六
11am-11pm。電話: 281-720-8888

烤魚優惠期至 3/8 為止。地址在:
9889 Bellaire Blvd., D224, Houston, TX
77036(位於中國城敦煌廣場內，功夫茶
旁邊)

人間美味人間美味!! 「「尋魚私烤尋魚私烤」」 烤魚界的領航者烤魚界的領航者
小龍蝦新品上市小龍蝦新品上市 ++ 烤魚優惠烤魚優惠 快來嚐鮮快來嚐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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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ting 醫療診所
毛誌江醫生 MD PHD. 40 多年臨床經驗

主治 

家庭全科/專治打呼嚕/睡眠健康/心血管健康/精力不濟
亞健康/移民體檢/常規體檢/遠程診斷/遠程視頻會診

Tel:346-777-6688 
地址： 6918 Corporate Dr, A-13,Houston, TX 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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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Y家庭全科及急症

高 血 壓

糖 尿 病

高 血 脂

常見皮膚病

皮膚活檢

婦 科 病

兒 科 病

老年癡呆

骨質疏鬆

憂 鬱 症

感 冒

咽喉痛

鼻竇炎

腹 瀉

尿 路 炎

關節注射

動物抓咬傷

清創縫合

角膜異物清除

地址:6609 W Sam Houston PKWY S STE 98 Houston, TX 77072 (位於8號公路及百利大道東北角及Shell加油站旁廣場)

Tel:(832)433-7159

本診所自2014年起
週一、二、三、五、六： 8:30am - 5pm
週四、週日 公休 

顧瑛 醫學博士
美國家庭醫學會資格認可醫師
美國老年醫學會資歷任可醫師

主 治 急 症
體檢特價  體檢+化驗:$125
①+女科婦科、宮頸膜片+$45
②+男性前列腺表面抗原+$20

移 民 體 檢

D03FA_JY顧瑛567B_8

美南新聞網站

美國醫師助理認證委
員會執照認可
精通國,台,英語

服務項目：
◎皮膚病治療   ◎關節痛治療
◎身體年檢      ◎各種極慢性病治療
◎癌症防治
◎推出減價移民體檢
◎到家診治行動不便患者

接受：
medicare, medicaid, 
molina, ambetter,  
community health choice 
等大多數醫療保險。

吳沛桓
醫生助理

西南紀念家庭全科 皮膚
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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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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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thern News Group我們的新網站 www.sc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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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美國總統選舉的民主黨黨
內初選進入白熱化階段，
黨內極左的聯邦參議員桑

德斯聲勢持續攀升，在初選的民調中領先。至於另一參選人、紐
約前市長彭博，則在佛羅里達州輕微領前。彭博正考慮延攬前美
國第一夫人、前國務卿、前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希拉莉，當競選拍
檔，迎戰尋求連任的總統特朗普。

據說該競選陣營內部進行的民調顯示，若是彭博搭配希拉莉
的組合成功，將會是對抗特朗普的最強大力量，對特朗普連任產
生有效實質的威脅。

回憶希拉莉在上屆大選中，雖然奪得的普選票數贏下特朗普
，但最終失落總統寶座。她上周接受名嘴Ellen DeGeneres節目受
訪時，稱她此刻 「可能」尚未接受以民主黨副總統身份競逐，但
也完全不能排除這個可能性。《紐約郵報》報道，彭博早於去年
12月，曾與希拉莉及其女兒切爾西一起晚餐，當天是出席紐約
名媛、時裝設計師德拉倫塔（Oscar de la Renta）遺孀Annette de
la Renta的生日晚宴。其實是彭博進行試探，他跟希拉莉有無合
作的可能性。 而彭博傳訊主管也未有否認有關傳聞，僅稱目前
會集中應付黨內初選及辯論。

自有關傳聞流出後，彭博在Twitter表示，若身邊沒有能幹
的女性，就不會有今天的成就，並稱： 「我依賴她們的領導、建
議及貢獻。」 另有彭博競選團隊內部人士表示，彭博與希拉莉
向來友好，兩人交情可追溯至20年前，當時彭博出任紐約市市
長，而希拉莉則是紐約州參議員。

