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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股觸發史上第二次熔斷
油價恐慌襲擊全球金融市場

美股開盤暴跌，標普500指數跌7%，

觸發壹級熔斷機制。這也是美股史上第

二次熔斷。

油價暴跌導致對金融市場動蕩的擔

憂加劇，“黑色星期壹”突襲全球金融

市場。

美股開盤暴跌，標普500指數跌7%，

觸發壹級熔斷機制，石油股全線重挫。

這也是1988年美股引入熔斷機制以來第

二次觸發熔斷。恐慌指數(VIX)壹度站上

60。而早間，從亞太到歐洲股市集體重

挫，即便作為避險資產的黃金也在流動

性沖擊下跳水。

機構普遍表示，下壹個需要觀察的

是信用市場。“鑒於能源公司是非投資

評級債券的最大發行體，占美國高收益

債券市場11%的份額，因此原油價格戰

可能會給美國信貸市場帶來沖擊。”景

順亞太區(日本除外)全球市場策略師趙

耀庭對第壹財經記者稱。

交銀國際董事總經理、研究部主管

洪灝也認為，石油危機帶來的影響首先

體現在美國垃圾債價格將暴跌、金融系

統穩定性風險上升、通縮預期上升增加

貨幣政策難度等。

“油價暴跌再度加劇了市場脆弱性

，對於央行的信仰開始動搖。”法興銀

行亞洲外匯策略主管傑森· 道(JasonDaw)

對記者表示，“目前幾乎每個金融市場

的角落都已出現了危機跡象。如果全球

疫情持續時間越長，危機全面爆發的風

險就越大。”

油價暴跌加劇市場脆弱性
繼新冠肺炎疫情之後，油價暴跌成

為壓垮全球金融市場的又壹根稻草。

國際原油價格上周五(6日)下挫10%

，9日再暴挫逾20%，布蘭特及美國WTI

原油期貨價格分別跌至約35美元及32美

元/桶的水平。但是，跌勢並未結束。

油價恐慌迅速蔓延到金融市場。9

日，美股指數期貨暴跌逾4%，盤中壹度

觸發熔斷；亞太股市早盤開盤大跌，日

經225指數跌逾6%；歐洲股市開盤同樣

集體下跌，德國DAX指數跌7.59%。國

內期貨市場多個品種開盤跌停，滬指收

跌3.01%。

此後，美股開盤也暴跌，標普500

指數跌7%，觸發壹級熔斷機制，暫停交

易15分鐘，熔斷時道指跌1884.88點，刷

新2019年1月以來新低，納指跌6.86%，

創2019年10月以來新低。

自美股實施熔斷機制30多年以來，

此前真正觸發熔斷僅壹次，即為1997年

10月27日。當日道指暴跌7.18%，收於

7161.15點。

需要指出的是，當前美股熔斷機制

的基準指數為標普500，三級熔斷的單

項跌幅閾值分別為7%、13%、20%。這

意味著，當指數較前壹天收盤點位下跌

7%、13%時，全美證券市場交易將暫停

15分鐘，當指數較前壹天收盤點位下跌

20%時，當天交易停止。

至截稿，美股已經恢復交易並持續

反彈，道指跌幅縮窄至5.22%，下跌點

數收窄至1400點以內，標普500指數跌

幅縮窄至5.1%，納指跌幅縮窄至4.6%。

“盡管疫情導致對原油的需求大幅

下降，但俄羅斯仍拒絕進壹步減產，石

油輸出國組織(OPEC)與俄羅斯談判破裂

，沙特宣布打減價戰及計劃4月增產。

這是觸發油價暴跌的主因。”趙耀庭告

訴記者。這進而導致金融市場動蕩。

瑞銀已最新調低了油價預期，布蘭

特原油期貨6月、9月及12月末目標價分

別降至40美元、45美元及50美元/桶(原

為62美元、64美元及64美元/桶)，WTI

原油期貨目標價則較布蘭特低3美元/桶

。趙耀庭稱，“未來數天至數周，我們

不排除布蘭特油價進壹步下跌至30美元/

桶。”

