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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店總店((梨城梨城):): 63026302 Broadway St, SuiteBroadway St, Suite 100100, Pearland, Pear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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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城分店中國城分店:: 99019901 United Dr., HoustonUnited Dr., Houston 7703677036 (Relux(Relux

Senior LivingSenior Living請入內請入內))

電話電話:: 210210--941941--1113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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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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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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大專校聯會美南大專校聯會
20202020年牛仔節大遊行年牛仔節大遊行（（上上））

馬車装璜馬車装璜:: 左起校聯會的副會長陳元華左起校聯會的副會長陳元華,,會長徐小玲會長徐小玲,,前理事長葉宏志前理事長葉宏志,,及及
退修組組長劉志忠退修組組長劉志忠

處長及夫人處長及夫人,, 楊副主任楊副主任,, 校聯會理事長校聯會理事長,,會長等合影會長等合影

和和 55KK 競跑的人合影競跑的人合影
上排左起上排左起:: 校聯會理事長鄧嘉陵校聯會理事長鄧嘉陵,, 副理事長許國麗副理事長許國麗,, 處長陳家彥及處長陳家彥及
夫人夫人,,校聯會會長徐小玲校聯會會長徐小玲,, 第一副會長劉美玲下排左起第一副會長劉美玲下排左起:: 經文處朋經文處朋

友友,,校聯會劉志忠校聯會劉志忠,, 陳元華陳元華,, 前理事長葉宏志前理事長葉宏志,,楊容清副主任楊容清副主任..

左起左起 :: 前理事長葉宏志前理事長葉宏志,,休士頓市長休士頓市長 Sylvester Turner,Sylvester Turner, 處長陳家處長陳家
彥及夫人彥及夫人,,校聯會會長徐小玲校聯會會長徐小玲

左起左起:: 陳家彥夫人陳家彥夫人,David Gonzales,,David Gonzales,處長陳家彥處長陳家彥
及女公子及女公子 Bonnie ChangBonnie Chang

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

（（休士頓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 ））最近最近，，華盛頓州爆發的冠狀病毒病華盛頓州爆發的冠狀病毒病
例和死亡人數已經在許多商業領域受到影響例和死亡人數已經在許多商業領域受到影響。。隨著人們對新冠狀隨著人們對新冠狀
病毒傳播的擔憂加劇病毒傳播的擔憂加劇，，華盛頓州的許多企業表示華盛頓州的許多企業表示，，他們正在密切他們正在密切
監視局勢監視局勢，，採取預防措施以保護員工的健康並調整其他計劃採取預防措施以保護員工的健康並調整其他計劃。。一一
些主要雇主正在暫停旅行或推遲在亞洲開設辦事處些主要雇主正在暫停旅行或推遲在亞洲開設辦事處。。 房地產經房地產經
紀人說紀人說，，他們看到的中國購房者減少了他們看到的中國購房者減少了。。早已受到美中貿易戰沉早已受到美中貿易戰沉
重打擊的當地產業重打擊的當地產業，，如農業和旅遊業如農業和旅遊業，，預計利潤將繼續受到壓力預計利潤將繼續受到壓力
。。 自自20182018年以來年以來，，近近1818個月的報復性關稅已使從華盛頓州向美個月的報復性關稅已使從華盛頓州向美
國最大的貿易夥伴中國的出口減少了近國最大的貿易夥伴中國的出口減少了近4040％％。。非營利性華盛頓州非營利性華盛頓州
中國關係委員會常務理事中國關係委員會常務理事J. Norwell CoquillardJ. Norwell Coquillard說說，，冠狀病毒的爆冠狀病毒的爆
發發（（公共衛生專家預計很快將成為全球大流行公共衛生專家預計很快將成為全球大流行））可能使貿易量進可能使貿易量進
一步下降一步下降。。截至週一截至週一，，這種新的冠狀病毒的致命性似乎不如這種新的冠狀病毒的致命性似乎不如
SARSSARS，，但更容易傳播但更容易傳播，，已感染了至少已感染了至少2323個國家的個國家的1717,,000000多人多人，，
造成造成400400多人死亡多人死亡。。 幾乎所有死亡病例都在新病毒起源的中國幾乎所有死亡病例都在新病毒起源的中國。。
截至週一截至週一，，美國有美國有1111人對該病毒進行了陽性檢測人對該病毒進行了陽性檢測，，包括華盛頓包括華盛頓
的的11人人。。 他們中沒有一個人死亡他們中沒有一個人死亡，，華盛頓唯一的積極病例是斯諾華盛頓唯一的積極病例是斯諾
霍米甚縣男子霍米甚縣男子，，他從埃弗里特醫院被釋放他從埃弗里特醫院被釋放。。非營利性華盛頓州中非營利性華盛頓州中
國關係委員會常務理事國關係委員會常務理事J. Norwell CoquillardJ. Norwell Coquillard說說，，冠狀病毒的爆發冠狀病毒的爆發
（（公共衛生專家預計很快將成為全球大流行公共衛生專家預計很快將成為全球大流行））可能使貿易量進一可能使貿易量進一
步下降步下降。。

同時同時，，政府施加的旅行限制和對感染的恐懼使中國主要城市政府施加的旅行限制和對感染的恐懼使中國主要城市
的街道異常空曠的街道異常空曠，，這對華盛頓出口商而言尤其令人不安這對華盛頓出口商而言尤其令人不安，，他們依他們依
靠中國對大豆和汽車等美國產品的需求來支撐工作靠中國對大豆和汽車等美國產品的需求來支撐工作，，華盛頓貿易華盛頓貿易
政策州長政策州長Jay InsleeJay Inslee的顧問的顧問。。美國和中國於美國和中國於11月月1515日簽署了初步協日簽署了初步協
議議，，以結束長期的貿易戰以結束長期的貿易戰。。現在現在，，中國官員對遏制冠狀病毒爆發中國官員對遏制冠狀病毒爆發
的關注可能會延長恢復這兩個超級大國之間貿易的努力的關注可能會延長恢復這兩個超級大國之間貿易的努力--繼續使繼續使
華盛頓出口商處於困境華盛頓出口商處於困境。。F.C.F.C.位於西雅圖的貿易公司位於西雅圖的貿易公司Bloxom Co.Bloxom Co.
在美國和中國之間以及其他國家在美國和中國之間以及其他國家//地區之間運送農產品地區之間運送農產品，，該公司該公司

表示表示，，中國買家對蘋果和其他農產品的詢價較往常中國買家對蘋果和其他農產品的詢價較往常
冬天水平大幅下降冬天水平大幅下降。。這部分是貿易爭端的結果這部分是貿易爭端的結果，，但但
這種變化也反映出冠狀病毒的爆發扼殺了中國消費這種變化也反映出冠狀病毒的爆發扼殺了中國消費
者的消費者的消費，，同時也關閉了包括貿易公司在內的許多同時也關閉了包括貿易公司在內的許多
中國企業中國企業。。