然而，《紐約郵報》引述民主黨策略師班農(Brad Bannon)認
為，彭博和希拉莉搭檔對彭博而言屬負面消息，因為若彭博贏得

黨內初選，將令黨內進步派不滿，包括另
一參選人桑德斯的支持者。這是因為希拉
莉在 2016 年民主黨內初選中擊敗桑德斯
，令到桑德斯的支持者，非常討厭她，指

她以卑劣的手段，贏得出線資格，並不光彩。
希拉莉在訪問中說： 「他（桑德斯）在國會許多年。無人喜

歡他。無人願意和他合作。他一事無成。他是一個職業政客。」
在四年前的民主黨初選中，希拉莉成功淘汰桑德斯，獲提名

出選總統，但最終被特朗普擊敗。當時，希拉莉批評桑德斯和他
的支持者，在全國大選中沒有給她足夠的支持。

今年的初選投票己於二月三日在艾奧瓦州揭開序幕。民意調
查結果顯示，桑德斯的支持率落後於前任副總統拜登，但領先麻
省女參議員沃倫。民主黨陣營近期內鬨，桑德斯和沃倫關係轉差
，互相對罵。

希拉莉另外接受刊物《荷里活報道》訪問，為那套紀錄片宣
傳時，拒絕表態如果桑德斯在今次初選中勝出，會否支持他出選
總統。她謂： 「我仍未去到那一步。我們現時仍然在初選階段。
」

希拉莉的全新紀錄片即將播映。這套紀錄片叫《希拉莉》，
共分四部分，講述她的一生、她在芝加哥長大到入讀耶魯大學法
律學院的日子、擔任第一夫人、參議員、國務卿以至2016年角
逐總統落敗的經歷。第一集己定於3月6日在 Hulu 頻道播放。
節目中也會提及希拉莉致力參與婦女平等的工作。

在製作過程中，希拉莉總共接受了72小時訪問。她無所不
談，包括她在上次大選中被特朗普擊敗、以及丈夫（前總統）克
林頓作出對她不忠的行為。72歲的希拉莉說： 「有許多謙卑的
時刻。其中一個是，我覺得，我經常被誤解，而我要為此負上很
大責任。我通常只是置之不理，不去想。」節目製作完成後，她
有機會先睹為快，同樣感到謙卑。她表示，很多時候，她希望自

己有更好的方法去表達自己的想法。這套紀錄片定於2月底在猶
他州舉行的聖丹斯電影節上首映，下月也會在柏林電影節放映。

美國選民究竟會不會看到2016年特朗普與希拉莉大戰的局
面重演呢？那就要看彭博牙力夠不夠打動希拉莉。希拉莉一直對
2016年敗給特朗普心有不甘，一心想要復仇，這已是公開的秘
密，幾乎絕對會把握任何重返白宮的機會，即使是淪為備胎。78
歲的彭博掌握巨大財力，布局也穩紮穩打；72歲的喜萊莉則一
直未能忘情政治，對應邀出戰表現得欲拒還羞，一方面宣稱不可
能有人請她搭檔參選，同時卻又表示 「我從不說絕不，因為我堅
信為國服務」。為了提高戰勝特朗普的勝算；彭博甚至不惜把住
所從紐約搬到科羅拉多或佛羅里達州，以免正副人選都出自紐約
。

彭博競選組織人員也透露，他們的內部民調顯示，這種 「強
強搭檔」將無堅不摧。

昆尼別克大學的民調顯示，彭博的全國支持度已從1月底的
8%提高到15%，雖仍落後桑德斯的25%，但與白登和伊麗莎白‧
華倫不相上下，甚至略高於布塔朱吉。

在佛羅里達這個關鍵州，彭博更以超過27%的支持度領先其
他黨內對手；白登則因在愛阿華州和新罕布夏州表現不佳，支持
度從41%驟跌到26%以下。

很多民主黨人也會支持彭博與喜萊莉聯手參選，認為這是擊
敗特朗普的最佳搭檔，而特朗普與希拉莉再度交手，勢必引爆選
情，因為兩人都是引發選民強烈愛憎的極具爭議性人物。