不過，瑞銀也認為，沙特的舉措可

能迫使俄羅斯重返談判桌。美國等周期

較短的產油國更無法長期承受油價過低

，可能將重啟減產談判。如果疫情受控

及經濟增長回升，預期油價可能會在下

半年復蘇。

考驗垃圾債，增加貨幣政策難度
不光沖擊股市、商品市場，油價暴

跌的下壹個風險點很可能就是美國信用

債市場。

洪灝對記者稱，油價暴跌將直接影

響美國的垃圾債。美國過去十年出現了

頁巖氣行業的繁榮，石油公司能夠以較

低價格發這種低評級的垃圾債，信用利

差也比較低。但現在油價繼續下跌的話

，垃圾債償債能力會極大受影響。“壹

般都是銀行幫它們發垃圾債，也有銀行

買垃圾債，這樣整個金融系統的穩定會

受到極大損害。”

“原油價格戰或給美國信貸市場帶

來沖擊，這將影響到美國頁巖油生產商

以及大型國有石油公司。我們預計相關

行業和主權國家的信貸息差可能會擴大

。”趙耀庭也表示。

穆迪報告稱，在2020～2024年期間

，北美的能源勘探與生產商總共約有

860億美元債務到期，其中多達62%屬於

垃圾債券。而最近兩年，860億美元債

務中的57%會到期。

除了能源債，高收益債整體都值得

關註。疫情仍在全球擴散和充滿不確定

性，加上此次油價暴跌，盡管全球信用

債較政府債券已相對便宜，但吸引力仍

然不足。

“未來幾個月經濟進壹步惡化的風

險很高，現在不是加大風險資產倉位的

時候。”美國債券巨頭PIMCO首席投資

官伊瓦辛(DanIvascyn)表示，至少美國投

資級債券信用利差相較國債要走闊至

150bp，才是更好的進入時機。現在關註

更高質量的債券，例如地產相關債券，

來防禦下行風險。

不僅如此，近壹個月裏美股跌幅超

過10%，波動率飆升，避險資金湧入美

債。9日，美國10年期國

債收益率壹度跌破0.5%。

市場目前普遍預期美聯儲

將在下周再降息50bp。根

據CME美聯儲觀察工具，

美聯儲在 3月會議上將利

率降至 0～0.25%的概率為

33.6%，降至0.25%～0.50%

的概率為66.4%。

上周五，花旗更大膽

喊出美聯儲年內還將降息

100bp(3 月 19 日降 50bp，4

月和 6 月再各降 25bp)。

“新債王”剛德拉克(Gundlach)表示，

“美聯儲現在有點無所適從(rudderless)。”

洪灝稱，油價壹直是通脹預期最重

要的指標之壹。隨著油價暴跌，市場的

通縮預期就會劇增。美債收益率大幅下

行就是非常嚴重的通縮預期上升的表現

。當通縮預期形成的時候，美聯儲貨幣

政策可能失效。

“美聯儲如果再降息50bp，就是壹

個月內連續降息100bp。如果危機進壹步

惡化的話，就會變成壹個負利率。這才

是全球真正的危機。”洪灝表示。

人民幣資產仍相對堅挺
近期MSCI對全球市場展開的相關

壓力測試顯示，在全球經濟增長率短期

下降2個百分點(目前主流共識是下降1

個百分點)，而風險溢價上升2個百分點

的設定情境下，極端情況下，美股仍有

可能再下跌11%。

渣打銀行(中國)有限公司金融市場

部總經理楊京對第壹財經記者稱，

“2008年金融危機時油價跌幅超過當前

，大宗商品普跌。未來金融危機風險是

否會實質性攀升，仍需密切關註疫情的

發酵以及其對全球經濟、金融市場的沖

擊。”

受到海外市場影響，9日滬指收跌

逾3%，當日北向資金凈流出143億元。

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小幅貶值近100點，

不過早盤開盤人民幣表現強勁。

整體而言，中國資產相對堅挺。自

2月3日A股節後開市至今，標普500指

數在3月9日暴跌前跌幅就近8%，滬指

僅回調約1%，人民幣也成為新興市場貨

幣中表現最佳的貨幣，對美元匯率保持

穩定。

高盛投資策略組亞洲區聯席主管王

勝祖對第壹財經記者表示，鑒於較早從

疫情中恢復，中國可能會成為全球資金

青睞的避風港。高盛投資策略組在1月

發布的2020年投資展望中預計，今年新

興市場的表現將略優於美股，在當前情

況下仍維持這壹預測。

各大機構也認為，人民幣有望在當

前較強的位置維持區間波動格局。“春

節以來，境內股市較全球同類別資產表

現突出，因此，我們也觀察到近期QFII(

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的結售匯需求比較

強烈。”楊京稱。

他還提及，國內外匯市場客盤成交

量自上周開始日漸活躍。盡管中國出口

出現短暫下滑，將會對經常項下國際收

支造成壓力，人民幣匯率難免承受壹定

的貶值壓力。但是，美元指數的下跌、

人民幣資產對海外資產收益率溢價，以

及海外投資持續流入中國資本市場，都

會對人民幣匯率形成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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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網站