除了在華盛頓州發生的業務影響外除了在華盛頓州發生的業務影響外，，美華盛頓美華盛頓
大學關閉教室大學關閉教室，，88萬學生改上網課萬學生改上網課。。因新冠病毒疫因新冠病毒疫
情在華盛頓州蔓延情在華盛頓州蔓延，，位於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週五位於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週五
宣佈為宣佈為5000050000名在校學生開設在線課程名在校學生開設在線課程。。華大因此華大因此
成為美國第一家因新冠肺炎疫情的發展而轉向在線成為美國第一家因新冠肺炎疫情的發展而轉向在線
課程的大學課程的大學。。這一安排將從本週一開始這一安排將從本週一開始，，一直持續一直持續
到到33月月2020日日。。校長校長Ana Mari CauceAna Mari Cauce說說，，她希望正常她希望正常
的課程在春季學期恢復的課程在春季學期恢復。。學校官方推特稱校園還將學校官方推特稱校園還將
繼續開放繼續開放。。目前目前，，全美有全美有1717例新冠肺炎死亡例新冠肺炎死亡，，300300
例確診例確診。。

此外此外，，德克薩斯州德克薩斯州Fort BendFort Bend縣還發現了縣還發現了88例對例對
冠狀病毒的陽性反應冠狀病毒的陽性反應。。當局週五說當局週五說，，又有兩人在本又有兩人在本
德縣的新冠狀病毒檢測中呈陽性反應德縣的新冠狀病毒檢測中呈陽性反應，，使該地區的使該地區的
病例總數達到八例病例總數達到八例。。根據一個縣的新聞稿根據一個縣的新聞稿，，這兩個這兩個
病人都是病人都是6060年代到埃及旅行的女性年代到埃及旅行的女性。。 在該地區被確認的其他六在該地區被確認的其他六
名患者名患者（（同一次旅行同一次旅行））是哈里斯縣的五名患者和本德堡的第三名是哈里斯縣的五名患者和本德堡的第三名
患者患者。。根據新版本根據新版本，，一名婦女的症狀消失了一名婦女的症狀消失了。。 另一個有輕度症另一個有輕度症
狀狀。。 兩人均被強制隔離兩人均被強制隔離。。

Fort BendFort Bend 縣衛生與公共服務發言人縣衛生與公共服務發言人 Yaneth CalderonYaneth Calderon說說，，這這
些人本應被隔離兩個星期些人本應被隔離兩個星期。。 親密接觸者可以包括家人親密接觸者可以包括家人，，同事和同事和
應急人員應急人員。。根據該新聞稿根據該新聞稿，，仍然沒有證據表明冠狀病毒在社區內仍然沒有證據表明冠狀病毒在社區內
傳播傳播。。StaffordStafford消防局局長拉里消防局局長拉里••迪迪••卡米洛卡米洛（（Larry DiCamilloLarry DiCamillo））
說說，，三名消防員和兩名三名消防員和兩名EMSEMS工作人員周二去幫助這名工作人員周二去幫助這名7070多歲的多歲的

男子男子。。
他說他說，，EMSEMS工人正在隔離中工人正在隔離中，，但是除非但是除非CDCCDC確認此事確認此事，，否否

則在露天環境中距離遙遠的消防員將不會則在露天環境中距離遙遠的消防員將不會。。休斯頓市對本德堡的休斯頓市對本德堡的
兩名婦女進行了初步測試兩名婦女進行了初步測試。。 標本已送至疾病預防控制中心進行標本已送至疾病預防控制中心進行
進一步測試進一步測試。。該縣仍在等待該縣仍在等待CDCCDC對第一例病例的確認對第一例病例的確認。。

Fort BendFort Bend縣醫療保健專業人員於縣醫療保健專業人員於20202020年年33月月55日日，，星期四星期四，，
在在RosenburgRosenburg縣附件內縣附件內，，在呼叫中心內答復來自公眾和醫療服務在呼叫中心內答復來自公眾和醫療服務
提供者的電話提供者的電話。。向呼叫者詢問一系列問題向呼叫者詢問一系列問題，，以查看是否符合參加以查看是否符合參加
冠狀病毒篩查測試的條件冠狀病毒篩查測試的條件。。

Fort Bend確認2項冠狀病毒測試陽性 總確診數目增加到8
除了華盛頓州的業務影響外 華盛頓大學8萬學生改上網課

「喪訊」
同源會前會長周偉立去世（本報訊）中國國民黨今(7)日舉行主席補

選暨第二十屆第二任中央常務委員選舉，傍晚7
時許於中央黨部由中央選舉監察委員會召集人
許水德宣布結果，江啟臣同志以68.8%的得票率
當選國民黨主席；第二十屆第二任中央常務委
員，則選出陳宗興等32位新任中常委。

此次黨主席補選總選舉人數為345,971人，
投票數為124,019票，投票率為35.85%。江啟臣
同志共獲得84,860票，得票率為68.8%；郝龍斌
同志共獲得38,483票，得票率為31.2%。

主席當選人江啟臣於選舉結果揭曉後前往

黨中央發表感言表示，這場主席補選不是誰輸
誰贏的選戰，投票結果告訴他，在未來一年兩
個月必須扛起責任，與黨員同志共同努力執行
國民黨的改革任務。他也感謝第一線負責執行
選務工作的黨工同仁、志工，並承諾一年內一
定做到黨務基本工作的升級、數位化等改進。
江啟臣表示，感謝所有出來投票的黨員用行動
支持，投下世代傳承、勇敢改變、相信自己的
一票；更感謝沒有投票給他的黨員，讓他知道
要更努力打拚，讓所有黨員找回驕傲。

國民黨主席補選由江啟臣同志勝出
「「休士頓同源會休士頓同源會」」前會長前會長

周 偉 立 先 生周 偉 立 先 生 （（Jack Joe )Jack Joe ) 慟 於慟 於
20202020 年年 22 月月 2626 日逝世日逝世。。距其生距其生
年年 19421942 年年 66 月月 88 日日，，享年享年 7878 歲歲
。。其夫人其夫人 IreneIrene 及女兒及女兒 Erica,Erica,親親
視含殮視含殮，，遵禮成服遵禮成服。。