雖然希拉莉和她的陣營一再暗示她並未放棄問鼎雄心，可是
民主黨內並未出現徵召喜萊莉的行動；如果彭博遞給她擺脫無聊
和恥辱的機會，可能讓她無法拒絕，讓這個 「超強搭檔」成真的
機會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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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博聯盟希拉莉 撼特朗普總統寶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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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1萬」 終 到來

香港700 多萬人，終於可以做到
「全民1萬」，真的是：千呼萬喚始

終來！
面對今年新冠肺炎及去年的社會

事件的夾擊，香港經濟受到嚴重創傷
，民間及跨派別政黨均要求政府向全
民派錢，過去多屆政府一向以 「派錢
」不符合理財原則，而拒絕派現金。
然而，財政司長陳茂波日昨終於公布
新一份財政預算案，為全港市民帶來
「喜訊」，決定動用710 億元，向每

名18 歲以上的成年港人，發放1萬元
現金，以鼓勵大眾消費及紓緩市民經
濟壓力。不過政府形容今次是 「特殊
情況特殊措施」，冀在暑假期間開始
發放。除全民派錢外 亦多方 「派糖」
，包括寬免薪俸稅及利得稅、住宅差
餉減免、公屋免租一個月、綜援及生
果金出雙糧等，並動用183 億元撐企
業。

在財爺推出 1,200 億逆周期措施
下，政府下年度財政赤字，預計將達
破紀錄的 1,391 億元。 在明年 3 月 31
日或之前年滿 18 歲的香港永久居民
將可獲發1萬元，待預算案在立法會
通過撥款後，政府會盡快公布計劃細
節。陳茂波指，料預算案於5月底獲
立法會通過，約 「暑假頭、7 月初時
間」開始接受申請，目標暑假期間可
陸續向市民發放，希望屆時疫情已過
，商界推出各項推廣時， 「大家一齊
出 來消費撐經濟」。他表示，政府於
等候立法會審批期間，會與各方包括
銀行落實細節，例如對接系統等等，
強調目標盡快送到市民手，手續盡量
簡單快捷。

今次派錢預計約 700 萬人受惠，
連同行政費開支涉約710 億元。財經
事務及庫務局常任秘書長劉焱表示，
行政開支撥備約10億元，約為派錢總
數額的1.5%。政府消息指，初步構思
透過銀行戶口過數1萬元，若市民沒
有戶口會透過支票發放；合資格市民
仍須申請，計劃除透過實體表格外，
也提供網上申請，申請資料包括姓名
及身份證號碼，並表明領取方式，當
局也積極研究透過網上銀行發放。由
於派錢規模大，涉大量申請，消息指
政府會研究分批發放，長者優先等。

陳茂波近月多番表示，
若全民派錢會導致巨額
財赤而有所保留，昨被
問到為何短時間內改變
立場，他解釋目前正經

歷 「真係非常之例外、非常之特別的
情況」，由去年年中起經濟 「一路唔
好」，而現時疫情爆發更為嚴峻，認
為在經濟下行而財政儲備充裕的時候
可加大力度刺激經濟，與市民共渡時
艱，同時要保住就業， 「力度要相當
大」，所以把金額定在一萬元水平。

被追問派錢為政府挽救民望甚或
為選特首 「鋪路」，陳則強調措施只
有一個考量，就是振興經濟，並指政
府因考慮到現階段 「大家都困難」，
在派錢的同時暫不縮減其他一次性寬
免、紓困措施，但提到預算案中有提
示，若未來政府財政萬一 「無咁好，
咁就真係唔好意思，可能要逐步減」
。