特朗普宣布暫停所有從歐洲到美國旅行30天
堅信美國迅速擊敗新冠病毒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特朗普總統今
晚（3 月 11 日）宣布，從歐洲到美國的所有旅
行都將在接下來的30天暫停，英國除外。

特朗普做出這一決定是了“防止新傳染源
進入我們的海岸”。他說，新規定將從周五午
夜開始生效。

總統說：“我們將在未來30天內中止從歐
洲到美國的所有旅行。新規定將在周五午夜生

效。這些限制將根據當地情況進行調整。”
特朗普表示，某些“經過適當篩查的美國

人將獲得某些豁免。”
“這些禁令不僅適用于大量的貿易和貨物

，而且還包括我們獲得批准的其他各種情況。
我們正在討論的是從歐洲到美國的任何東西。
這些限制不適用于英國。” 特朗普補充說。

特朗普“有信心”美國將“迅速擊敗”新

冠病毒
特朗普總統“堅信”美國今晚將在橢圓形

辦公室致國家的講話中減少持續的新冠病毒威
脅。

特朗普說：“我們一直與盟國保持經常聯
系，並在調動聯邦政府和私營部門保護美國人
民的全部權力。”

特朗普補充說：“我相信，通過計數並繼

續采取這些嚴厲措施，我們將大大減少對我們
公民的威脅，我們將最終迅速消除這種病毒。
從一開始，國家和人民就面臨不可預見的挑戰
。挑戰，包括大規模和非常危險的健康威脅。
這就是過去和將來的方式。這只關系您的應對
方式，我們將以快速，專業的態度應對。”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一名密蘇裏州男子的家人因被新
冠狀病毒感染自我隔離檢疫期間，被當地官員告誡。聖路易斯郡
行政總裁山姆·佩奇（Sam Page）說，當他的女兒出現症狀時，
該男子及其家人被要求進行自我檢疫。然而，父親和他的另一個
女兒去學校跳舞。根據KTVI-TV的報道，兩人在得知當天的陽
性測試結果後離開了舞蹈團。佩奇說，官員們以“常識和善意”
前提，並假設整個家庭都會遵守。

他們警告說，如果再次發生這種情況，他和他的家人將被要
求“依法治國”。

這是否意味著有人可能因隔離檢疫而面臨入獄？在某些情況
下，這是真的。

聯邦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在其網站上說：
“出于公共衛生目的進行隔離可能是自願的
，也可能是聯邦、州或地方公共衛生部門的
強迫命令。”

疾病預防控制中心說，那些容易感染導致
COVID-19 的病毒的人（例如，他們去過中
國湖北省或與有症狀的人同住而未采取建議
的預防措施）可能會受到公共衛生部門命令
的隔離。

當已知或相信某人感染某種疾病並可能具
有傳染性時，就會發生隔離。這是將已知的
患病者與已知沒有患病的人分開的過程。通
常會要求一個孤立的人與其他人呆在單獨的
房間裏，並使用單獨的浴室。

當某人可能已患某種疾病但尚未出現症狀
時，便會發生隔離。它限制了他們的行動，
以查看他們是否生病。

新冠狀病毒更新：世界因新冠病毒死亡人數超過4,000，全
國封鎖使意大利陷于癱瘓。近日，美國新冠病例大幅增長，到目
前止，已經確診800多新冠病例，死亡27人。

新冠狀病毒在美國蔓延，從症狀到如何保護自己，這一切都
應了解。

美國誰有權施加隔離？
根據美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CDC）的規定，美國憲法的

商務條款授予聯邦政府隔離和檢疫的權限。
衛生和公共服務大臣可以采取措施，防止傳染病從外國擴散

到美國以及各州之間。例如，“公主郵輪”號“鑽石公主”號上

的美國乘客被撤離，並被帶到美國軍事基地進行期14天的隔離
。

疾病預防控制中心說，在各州的邊界內，各州和地方衛生官
員具有檢疫和隔離執法權。

新冠狀病毒和工作
沒有帶薪病假的工人在新冠狀病毒恐慌中面臨艱難的選擇：

健康還是薪水？
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寫道：“這些法律因州而異，可能具體或

廣泛。在某些州，地方衛生當局執行州法律。在大多數州，違反
檢疫令是一種刑事輕罪。”