家屬於家屬於 33 月月 55 日日（（本周四本周四))
晚 間 五 時 至 八 時 在晚 間 五 時 至 八 時 在 MemorialMemorial

Oaks Funeral HomeOaks Funeral Home 安排親友瞻安排親友瞻
仰遺容仰遺容，，33月月66日日（（本周五本周五))上午上午
十一時在十一時在Chinese Baptist ChurchChinese Baptist Church
((900900 Brogden Road ,HoustonBrogden Road ,Houston
TXTX 7702477024 )) 舉行追思禮拜後隨舉行追思禮拜後隨
即引發安葬於即引發安葬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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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美現代汽車現在在美國市場
銷售九款評為Top Safety Pick/Top Safety
Pick+的車型，為汽車業界中擁有最多
Top Safety Pick殊榮的品牌之一

美國公路安全保險協會 (IIHS) 宣布
現代汽車與另一品牌並列，在當今汽車
業界中獲得最多Top Safety Pick+與 Top
Safety Pick評級。現代汽車總共有九款
榮獲獎項的車型。

現代 Nexo 車型是六臺 Top Safety
Pick+的獲獎車之一，並且與其他五臺車
型不同，Nexo的車頭大燈得到了優良的
評比。得到優良評級的大燈必須提供最
佳的可見性，並避免迎面車輛所造成的
過度眩光。現代汽車其他八種車型則獲
得了Top Safety Pick的殊榮。

榮獲Top Safety Pick的現代休旅車為：
• 備有可選配前方碰撞保護和特定大
燈的現代Kona

• 備有可選配前方碰撞保護和特定大
燈的現代Tucson
• 備有特定大燈的現代Palisade
• 備有特定大燈的現代Santa Fe

榮獲Top Safety Pick的現代汽車為：
• 備有可選配前方碰撞保護和特定大
燈的現代Elantra

• 備有可選配前方碰撞保護和特定大
燈的現代Elantra GT
• 備有可選配前方碰撞保護和特定大
燈的現代Veloster
• 備有特定大燈的現代Sonata

北美現代汽車技術中心總裁Andy
Freels表示： 「我們的SmartSense安全
功能和先進的汽車平臺可為車主和新車

買家提供真正的需求。現代與其工程團
隊通過優先考慮安全性，持續讓現代汽
車更安全。藉由現代SmartSense的功能
，像是前方避免碰撞輔助、駕駛人註意
力警示、盲點碰撞警示、線道保持輔助

等，我們最新的車輛可確保駕駛人的信
任。」

北美現代汽車
我們在北美現代汽車深信每個人都

值得更好的車。從我們設計和製造汽車
的方式到我們對待顧客的方式，讓事情
變得更好是我們所做一切的核心。現代
富有尖端科技的SUV、房車、休旅車，

以及替代能源車款皆有現代保固計畫的
背書，這是我們讓顧客能有更好經驗的
承諾。現代汽車全車系在全國超過八百
三十間經銷商銷售，並且將近一半的車
輛是在位於阿拉巴馬州的現代汽車製造
廠建造。北美現代汽車的總部位於加州
噴泉谷，為韓國現代汽車集團的分公司
。

4025040250--現代汽車榮獲最多項現代汽車榮獲最多項20202020 IIHS TopIIHS Top
Safety Pick+Safety Pick+與與Top Safety PickTop Safety Pick殊榮殊榮

華人故事

“天涯海角隔不开海外侨胞的赤子

之心，万水千山斩不断血浓于水的同胞

之情。”日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在网上例行记者会上，高度评价华侨华

人在抗“疫”中的自发贡献。自新冠肺

炎疫情暴发以来，遍布世界各地的华侨

华人一直在行动。

聚焦战“疫”前线，华侨华人为防

疫物资四处奔走。

2月12日，一艘满载物资的包机从

印尼雅加达苏加诺· 哈达国际机场起飞，

并于不久后抵达中国，机上物资为印尼

华侨华人筹集。据了解，这是中印尼两

国停航之后的首架货运包机。

“人肉”运输，化整为零。因为时

间紧急，俄罗斯侨团驰援武汉的医疗物

资通过客运，由70多人“人肉”带到杭

州。据俄罗斯浙江商会会长邓惠燕介绍

，这24箱物资每个人分担的重量在30千

克上下。

在多国暂停与中国往来航班的情况

下，侨胞们“各显神通”，将物资以最

快速度运送回国。据了解，此前仅厦门

航空及旗下河北航空、江西航空，就已

累计向国内超过40个城市运输物资超过

6.9万件，总重量超过670吨，将来自10

余个国家的华侨华人捐赠物资顺利送达

国内抗“疫”一线，而经“人肉”带回

的物资更是不计其数。

守在战“疫”后方，华侨华人发挥

自身才能表达心意。

当地时间2月7日，江苏如皋籍旅法

华人、少年钢琴家季恩显在巴黎为抗击

疫情举行了慈善义演，一起参与义演的

还有季恩显的姐姐季恩沛。义演结束时

，季恩显弹奏了曲目《我爱你中国》，

现场掌声雷动。

据了解，义演所获的款项将用于购

买口罩等防护用品并捐赠给武汉，同时

也会捐赠一部分给家乡如皋。季恩显表

示，祈祷这次疫情快点过去，人们能够

尽快恢复正常生活。

出生于安徽淮南的杨海樱常年旅居

日本，2005年在合肥创办一家文化传播

公司。在此次疫情中，为了向孩子们普

及疫情知识，她创作了儿歌视频《为武

汉，加加油》，并传到日本北海道，引

起了热烈反响。

疫情之下

，华侨华人通过

多种艺术形式创

作作品，为武汉

加油，为中国鼓

劲。在疫情防控

阻击战中，他们

吹响了抗“疫”