新移民聽眾指，新移民身分證沒
有 「永久」兩個字就未能享有1萬元
，認為是歧視新移民。陳茂波表示，
政府在不同政策都有照顧新移民，不
存在歧視問題，會邀請關愛基金考慮
有關建議。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為此特發表聲
明，表示支持財爺派錢措施，認為合
理和有效，直接給市民 「加油」，協
同社會攜手共濟，刺激消費為經濟注
入動力。政務司長張建宗也表示，派
錢是回應社會各界訴求，帶動消費同

時協助市民度過當前難關。零售管理
協會主席謝邱安儀歡迎政府派錢紓困
，認為有助刺激消費，但難料成效，
因為現金非消費券，市民會自行決定
是否用於本地消費。

建制派形容預算案正面，民建聯
主席李慧琼指派錢應 「盡快派」和
「簡單派」，黨友陳克勤稱相信跨黨

派議員都支持，但憂如遇拉布可能延
至7月才通過，冀抽出 「派錢」項目
單獨處理，讓市民盡快取得1萬元。

今次財爺放水，是基於香港民怨
沸騰、百業蕭條下，陳茂波一如所料
宣布一系列減稅減差餉措施外，終於
回應民主派為主的政黨訴求，向18歲
以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派錢1萬元。
民建聯、工聯會、經民聯、自由黨、
新民黨等一眾建制派立法會議員，日
前均支持向市民派發1萬元。

陳茂波指，香港經濟今年面對極
大的內外挑戰，武漢肺炎疫情短期內
對香港經濟影響可能比 2003 年薩斯
（SARS）時更甚，預測今年香港經
濟的實質增長介乎-1.5～0.5% 。經詳
細考慮後，港府決定向18歲或以上的
香港永久性居民發放1萬元，一方面
鼓勵及帶動本地消費，另一方面紓緩
市民的經濟壓力，預計措施可惠及約
700萬人，涉及約710億元開支。政府
會在立法會通過撥款後，盡快公佈計
劃細節。他又稱，全民發放1萬元是
希望錢盡快到市民手，刺激消費振興
經濟，目標是暑假期間，即9月立法

會選舉前市民有錢落袋。
政府豪派近 1,200 億元之後，預

料下年度將創出高達 1,390 億元的歷
史新高財赤。陳茂波26日在記者會上
透露，不排除未來“開徵新稅種”，
意味全民隨時有機會面臨加稅，為今
日的豪派“買單”。

雖然派錢之下，不少市民都表示
“派好過無”，但在灣仔排隊索取財
政預算案報告的梁先生，批評政府派
錢太少，“應該派5萬”。因疫情令
很多基層市民面臨失業，在大陸打工
的他也要即時停工，生活面臨困難，
被迫要在街頭賣消毒水度日。

香港中小企協會創會會長佘繼泉
直言，今次疫情對經濟的打擊堪稱近
年來最大禍，甚至看不到希望，政府
人均派錢1萬隻屬杯水車薪，起不到
什麼作用。因無論是市民還是公司，
都要被迫買貴口罩防疫、復工，“1
萬元都買不到多少口罩”。

從事燒臘集團經營的佘繼泉，預
計餐飲業將受到重創，“很多餐廳都
不開了”，尤其是一些傳統的連鎖酒
樓集團更是慘淡，除供應鏈、資金鍊
面臨斷裂危機外，即使給員工放無薪
假，但因人手短缺無法提供好的服務
給市民，令行業競爭力大減。他預料
在餐廳大批量倒閉的可能下，香港美
食之都的美名也會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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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裏約熱內盧迎來年度泥漿狂歡節巴西裏約熱內盧迎來年度泥漿狂歡節
越臟越開心越臟越開心

瑞士瑞士““彩色滑雪節彩色滑雪節”” 繽紛粉末揮灑如雪地塗鴉繽紛粉末揮灑如雪地塗鴉

瑞士多地慶祝二月狂歡節瑞士多地慶祝二月狂歡節，，在阿爾卑斯山度假勝地拉祖馬茲在阿爾卑斯山度假勝地拉祖馬茲，，幾名幾名
滑雪愛好者參加滑雪愛好者參加““滑雪灑紅節滑雪灑紅節””活動活動，，冰天雪地中冰天雪地中，，可生物降解的彩色可生物降解的彩色
粉末漫天飛舞粉末漫天飛舞。。