例如，在紐約，在新冠病毒爆發期間可能實施強制性或預防
性隔離。根據史坦頓島發展組織的說法，在強制性隔離下，當地
衛生官員必須每天至少訪問患者家園一次，並每天進行一次電子
聯系，預防隔離只需要電子通訊即可。

庫莫在報紙上說：“當我們說您正在采取嚴重的預防性檢疫
措施時，我們假設您將本著誠實的態度行事，並且您將遵守自願
檢疫的規則。”

那麽，如果您中斷隔離，實際會發生什麽？
疾病預防控制中心說，罰款和監禁可能是破壞聯邦隔離的懲

罰。但是，聯邦隔離區很少使用。在州和地方各級，法律各不相
同。根據《公共衛生管理與實踐雜志》的報道，略超過一半的州
擁有執行公共衛生行動的“警察權力”。

密歇根州衛生與公共服務部發言人林恩·薩特芬（Lynn Sut-
fin）說，例如，違反密歇根州的《公共衛生法》意味著一個人可
能面臨最高200美元的罰款和最長六個月的監禁，或兩者兼施。

她說：“因違反《守則》，地方衛生官員的命令或部門的命
令而受到的處罰是輕罪。”

行使警察權利，依法治國
在美國中斷新冠病毒隔離可能會面臨罰款和入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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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李奇觀我叫李奇觀，，出生在中國上海出生在中國上海，，後移民美國後移民美國
成為美國公民成為美國公民，，我是中文老師我是中文老師，，英文老師和中醫英文老師和中醫
藥學者藥學者。。

我和美國具有我和美國具有GMPGMP資質的優良製藥廠開發了資質的優良製藥廠開發了
““生命寶系列生命寶系列””天然保健品天然保健品。。我希望找到一個有我希望找到一個有
經濟實力經濟實力，，有前瞻眼光的投資商或代理商有前瞻眼光的投資商或代理商，，共同共同
開拓市場開拓市場。。中藥產品現在開始在世界流行中藥產品現在開始在世界流行，，因為因為
沒有西藥的副作用沒有西藥的副作用，，既可治病又可強身既可治病又可強身，，中醫所中醫所
稱的稱的““辨證施治辨證施治，，表本兼治表本兼治”，”，而受到廣大消費而受到廣大消費
者的青睞者的青睞。。推廣一個保健產品推廣一個保健產品，，創意十分重要創意十分重要，，
當今很紅火的紅牛飲料當今很紅火的紅牛飲料（（Red BullRed Bull））就是就是通過就是就是通過
一個偉大的創意從亞洲走向世界的一個偉大的創意從亞洲走向世界的。。它原來是泰它原來是泰
國農村的鄉土飲料國農村的鄉土飲料，，名叫卡拉廷登名叫卡拉廷登（（KratingDaeKratingDae--
ngng），），名不見經傳名不見經傳。。 19851985年年，，在寶潔在寶潔（（P&GP&G））公公
司擔任牙膏推銷員的奧地利人迪特里希去泰國出司擔任牙膏推銷員的奧地利人迪特里希去泰國出
差時差時，，偶然發現了它偶然發現了它，，富有創意智慧又有創業熱富有創意智慧又有創業熱
情的迪特里希辭掉了工作情的迪特里希辭掉了工作，，成立了紅牛公司成立了紅牛公司，，開開
始自己創業始自己創業。。公司的總部建在奧地利的一個不到公司的總部建在奧地利的一個不到
15001500人的小鎮人的小鎮--濱湖富施爾濱湖富施爾，，在那裡他設計了紅牛在那裡他設計了紅牛
出口商標出口商標,, 並用一個響亮的口號並用一個響亮的口號““紅牛讓你如虎添紅牛讓你如虎添
翼翼”，”，在除了泰國以外的世界各國行銷在除了泰國以外的世界各國行銷。。紅牛飲紅牛飲
料的創意料的創意，，使它一舉躍居全球功能飲料的領先地使它一舉躍居全球功能飲料的領先地
位位。。後來衛生部門驗出紅牛中含有微量一級毒品後來衛生部門驗出紅牛中含有微量一級毒品
可卡因可卡因（（每公升含每公升含00..0303微克微克），），被迫在許多國家被迫在許多國家
下架下架，，但迪特里希的創意已成為保健飲料市場行但迪特里希的創意已成為保健飲料市場行
銷的經典銷的經典，，他也因紅牛成為奧地利唯一的一個億他也因紅牛成為奧地利唯一的一個億
萬富翁萬富翁，，個人淨資產達到個人淨資產達到4040億美金億美金。。