的响亮号角。

无论贫富

老幼，华侨华

人的身影在这

场战“疫”中

随处可见。

当得知身

兼美国湖南联

谊会常务副会长的儿媳妇刘莉莎发动当

地华侨华人为武汉捐款时，98岁的美国

老华侨叶细英也掏出钱包，拿出最大面

额的一张100美元交给儿媳，为武汉捐

款。第二天，老人离世。

“我只有捐款了才能安心。”93岁的

菲律宾老华侨庄垂楷这样说。2月6日中午

，庄垂楷在家人的陪同下来到驻菲律宾使

馆领侨处，将300万比索(合41万元人民

币)的支票，交由大使馆转交武汉同胞。

疫情暴发后，迪拜发起了“你好教育

”募捐活动。一位6岁的小侨胞把自己的压

岁钱捐了出来。据学校欧阳老师介绍，捐款

当日问他是否舍得捐压岁钱，孩子回答“舍

得”，因为“有国才有家”。

在美国洛杉矶，有几位年轻侨胞自

发行动起来，买了手套、口罩，捐赠给

武汉。他们刚毕业，没太多积蓄，几个

人凑了钱，原本没有留下名字。义工告

知他们国内清关必须要留名，商量后，

他们留下了“中华儿女”四个字。

诚如耿爽所言，越是在困难面前，

越能体现出一个民族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是中华民族

的优良美德，疫情当下，海外华侨华人

表现出的赤子心、同胞情最是无价。

隔不开的赤子心，斩不断的同胞情

新冠肺炎感染者不断增加！为运送

被困在“钻石公主号”上的312名中国

同胞，我驻日使馆发来协助请求。害怕

病毒威胁，租好的车临阵退却。关键时

刻，旅日闽籍侨胞刘丹蕻义无反顾伸援

手，说服员工，用自己13辆大巴，送同

胞到机场。

2月19日晚，早春的日本横滨港海

风凛冽，侨胞刘丹蕻(原田优美)与其运

营的旅游大巴公司所属车队正在码头上

焦急地等待，车队的13辆大巴将把从

“钻石公主号”邮轮下船的中国乘客运

送至东京羽田机场。20日凌晨1：45，

这批乘客将搭乘香港特区政府派出的包

机前往香港。

“钻石公主号”邮轮于1月20日从

横滨出发，25日抵达中国香港，之后前

往越南等地，最后返回横滨。船上共有

乘客与船员约3700多人，包含312名中

国同胞，其中261人来自中国香港，5人

来自中国澳门 ，25人来自中国台湾，

21人来自中国内地。19日晚，船上感染

新冠病毒肺炎患者确诊人数达621人。

目前，船上乘客开始分批下船。在中国

中央政府的统筹和有关部门的紧密协调

下，香港特区政府派出包机准备撤离船

上的中国乘客。

刘丹蕻(原田优美)来自福建福州，

1995年旅居日本，作为福建日报社东南

网日本特约记者的她此前就一直密切关

注着“钻石公主号”的相关信息，并进

行了数次报道。让刘丹蕻(原田优美)意

想不到的是，15日周六，她突然接到了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出的协助请求：香

港特区政府将派出包机撤离“钻石公主

号”中国乘客，但从横滨港至机场暂无

运送车辆，恳请侨胞协助。

刘丹蕻(原田优美)坦言，在刚接到

消息时，她的内心有过犹豫。“毕竟病

毒的传染性很大，承担了这个任务，公

司的运营可能会受到影响不说，最关键

的是公司员工的健康会受到严重威胁，

这个责任太大！”考虑再三，接到棘手

任务的刘丹蕻(原田优美)打算先联系平

日有业务往来的租车公司负责人，说服

他们分别派出车辆给予协助，以分散任

务执行风险。

接下来的一整个周末，刘丹蕻(原田

优美)都在四处打电话，但联系了一大圈

下来，几十家公司中也仅有3家同意派

出5辆大巴。到了周一，随着 “钻石公

主号”上新冠肺炎患者人数的不断上升

，这3家公司也分别先后推拒了运送任务

，这让刘丹蕻(原田优美)一下犯了难。

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刘丹蕻(原田优

美)下定了决心，调用公司能出动的大巴

，独立承接本次运送任务！“‘该出手时

就出手！’当时我的脑海里就一直回响着

这首《好汉歌》。同胞们正在面临着生命

威胁，说什么也一定得送他们回家！”

说干就干，刘丹蕻(原田优美)立刻

召集公司全体员工召开动员大会，请求

公司大巴司机与相关工作人员协助完成

本次运送任务。员工们存在畏难情绪早

已在刘丹蕻(原田优美)的意料之中，许

多日本大巴司机都表示，要回家与家人

商量之后再做答复。

“在动员会上，我对大家说，我是

一个中国人，现在我的同胞在日本遭遇

了危难，请求大家理解我想要帮助他们

的心。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人民间的感

情也很深厚，我希望大家发扬出友爱精

神，伸出手帮助受难的中国同胞。”在

刘丹蕻(原田优美)的动员下，最终公司

的13名大巴司机与10名工作人员同意参

与到本次运送任务中来。

19日上午一早，在举行完任务小组

誓师大会后，13辆大巴组成的车队开往

横滨港。他们，准备送“钻石公主号”

上的中国乘客回家！

截至记者发稿，船上的114名中国

乘客19日晚已陆续下船，搭乘大巴前往

机场，于20日4:45分起飞，预计9点左

右抵达香港，另据了解，第二批回国的

其余中国乘客将于20日23:00起飞。

旅日侨胞用大巴接“钻石公主号”
中国乘客搭机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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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美福保健藥局經理 符永豐
前言
自從去年底在中國大陸爆發疫情，

至今已三多個月，感染人數己破八萬，
死亡人數超越三千人，且受感染的國家
遍及世界各地五十多個國家。每天感染
人數、死亡人數不斷的攀升，導致人人
自危，一罩難求的現況，更有些人出現
焦慮不安、恐慌的症狀，因此，我們需

要對它多ㄧ點了解。
關於新型冠狀病毒
1. 新型冠狀病毒的認識：為一種病

毒寄生在野生動物身上。病毒本身沒有
完整的細胞結構及新陳代謝，因此必須
仰賴宿主細胞的機制及新陳代謝，來複
製及繁殖其下一代。離開宿主一段時間
內即死亡，一般病毒在體外可存活48小
時左右。宿主可是植物、動物及細菌。

2.感染的途徑：人因接觸野生動物
、或誤食而感染。

3.潛伏期：病人因病毒感染無症狀
起，至出現臨床症狀如咳嗽、發燒、腹
瀉、呼吸困難的時間，稱為潛伏期，一
般潛伏期約為14天。這也是疾管局規勸
民眾如有去過疫區、或曾接觸感染者，
且沒有臨床症狀者 「自行隔離」為期14
天的主因。

4. 潛伏期無症狀是否傳染？ 是的。
潛伏期或發病症狀病患皆可傳染。

5.傳播方式：現演變成人傳人的感
染，以直接接觸帶有病毒的分泌物或飛
沫傳染為主。

6.臨床症狀：輕微者有咳嗽、發燒
、腹痛、腹瀉等症狀，嚴重者出現呼吸
困難、甚至死亡。

7.易受感染而又發病的族群：醫護
照顧人員、小孩、年長老人及體弱多病
的病患，後者因免疫系統（抵禦系統）
較弱，給予病菌入侵的機會。

8. 如何避免病毒的入侵：A.勤洗手

。B.如無需要，避免至公共場所。C. 家
禽及蛋類徹底煮熟。D. 切勿進食野味及
光顧有野味的攤位。E.避免近距離接觸
患者，尤其是有呼吸道感染症狀的病患
。

9. 如有咳嗽、發燒持續不退、身體
酸痛、呼吸不順暢等症狀時，應緊急就
醫。

結論：
我們的身體如同一個國家，必須有

強大的國防系統。此外，部隊也要訓練
有素，保持健狀的身體及高度的警覺性
。當敵人入侵時，才可潰敗入侵者。我
們的免疫可比喻成國防系統，細胞猶如
部隊一樣，應時時刻刻保持細胞在最佳
的狀態。當病毒入侵時，才可殲滅它們
片甲不留。唯有天天運動，好讓細胞保
持極佳的活動力。病菌時時刻刻都在你
、我身邊，藉細胞 「警覺性」低落時，
伺機大舉進攻我們的身體。