遠高於估價遠高於估價！！
魔方版魔方版““蒙娜麗莎蒙娜麗莎””拍出拍出4848萬歐元萬歐元

壹個由壹個由330330個魔方組個魔方組
成的成的““蒙娜麗莎蒙娜麗莎””在巴黎在巴黎
壹場拍賣會上壹場拍賣會上，，以以 4848..0202
萬歐元萬歐元((約合人民幣約合人民幣365365萬萬
元元))的價格拍出的價格拍出，，遠遠高於遠遠高於
此前預估的此前預估的1515萬歐元萬歐元((約約
合人民幣合人民幣114114萬元萬元))。。據報據報
道道，，法國街頭藝術家法國街頭藝術家““InIn--
vadervader””用用330330個魔方組成個魔方組成
了如馬賽克圖案般的了如馬賽克圖案般的““蒙蒙
娜麗莎娜麗莎”。”。

近日有媒體報道稱，特斯拉與寧德

時代就電池供應進行商討，計劃使用

“無鈷”磷酸鐵鋰電池（LTP）投入生

產，雙方正在進行意向性談判。寧德時

代方面20日回復中國證券報記者表示，

目前和特斯拉的合作並非“意向性協

議”，已與特斯拉簽訂了量產供貨定價

協議。專家分析認為，特斯拉采用磷酸

鐵鋰的目的是“降本放量”，磷酸鐵鋰

電池再次回潮，利好鋰鹽產業。

意在降本放量
2月20日，寧德時代表示，公司有

能力根據客戶需求提供合適的和有競爭

力的解決方案，給客戶帶來價值。寧德

時代方面同時稱，目前和特斯拉的合作

並非“意向性協議”，公司目前與特斯

拉簽訂的是“量產供貨定價協議”，特

斯拉將向寧德時代采購鋰離子動力電池

，壹切以公告內容為準。

根據寧德時代發布的關於公司與特

斯拉開展業務合作公告，公司目前與特

斯拉已經簽訂了量產供貨定價協議，在

協議約定的期限內（2020年 7月 1日至

2022年6月30日）特斯拉將向寧德時代

采購鋰離子動力電池，具體的采購情況

特斯拉根據自身需求以訂單方式確定。

有業內人士向中國證券報記者表示

，特斯拉與寧德時代談判的“無鈷”電

池大概率是指磷酸鐵鋰電池，談判目前

已經基本確認。

目前動力電池主流類型分為磷酸鐵

鋰電池和三元電池。鈷作為三元電池的

重要原料之壹，主要用於鋰離子正極材

料，可明顯提升鋰電池的能量密集度。

由於高能量密度無鈷的技術門檻較高，

投入高、周期長，很多企業又制定了自

己三元的技術路線，所以目前國內各電

池生產廠家還未研發出真正意義上的

“無鈷”電池。

相比於三元電池，磷酸鐵鋰電池安

全性更好、成本更低。“為了完成對賭

協議，不斷提升國內市場份額，特斯拉

需要開發壹款15-20萬元的低價位產品，

用磷酸鐵鋰電池能明顯降低成本。”真

鋰研究總裁墨柯在接受中國證券報記者

采訪時表示，特斯拉如采用磷酸鐵鋰，

主要目的是為了“降本放量”，在此之

前，特斯拉壹直選擇三元技術路線，而

其若在國產車上采用磷酸鐵鋰電池而不