中國也有一些創意的典型中國也有一些創意的典型，，如王老吉飲料的如王老吉飲料的
爆紅爆紅，，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王老吉是廣東鶴山王老吉是廣東鶴山
人王澤邦在人王澤邦在18281828年開發的一款涼茶年開發的一款涼茶，，後歸國有後歸國有。。
19951995年年，，廣州製藥廠把滯銷的王老吉交給由大陸廣州製藥廠把滯銷的王老吉交給由大陸
去香港淘金的陳鴻道代理去香港淘金的陳鴻道代理，，簽下了為期簽下了為期2020年的合年的合
約約。。陳鴻道打著陳鴻道打著““清火清火””的口號的口號（（怕上火怕上火，，喝王喝王
老吉老吉！），！），把王老吉做成了百億的大生意把王老吉做成了百億的大生意，，捐款捐款
都是成億成億的捐都是成億成億的捐，，成為中國飲料市場上的第一成為中國飲料市場上的第一
品牌品牌，，銷量超過可口可樂和百事可樂銷量超過可口可樂和百事可樂。。 20112011年廣年廣
藥要把王老吉收回去藥要把王老吉收回去，，雙方打起了官司雙方打起了官司，，後又有後又有
人指控他的產品含有毒的成分人指控他的產品含有毒的成分（（說其成分夏枯草說其成分夏枯草
有毒有毒，，另一成分緬梔分泌的乳液有毒另一成分緬梔分泌的乳液有毒），），造成身造成身

體不適體不適，，自此風光不再自此風光不再。。巨人集團的史玉柱是創巨人集團的史玉柱是創
意使企業起死回生的又一個典型意使企業起死回生的又一個典型，，19971997年他在珠年他在珠
海造海造7272層的巨人大廈失敗層的巨人大廈失敗，，欠下了數以億計的巨欠下了數以億計的巨
額債務額債務，，自此沉寂多年自此沉寂多年。。 20002000年他重出江湖年他重出江湖，，轉轉
戰中國最大的商業城市戰中國最大的商業城市--上海上海，，把在美國市場上再把在美國市場上再
普通不過的褪黑激素普通不過的褪黑激素，，包裝成包裝成““腦白金腦白金””推向市推向市
場場（（今年過節不送禮今年過節不送禮，，要送就送腦白金要送就送腦白金），），創意創意
不但幫他還清了債務不但幫他還清了債務，，還幫他的公司在美國納斯還幫他的公司在美國納斯
達克上市達克上市。。

阿里巴巴集團的成功是一個世界傳奇阿里巴巴集團的成功是一個世界傳奇。。 19991999
年年22月月2020日日，，十八名富有創新精神的中國人在中十八名富有創新精神的中國人在中
國杭州一間沒有家具的公寓裡籌劃電子商務生意國杭州一間沒有家具的公寓裡籌劃電子商務生意
。。他們拼湊了他們拼湊了5050萬元人民幣萬元人民幣（（6060,,000000美元美元），），建建
了一個電商網站了一個電商網站，，取了一個像徵財富取了一個像徵財富、、運氣運氣、、又又
具國際知名度的網名具國際知名度的網名--阿里巴巴阿里巴巴。。當時的中國當時的中國，，5050
萬元幾乎是他們所有的積蓄萬元幾乎是他們所有的積蓄。。但是他們堅信但是他們堅信，，只只
要他們有創新的想法和不懈的努力要他們有創新的想法和不懈的努力，，他們就能打他們就能打
開這個寶庫的大門開這個寶庫的大門。。由於資金非常有限由於資金非常有限，，他們過他們過
著非常艱難的生活著非常艱難的生活。。當當5050萬元用完時萬元用完時，，公司還沒公司還沒
有賺錢有賺錢。。但是他們沒有放棄但是他們沒有放棄：：前行中遇到艱難前行中遇到艱難，，
艱難中還在前行艱難中還在前行。。