最後，我引用一首補魚歌的旋律、
歌詞改如下，共勉之：

捕魚歌
１． ３． ２ ＿ ３２１． ５． ５． ５ ～

武 漢 肺 炎 我 不 怕
６．５．３＿５３２．１．１．１～
天 天 勤 做 健 康 操

１．１．６＿２１５．６．５．３＿２
三 餐 均 衡 多 喝 水

１．５．３＿２３２．１．１．１～
遠 離 病 菌是 唯 一

關於美福藥局
美福藥局推出 「送藥到府」、 「預

防病毒套裝組合」(包括口罩、手套、消
毒液、維他命等)，幫助民眾預防病毒感
染。歡迎電話詢問。

中國城服務處可免費領取健康手冊

及建立健康檔案。電話: 832-605-5849
， 地 址: 9901 United Dr., Houston77036
(Relux 瑞樂和苑內，在 Hmart 後面，合
源坊正前方路段)。

梨城總店華語專線: 866-466-4499
。 傳 真: 281-506-2454。 地 址: 6302
Broadway Street, Suite 100, Pearland, TX
77581。網址: www.medxpharm.com。

聞聞 「「武漢武漢」」 色變色變------談新型冠狀肺炎談新型冠狀肺炎

H MartH Mart超市對近日關於新型冠狀超市對近日關於新型冠狀
病毒的辟謠病毒的辟謠

(本報訊) 近日在社交媒體上有用戶
編造散播關於部分地區出現疑似新型冠
狀病毒的傳聞、以及其中H Mart超市涉
及此事影響的不實言論，H Mart集團予
以嚴正聲明，所有信息皆為虛假謠言，
缺乏真實憑據。

針對這些不實報道，H Mart集團表
示“在此刻散播謠言只會為社會帶來恐

慌及負面影響，H Mart將保留對散播謠
言者採取法律手段的權利，追究相關刑
事責任。”

H Mart 集團法務律師代表 Christine
Bae提到，“以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散布
流言損害他人信用者，需負刑事責任，
最多可關二十年。因此，提醒民衆務必
通過權威機構了解事實，從而不被誤導

；對於不確定的信息不做不負責任的傳
播者。”

H Mart視每位顧客及員工的健康安
全為最重視的環節，“疫情在前，責任
在肩”H Mart集團全員認真監督全美65
家分店衛生情況，嚴格秉承健康安全守
則並執行預防措施，當前以“保障顧客
生活所需，提供健康安全的生活”為企
業己任；關於疫情在美國的情況，請大
家以美國主管部門發佈的信息為准，理
性對待切勿轉發未經證實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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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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B77醫生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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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上
周
我

在這個專欄中，指出美國
民主黨競選人彭博，有意

聯盟希拉莉 來撼打特朗普，爭取下屆美國總統寶座。想不到在
本週美國民主黨總統初選的 「超級星期二」中，彭博竟然一敗塗
地，反之前副總統拜登，獲黨內多位猛人，強勢回歸，至少囊括
九個州，包括第二大票倉德州。他橫掃黑人聚居的多個南部州份
，並在中北部州收穫驚喜；至於激進左翼桑德斯，則拿下第一大
票倉加州及至少其他三個州，但整體勢頭被拜登壓倒。自此，民
主黨初選，己從多雄並立的大混戰，確立為雙雄相爭的格局。而
表現差劣的傳媒大亨彭博，昨日已宣布退選。

「超級星期二」在十四個州、海外領土美屬薩摩亞以及海外
民主黨人群體中投票，決定一千三百五十七張選舉人票（黨代表
票）誰屬，約佔總票數三分之一。其中四百一十五票的加州與二
百二十八票的德州，就佔據 「超級星期二」總票數的四成七。

這天選情基本成為拜登和桑德斯兩人之間的較量。拜登至少
贏得包括第二大票倉德州在內的九個州。他在維珍尼亞、北卡羅
來納、亞拉巴馬、田納西、阿肯色等東南部州份優勢明顯，還在
中部的奧克拉荷馬和北部的明尼蘇達州、麻省凱旋而歸。其中北
卡和維州，也是二〇二〇大選的關鍵搖擺州。拜登在黑人聚居的
南部州份揚威，反映他得到大量非洲裔黑人選民支持。票站調查
顯示，以維州和北卡州為例，每十名非洲裔黑人當中，便有六人
支持拜登。相比初選前三站的 「低迷」，美國媒體多用 「強勢回

歸」形容拜登在超級星期二的表現。拜登周二晚在洛杉磯的集會
上說： 「就在幾天前，媒體和權威人士還在宣布我的競選已經失
敗。我在這裏報告，我們非常有活力。」

在前三場初選中領先的桑德斯也不甘示弱，拿下第一大票倉
加州，並在自己的家鄉和根據地佛蒙特州報捷，同時拿下猶他和
科羅拉多州，緬因州勝負未分。桑德斯在佛蒙特州發表演講宣示
信心，他說： 「我們會贏，因為人們理解我們的競選主張，我們
的競選是擊敗特朗普的最佳陣地。」《國會山報》回顧，桑德斯
二〇一六年時未能在任何一個非洲裔人口超過百分之二十一的州
獲勝，這種情況似乎繼續在阻礙他。不過，拉丁裔選民的廣泛支
持，助他贏下加州。

一些表現不佳的民主黨總統參選人亦陸續退選，超級星期二
只餘下五人競逐，女參議員沃倫和夏威夷州眾議員加巴德都表現
遜色。民主黨下一個焦點，是三月十日在愛達荷州、密歇根州、
密西西比州、密蘇里州和華盛頓舉行的初選，桑德斯和拜登到時
再決一戰。

拜登與桑德斯雙雄對決的格局，與四年前頗為相似。拜登與
二〇一六年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希拉莉，都曾身居高位，是所謂建
制派代表。當時在初選對她構成最大挑戰的，也正是桑德斯

回頭再看億萬富翁，前紐約市長彭博博（Michael Bloomberg
），其財富約500 億至600 億 美元之間，他視現任總統特朗普為
世仇，所以今年決定去馬，誓言殺敗宿敵。他花費5億元來賣廣
告，嚐到首場勝利 ，但也僅僅是贏太平洋小島美屬薩摩博，壓
倒其他對手 5 張代表票而矣。彭博取得當地民主黨黨團會議的
175票支持，得票率為49.9%，而在薩摩亞出生的眾議員加芭德
（Tulsi Gabbard）則以103票排第二，得票率為29.3%。根據規定