是三元電池，壹臺車就可以節省2萬元

。根據真鋰研究統計，當期磷酸鐵鋰電

池成本約為0.65元/Wh，比三元電池成本

低三成左右。

磷酸鐵鋰回潮
近年來，在新能源汽車補貼政策趨

向於補貼高能量密度的大背景下，能量

密度天花板較低的磷酸鐵鋰電池在乘用

車份額逐漸縮減。從目前來看，三元鋰

電池的能量密度已經達到了300Wh／kg

，磷酸鐵鋰電池能量密度為200Wh/kg。

中國汽車動力電池產業創新聯盟數

據顯示，2019年，我國動力電池裝車量

累計62.2GWh，同比累計增長9.2%。其

中三元電池裝車量40.5GWh，占總裝車

量65.2%，同比累計增長22.5%；磷酸鐵

鋰電池裝車量 20.2GWh，占總裝車量

32.5%，同比累計下降9.0%。

特斯拉與寧德時代就電池供應的談

判，直接帶來了磷酸鐵鋰電池的回暖。

根據中商產業研究院統計的數據，2019

年磷酸鐵鋰電池裝機量排名前五的電池

廠商分別為寧德時代、國軒高科、比亞

迪、億緯鋰能、鵬輝能源。

有業內人士分析認為，特斯拉與

寧德時代的協議若采用磷酸鐵鋰電池，

或將采用磷酸鐵鋰的CTP（celltopack）

方案。所謂 CTP，即在原有的電池化

學體系基礎上，通過電池單體設計和

電池包集成形式的優化，將原有的單

體到模組再到電池包的三層結構，改

進為由電芯到電池包兩層結構，在節

省出的模組空間中提高了電池包整體

的能量密度。

根據寧德時代此前披露的數據，和

傳統電池包相比，CTP電池包省去了電

池模組的組裝環節，體積利用率提高了

15%-20%，零部件數量減少40%，能量

密度提升了10%-15%，生產效率提升了

50%。但寧德時代的CTP平臺應用目前

似乎更傾向於三元電池路線。

中信證券汽車行業分析師認為，在

現有特斯拉Model 3底盤不作大改動的

情況下，特斯拉改用磷酸鐵鋰CTP電池

能裝下53-55KWh，相應續航裏程能達到

400-450km。若Model 3進行改版，則續

航裏程有可能達到450km或者 460km。

不過，從現有車型轉為使用CTP的開發

周期或將還需壹年半到兩年。CTP雖然

理念看似簡單，但涉及技術上是需攻克

的難題。“比如說CTP中需要用到壹種

特殊的膠，電芯層面的改變也需要壹定

時間。目前海外基本不用磷酸鐵鋰電池

，對其認知較少，特斯拉使用磷酸鐵鋰

電池後，由於成本低、性價比高，或將

引發產業變化。”

上述中信證券汽車行業分析師表示

，特斯拉與寧德時代談判的“無鈷”電

池帶動磷酸鐵鋰電池回潮，背後體現在

希望和傳統車“平價”的背景下，展現

電池技術的多樣性，並不是持續的追求

性能越高越好，而是達到壹定的階段後

，“合適”“夠用”就好。此外，特斯

拉采用磷酸鐵鋰的目的是“降本放量”