，彭博在薩摩亞6張黨代表票中獲得5票，加芭德取得餘下1票
。至於選情領先的參議員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前副總統拜
登（Joe Biden），分別得票 10.%和 8.8%，未達獲取黨代表票的
15%門檻。

當時消息公布後，約1500名彭博的支持者於當日晚上，即
時在佛州西棕櫚灘舉杯慶祝。彭博同日上午表示，對自己在這次
14州初選的表現 「沒有期望」，僅相信經歷10周努力後，自己
會取到相當數量的黨代表票。他又坦言，7月民主黨全國代表大
會，是他成為提名人的唯一途徑，言下之意似乎無意以獨立身分
競逐總統。

當記者問他會否退選時，彭博明言自己沒有這個念頭，並強
調參選就是為了獲勝。本身是億萬富翁的彭博由於去年11月底
才宣布參選，故跳過前4個初選州，同時擲下近5億元在全國造
勢，大賣競選廣告，爭取在 「超級星級二」脫穎而出，一舉在
14個州取得足夠的黨代表票，彭博致力爭取溫和中間選民支持
，讓大眾在拜登以外多一個選擇。

覆蓋7個南太平洋群島的美屬薩摩亞約有5.5萬名居民，由
於當地性質只是美國屬地，又沒有國會席次，因此在總統大選中
沒有投票權。上屆大選民主黨初選時，前國務卿希拉莉也曾在薩
摩亞獲勝。

特朗普總統得知彭博退還後，馬上發推文諷刺彭博：“到目
前為止，今晚最大的輸家是迷你邁克·彭博，他的'政治'顧問帶他
去兜風，大手筆花了7億美元，除了得到迷你邁克（Mini Mike
）這個綽號外一無所得，並且徹底摧毀了他的聲譽，邁克，幹的
真'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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豈能視新冠肺炎作流感

進入3 月份， 「新冠肺炎」的疫
風，己吹襲至西半球，美國和加拿大
兩個大國國內，己開始爆發確診，因
此民間市場方面，也出現食品搶購潮
，特別在溫哥華的超市，大量人湧去
搶購大米等各類食品，貨架上空空如
也，其中一個原因，是當地衛生部門
呼籲市民囤糧食，最少一個星期，萬
一被隔離時，家中要有足夠糧食，衛
生部門的呼籲，觸發了市民的恐慌。

美國情況亦有少少類似，三藩市
政府叫市民囤糧至少兩星期，這馬上
便觸發了搶購潮。美國出現至少五宗
不明來源的本地感染，疫情有擴散跡
象，觸發了恐慌。上周我曾在港澳文
章中提到：美國同日本做新冠肺炎核
酸檢測的門檻，相當嚴謹，結果令到
確診數字低估，美國亦不斷修訂檢測
門檻。但以特朗普為首的政府高層，
繼續陷於一個吹水的局面，天天講情
況受控，結果令民眾更恐慌。美日兩
國都有一個傾向，想將新冠肺炎，當

一般流感處理，不嘗試去追蹤每一個
疑似個案，只將戰線縮窄去處理危重
病人。他們除了考慮如果確診人數急
升，醫療體系不勝負荷；亦怕對社會
民生有影響，所以盡量對疫情，作輕
描淡寫的處理，到處吹 「新冠肺炎跟
一般流感的死亡率」接近，大家不用
擔心。

若是純粹從流行病學的角度來看
，新冠肺炎大流行最後的確可能難以
制止，但不等如不需盡全力制止。著
名流行病學專家、牛津大學終身教授
陳錚鳴表示，世衛組織沒有說大流行
是希望不引起恐慌，他認為新冠大流
行，只是時間的問題，若疫情在印度
、非洲醫療條件比較落後的國家蔓延
，更加會一發不可收拾。他認為新冠
肺炎在很多國家已出現當地傳播，疫
情擴散之後，就出現很多接觸史不清
的病人，發展成國際大流行疾病，只
是時間的問題。

韓國首爾大學醫院感染內科教授
崔秉均認為，最糟糕情況是：病毒或
感染四成的韓國國民。疫情或持續到
今年年底，所以韓國要做好長期應對
的準備。韓國專家這種估計，是等於
新冠肺炎全面流行的結果。如果套用
到美國，會發生怎樣的情況呢？一般
人會話，按美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數
據，美國二○一九至二○二○年流感
季節，估計有二千六百萬到三千六百

萬人感染，其中一千二
百萬到一千七百萬人去
醫院就診，二十五萬到
四十四萬人住院，最後
約有一萬四千至三萬六

千人死於流感。
但將新冠肺炎比作一般流感，有

一個嚴重的邏輯謬誤，因為流感已長
期流行，而很多人已有抗體或注射了
疫苗，而新冠肺炎是一種全新病毒，
絕大多數人並無抗體，是蘋果與橙並
不可比。以韓國為例，如真是有四成
人感染，以估計百分之一死亡率計算
，以韓國有五千一百萬人口，最後會
有二千零四十萬人受感染，有二十點
四萬人死亡。如果將同樣的比例套用
到有三點三億人口的美國，假設有四
成人感染，即等於有一點三億人會感
染，最後會有一百三十萬人死亡。不
要忘記在這一百三十萬人死亡之前，
是會嚴重病發，他們不會留在家中等
死，他們會湧入醫院求救，不要講話
新增一百三十萬重症病人，即使同一
時間新增十三萬重症病人湧入美國，
特別是大城市醫院，醫院即時逼爆，
會比武漢情況更加嚴重。

有 一 個 美 國 人 郭 傑 瑞 （Jerry
Kowal）做了中國網紅，他突擊美國
紐約大醫院看一看，完全無人帶口罩
，而美國大醫院亦不像中國有 「發熱
門診」，普通發熱病人來到醫院，不
會得到特別處理，在醫院求診時，就
可能互相感染。美國無論醫療體系到
一般市民，並未預備一種新型病毒大
流行，情況令人震驚。簡單的結論是
，並不能將新冠肺炎，當成一個普通

流感，任由它流行傳播，最佳策略是
圍堵、隔離、治療，把疫情控制，捱
到今年夏季天氣炎熱，這些冠狀病毒
沒有那麼活躍時期，希望盡快研究出
疫苗，在下一個流感季節到來之前，
可以打疫苗防禦，這樣就可避免大量
人命損失。

此外，世界各地新冠肺炎疫情己
出現爆發跡象，中國以外以確診數字
計，韓國排首位，累計五千六百二十
一人確診（截至我執筆週四晚上為止
），單日升八百零九人，疫情嚴峻。
意大利排第二，累計二千五百零二人
確診，第三是伊朗，有二千三百三十
六人確診。

再轉看全球疫情地圖，細心研究
死亡人數，看出很多問題。韓國有三
十一人死亡，累計確診個案五千一百
宗，用港大教授梁卓偉的新冠肺炎百
分之一致死率推算，死亡人數乘大一
百倍，就是當地真實染疫人數。韓國
三十一人死，推算確診人數應為三千
一百人，而韓國公佈五千六百二十一
人確診，比推算數字還高，反映韓國
數字較準確。意大利及伊朗情況則差
很多，兩國的死亡人數是韓國一倍以
上，但確診數字不及韓國一半。意大
利有七十一人死，按推算確診人數應
超過七千人，但意大利公佈只有二千
五百零二人確診；伊朗情況一樣，七
十七人死，應有逾七千七百人染疫，
但公佈只有二千三百三十六人確診，
顯示遠遠被低估，應是檢驗得少，確
診人數就少。

日本更奇特，把 「鑽石公主號」
郵輪及本土感染確診個案分開， 「鑽

石公主號」郵輪上有六人死，七百人
確診，確診數字正常合理，但日本本
土同樣有六人死，但只有二百四十九
人確診，估計人數低報百分之六十五
以上。 「鑽石公主號」郵輪上旅客全
部做了核酸檢測，確診數字比較準確
，亦真實反映了死亡人數對確診人數
，大約是一比一百的比例，這樣反過
來證明了日本本土確診人數，低得不
合理。同樣是在日本，醫療方法相同
，死亡率相若， 「鑽石公主號」郵輪
感染者，是一個很好的 「控制組案例
」，顯示日本本土確診數字明顯地報
少了。

再來看我們生活的所在地美國。
如果以比例來計，美國低報確診人數
的比例，更是誇張之最。美國有九人
因新冠肺炎而死，但公佈確診人數，
只有一百二十二人，若以一比一百之
比，染疫人數應約有九百人，相去甚
遠。若然美國確診率是真實數字，當
地 「新冠死亡率」高達百分之七點四
，是世界之冠，遠比意大利的百分之
三點一，及伊朗的百分之三點三為高
。美國醫學、科技是世界第一，如此
發達，但新冠肺炎病死率可以比如此
落後的伊朗還高一倍嗎？若真的是如
此，美國總統特朗普就早該辭職。這
是美國主動放棄檢測，把新冠肺炎當
成普通流感的結果。

數字會說話，各國死亡人數告訴
大家，那些國家低報了確診人數，等
如在講大話。

希望這是我個人多慮，美國最後
安然無恙。我只怕特朗普衰起上來，
會累街坊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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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拉圭巨型睡蓮再現湖面巴拉圭巨型睡蓮再現湖面 直徑超過直徑超過11..55米米

巴拉圭首都亞松森郊區的巨型睡蓮浮出水面巴拉圭首都亞松森郊區的巨型睡蓮浮出水面，，這種植物在夏季雨季這種植物在夏季雨季
過後重新出現在薩拉多河的淺水區過後重新出現在薩拉多河的淺水區。。在瓜拉尼語中在瓜拉尼語中，，它被稱為它被稱為““YaYa--
care Yrupecare Yrupe”，”，意思是意思是““鱷魚的房子鱷魚的房子”，”，因為它的直徑可超過因為它的直徑可超過11..55米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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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特杯賽馬比賽在國王阿蔔杜勒阿齊茲賽場舉行沙特杯賽馬比賽在國王阿蔔杜勒阿齊茲賽場舉行。。這是世界上最貴這是世界上最貴

的賽馬比賽的賽馬比賽，，獎金高達獎金高達20002000萬美元萬美元，，吸引世界各地優秀的職業騎師前吸引世界各地優秀的職業騎師前
來參賽來參賽。。圖為比賽現場圖為比賽現場。。

香港灣仔壹工地發現戰時炸彈香港灣仔壹工地發現戰時炸彈
重約壹千磅重約壹千磅

香港灣仔厚德裏錫克廟重建地盤發現懷疑戰時炸彈香港灣仔厚德裏錫克廟重建地盤發現懷疑戰時炸彈，，炸彈長超過壹炸彈長超過壹
米米，，重約壹千磅重約壹千磅。。警方接報後到場調查警方接報後到場調查。。大批警員在現場擡沙包放置在大批警員在現場擡沙包放置在
炸彈周圍炸彈周圍，，為拆彈做準備為拆彈做準備。。附近部分道路封閉附近部分道路封閉，，旁邊的英皇駿景酒店暫旁邊的英皇駿景酒店暫
停營業停營業，，酒店人員被疏散酒店人員被疏散。。