，真正推動電動車的普及，進而帶來能

源的革命。

中金公司汽車分析師指出，磷酸鐵

鋰產業鏈底部已過，對應正極環節彈性

顯著，碳酸鋰供大於求格局邊際改善，

2020年有望迎來明顯改善。電池環節有

望直接受益於磷酸鐵鋰電池帶來的成本

下降與競爭力提升；正極環節需求彈性

顯著，龍頭企業優勢凸顯；碳酸鋰環節

需求邊際向好。

推動無鈷電池使用
墨柯認為，采用磷酸鐵鋰產品嚴格

意義上來說與特斯拉的定位並不太相符

，這或是特斯拉面對中國市場實際情況

做出的調整。特斯拉或將在Model 3不

同的車型上應用不同的動力電池。比如

在低續航版本上使用磷酸鐵鋰電池，高

續航版上選擇三元電池。而從長遠看，

三元電池還將繼續在乘用車市場占據主

流。

“從電池路線本身來看，電動乘用車

的電池能量密度的發展方向壹定會繼續

提高。因為汽車的發展方向除了電動化

外，還要關註智能化、網聯化，所以電

池除了要保證汽車有足夠的續航裏程之

外，還要為各種軟件提供足夠的電力支

撐。”墨柯表示。

特斯拉方面的最新表態讓此事更生

懸念。2月21日，有網友在抖音評論區

提問特斯拉官方賬號“特斯拉上海超級

工廠”：特斯拉是不是即將采購寧德時

代的無鈷電池？“特斯拉上海超級工

廠”在下面回復稱：“請留意四月特斯

拉的電池發布會，無鈷，不代表壹定是

磷酸鐵鋰。”隨後該條評論被刪除。

有分析人士指出，這種電池技術或與

特斯拉2019年收購的電池廠Maxwell有

關。2019年 5月，特斯拉溢價55%收購

Maxwell，使其成為特斯拉全資子公司。

Maxwell是壹家以超級電容器和電池技術

為核心的技術公司。超級電容的突出特

點為充電速度快，充電10秒-10分鐘可

達到其額定容量的95%以上。同時，循

環使用壽命長，深度充放電循環使用次

數可達1-50萬次，沒有“記憶效應”。

據了解，Maxwell公司的超級電容器

有多種尺寸、容量和模塊配置可供選擇

，是電池的低成本補充方案，不僅可延

長電池使用壽命，在某些情況下還能完

全替代電池。公司產品可應用於風機、

公共交通、混合動力汽車、消費類電子

產品和工業設備等領域，現在全球應用

達到了6500多萬個超級電容器單元。

事實上，特斯拉壹直在致力推動無鈷

電池的使用。在2019年的特斯拉財報電

話會議上，有分析師提到對鈷等稀有金

屬大宗商品價格劇烈變動的擔憂，馬斯

克當時表示，可以把鈷的使用量降到零。

如果特斯拉自己做電池，對電池企

業影響幾何？中信證券分析指出，考慮

到特斯拉未來產能規模中長期有望突破

兩百萬輛，按照單車平均70kWh計算，

2020年需要電池產能將超40GWh，長期

需求超過150GWh，規模巨大。而由於

電池生產的馬太效應（規模、成本、性

能曲線）等，預計特斯拉的大部分電池

仍是由外部獨立第三方供應商提供。綜

合考慮未來的市場規模以及各電池廠商

的先發優勢，預計對於寧德、松下、LG

的第三方電池企業而言，實質性的影響

相對較小。

特斯拉或將自產“無鈷鈷””電池電池
鋰鹽產業再迎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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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開車時收聽廣播，請鏈接到車載音響設備 (數據線/藍牙設備），效果更佳。

2. Google搜尋：觀眾只要在Google網站搜尋
    「Southern TV- STV15.3 Houston」

         或輸入該平台網址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就可直接連結美南國際電視直播平台。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STV15.3 Houston

1. 掃二維碼(QR code)：
        觀眾只要掃描報上的二維碼，
        就可連結到美南國際電視，
        直接在手機上觀看STV15.3。
 

《文華時間》

《新聞面對面》

意見領袖、時尚先鋒、行業精英、
業界大咖。。。。。。

熱點時事、熱門話題、勵誌故事、
傳奇人生。。。。。。

美南國際電視最新訪談欄目

《美南大咖談》隆重上線！
本期嘉賓：休斯頓TMCO交響樂團
中提琴演奏家劉銳、青年鋼琴家

LULU LIU;
熱點話題：青年鋼琴家LULU LIU的
成長之路、青少年音樂教育等
歡迎點擊以下鏈接收看：

https://youtu.be/TmqpViWMapA

《美南大咖談》報紙預告：

星期日       2020年3月1日       Sunday, March 1,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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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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日       Sunday, March 1, 2020

美國醫師助理認證委
員會執照認可
精通國,台,英語

服務項目：
◎皮膚病治療   ◎關節痛治療
◎身體年檢      ◎各種極慢性病治療
◎癌症防治
◎推出減價移民體檢
◎到家診治行動不便患者

接受：
medicare, medicaid, 
molina, ambetter,  
community health choice 
等大多數醫療保險。

吳沛桓
醫生助理

西南紀念家庭全科 皮膚
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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