華為最貴手機預售
折疊屏會是未來嗎？

第二款折疊屏手機歐洲售價達1.9萬元；1月國

內手機出貨量同比降近四成，各大品牌新品雲發布

破局

距上壹代發布僅3個多月後，華為第二款折疊

屏手機Mate Xs正式亮相，並開啟了今年折疊屏手

機市場的序幕。

Mate Xs 於 2月 26日在國內市場開啟預售，

華為商城和京東可在線預約,3月 5日正式首銷。

受零部件成本影響，其歐洲售價為 2499 歐元起

，約合人民幣達1.9萬元，價格遠超出壹般的智

能手機，也是目前華為已發布的最貴旗艦機。盡

管短時間內折疊屏手機對智能手機廠商的出貨量難

有明顯提升，但市場仍非常看好折疊屏在手機產品

上的創新應用。

不過，疫情“寒流”等影響下，中金預計

今年華為全球銷量將同比下滑 10%。實際上，

自從2016年國內手機出貨量達到6.6億部的歷史

頂峰後，中國市場手機出貨量便壹路下行，

2017 年和 2018 年的同比下降幅度達到兩位數。

時至 2019 年，同比降幅顯著收窄，整體表現出

回暖的趨勢。隨著2019年底 5G商用的開啟、產

業鏈上雙模5G芯片的成熟，不少業內人士都期

待著，2020年的手機市場或許可以借著 5G的東

風止跌回升，乃至開啟壹個全新、更加激動人

心的增長周期。

噱頭
多家手機廠商角逐折疊屏手機
自三星和華為相繼發布第壹代折疊屏手機後，

智能手機市場的創新不再只有5G，折疊屏也成為

智能手機的新賣點。目前三星和華為已經發布了第

二代的折疊屏手機，聯想、小米也在折疊屏上尋找

增量空間。根據IHS預估，折疊屏手機的出貨量今

年有望達520萬臺，預計到2025年有望超過5000萬

臺。

據華為透露，Mate X 每月出貨量為 10萬臺

，每壹次發售均被瞬間搶光，黃牛黨將Mate X

炒高至 10 萬元水平。Mate X 售價 16999 元，作

為華為首款折疊屏手機 2019 年 2 月發布，直至

11月 15日才首次發售。相比之下，三星在國際

消費電子展(CES)2020 上披露，截至 2019 年底

Galaxy Fold 已經銷售 40萬至 50 萬臺。這對於壹

款發售只有不到兩個月時間的新品來說表現不

俗。

Mate X取得成功後，今年華為在Mate Xs上

對折疊屏手機進行了升級，例如集成了5G基帶

的麒麟990 5G處理器，取代了麒麟980外掛巴龍

5000基帶的方案，使得Mate Xs的 CPU性能提升

的同時降低了5G帶來的能耗。此外，為了讓屏

幕折疊更為可靠，華為在Mate Xs的鉸鏈上將鋯

基液態金屬應用在鷹翼結構中，鉸鏈的強度得

到進壹步提升。

但由於工藝尚未成熟，再加上培育新產業鏈尚

需時間，目前折疊屏的成本明顯高於傳統的單屏手

機。市場研究機構IHS MARKIT指出，折疊屏手機

在顯示屏、鉸鏈、PCB(印制電路板)、電池等零部

件成本上有較大提高。以三星Galaxy Fold與Gal-

axy S10+為例，前者的總成本提升了30%，其中，

Galaxy Fold由於顯示屏幕數量和面積的增大，顯示

屏成本相較Galaxy S10+提升了77%，是整機主要

的成本提升來源。同時，為了滿足可折疊的需要，

PCB成本上升14%，電池和鉸鏈等零部件成本上升

120%。

長期專註研究手機供應鏈的第壹手機界研

究院院長孫燕飆此前向記者表示，目前折疊屏

手機的主要專利技術(如鉸鏈)集中在終端廠商，

因此研發成本較高，未來產業鏈成熟後有望下

降。

寒流

疫情下新品紮堆雲發布“都被迫成了互聯
網品牌”

2019 年華為全年營收達 8500 億元人民幣，

同比增長 18%，智能手機出貨量達 2.4 億臺，同

比增長16.8%，繼續穩坐全球第二大手機廠商的

位置。截至今年 1月，華為 5G手機發貨量超過

1000萬臺。

今年將是華為在美國“實體清單”中完整

經歷的第壹年，雖然中美達成第壹階段的貿易

協議，但華為創始人任正非卻表示，今年預計

美國將升級對華為的打擊，但他有信心華為能

夠應付這些打擊。

除了折疊屏手機，華為在24日發布會的重點

是HMS(華為移動服務)。受美國“實體清單”影

響，谷歌將無法為華為的手機提供其移動核心服

務(GMS)，因此華為開始推動建設 HMS 以取代

GMS。北京時間2月25日淩晨，榮耀已向歐洲市

場發布了搭載HMS服務的榮耀V30系列手機，這

是華為旗下首款預裝HMS生態的智能手機。但

HMS短期內難以彌補華為在應用生態上的短板，

再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中金預計今年華為

全球銷量將同比下滑10%，而小米得益於線上占

比高及歐洲市場份額提升，今年全球出貨量有望

增長4%。

值得關註的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華為原

定在MWC 2020上發布的多款產品最終改為“雲”

發布，只能以線上的方式宣傳今年的旗艦機型。在

此之前，小米10發布會也是最終被改為線上進行

。為了避免現場過於冷清，工作人員還準備了提前

錄好的掌聲。

2月25日，vivo旗下的iQOO品牌也選擇以直播

方式發布其5G新機。

小米 10發布會後，小米創始人、董事長兼

首席執行官雷軍在接受包括新京報在內的多家

媒體在線采訪時表示，未來的旗艦機型，還是

會選擇線下發布。有分析人士告訴新京報記者

，對於要沖擊高端市場的小米來說，線下市場

將是其發力的重點。而線下渠道壹直以來更是

vivo、OPPO等品牌的立身之本。從去年開始，

華為也大大加強了線下渠道的建設。然而在疫

情的影響下，短期內，“所有手機品牌都將被

迫成為了互聯網品牌”。

東風
對撞5G“暖流”
二三季度銷量有望反彈
2020年伊始，這場始料未及的新冠肺炎疫情

讓不少廠商措手不及：新品發布會無法召開，工

廠生產遲滯，供應鏈受阻，線下渠道基本停擺。2

月24日，工信部下屬的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發布

了1月份國內手機市場運行報告。報告顯示，1月

國內市場手機出貨量為2080萬臺，同比下降38.9%

。考慮到疫情的影響在1月20日之後才開始顯現

，2、3月份的手機出貨情況或許更加不容樂觀。

或許能夠讓焦灼的廠商們感到安慰的是，經濟

下行壓力之下，作為基礎設施的5G網絡建設不但

不會滯後，反而會加速進行。2月22日，工信部要

求，基礎電信企業要及時評估疫情影響，制定和優

化5G網絡建設計劃，加快5G特別是獨立組網建設

步伐，切實發揮5G建設對“穩投資”、帶動產業

鏈發展的積極作用。

記者從中國聯通方面獲悉，公司已經向各省公

司下達了工作部署，要求加快5G建設，上半年與

中國電信力爭完成47個地市、10萬個基站的建設

任務，三季度力爭完成全國25萬個基站建設，較

原定計劃提前壹個季度完成全年建設目標。而截至

2月20日，中國聯通已累計開通5G基站6.4萬個。

中國移動截至1月底已開通5G基站7.4萬個，發展

670余萬5G套餐客戶。

據記者不完全統計，中興、小米均提出2020年

將推出至少10款5G手機，vivo至少推出5款5G機

型。在Mate Xs之後，華為將於3月26日在法國巴

黎發布P40系列，“這是全球最強5G旗艦手機”。

此外，新京報記者註意到，2月18日上午10時，小

米10 Pro正式全渠道開售。開售55秒後，該機型

的全平臺銷售額突破2億元大關。而於2月14日上

午開售的小米10，也在壹分鐘內實現了2億元的銷

售額。

“受疫情影響，整個行業壹季度的銷量肯定會

銳減，但是二三季度會報復性反彈，我覺得手機還

是大家最常用的智能設備，所以整個市場下滑的幅

度可能沒有想象的那麼大。”雷軍在此前的采訪中

表示，他仍舊相信，2020年將是5G的普及之年，

5G會是今年手機行業最大的熱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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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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thern Television 15.3             2020年2月份 電視頻道節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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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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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疫情暴發高峰將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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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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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日       2020年3月8日       Sunday, March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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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日       Sunday, March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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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