手中已沒錢手中已沒錢，，中國也差錢中國也差錢，，這夥異想天開的這夥異想天開的
中國本土人開始向外國公司籌集資金中國本土人開始向外國公司籌集資金。。開始時開始時，，
阿里巴巴沒有籌到一分一厘阿里巴巴沒有籌到一分一厘。。他們拜訪了美國矽他們拜訪了美國矽
谷的所有的高科技公司和投資集團谷的所有的高科技公司和投資集團，，但無一例外但無一例外
地遭到拒絕地遭到拒絕。。他們既沒有現成的商業模式也沒有他們既沒有現成的商業模式也沒有
一份市場企劃書一份市場企劃書，，他們的公司被批評為無法盈利他們的公司被批評為無法盈利
和不會持久和不會持久。。但是功夫不負苦心人但是功夫不負苦心人，，最終他們在最終他們在
19991999年年1010月月2727日從高盛日從高盛（（Goldman SachsGoldman Sachs））籌籌
集到集到500500萬美元萬美元；； 20002000年從軟銀董事長兼首席執年從軟銀董事長兼首席執
行官孫正義那裡行官孫正義那裡（（Masayoshi SonMasayoshi Son））獲得獲得20002000萬萬
美元美元；；後來後來，，在在20052005年年，，又從雅虎聯合創始人楊又從雅虎聯合創始人楊
致遠那裡致遠那裡（（Jerry YangJerry Yang））得到得到1010億美元的投資億美元的投資。。
既有創意又有資金既有創意又有資金，，公司開始在中國迅速成長公司開始在中國迅速成長，，
並向全球擴展並向全球擴展，，使阿里巴巴很快就超越了競爭對使阿里巴巴很快就超越了競爭對
手手 ，， 一 度 比 亞 馬 遜一 度 比 亞 馬 遜 （（Amazon.comAmazon.com）） 和 億 貝和 億 貝
（（e-Baye-Bay））的營收總和還要多的營收總和還要多，，實現了這實現了這1818位中位中
國人當初所憧憬的成為世界電子商務巨頭的理想國人當初所憧憬的成為世界電子商務巨頭的理想
。。 20142014年年99月月1919日日，，阿里巴巴以阿里巴巴以250250億美元的首億美元的首

次公開募股次公開募股（（IPOIPO））成為紐約證券交易所歷史上最成為紐約證券交易所歷史上最
大的上市公司大的上市公司。。

因此因此，“，“創意開創市場創意開創市場，，智慧就是財富智慧就是財富”，”，
這是一條在古今中外都被證明了的顛撲不破的真這是一條在古今中外都被證明了的顛撲不破的真
理理。。

我做人和做事我做人和做事，，都力求完美都力求完美，，不管在中國或不管在中國或
外國外國，，都奉行都奉行““敬業敬業、、專業專業””的職業操守的職業操守。。我曾我曾
在中國上海的一所重點中學教高中的語文和高中在中國上海的一所重點中學教高中的語文和高中
的英文的英文，，學生和老師很喜歡我的教學學生和老師很喜歡我的教學，，我常常為我常常為
本校和外校的老師開示範課本校和外校的老師開示範課。。我愛學校我愛學校，，把學校把學校
當家當家；；我愛教學我愛教學，，視教學為神聖視教學為神聖。。為了有更多的為了有更多的
時間工作時間工作，，我常常過家門而不入我常常過家門而不入，，去幫助解決老去幫助解決老
師教學上的問題師教學上的問題，，和完成學校交托的教學和寫作和完成學校交托的教學和寫作
任務任務。。老師們很喜歡找我幫他們寫文章和改教案老師們很喜歡找我幫他們寫文章和改教案
，，學生們很喜歡找我為他們輔導閱讀和寫作學生們很喜歡找我為他們輔導閱讀和寫作，，我我
和師生們的關係相處得都很好和師生們的關係相處得都很好，，他們稱我是他們他們稱我是他們
所見過的最好的老師所見過的最好的老師，，在教育局舉辦的教學在教育局舉辦的教學、、寫寫
作和演講評比中作和演講評比中，，我多次獲得第一名我多次獲得第一名。。在在““譯林譯林
””和和““外國語外國語””舉辦的第一屆全國文學英文翻譯舉辦的第一屆全國文學英文翻譯
比賽中比賽中，，我是我是3030名優勝者之一名優勝者之一；；在在““英語輔導英語輔導””
舉辦的全國科學英文翻譯比賽中舉辦的全國科學英文翻譯比賽中，，我獲得第二名我獲得第二名
。。

在商場上在商場上，，我比較擅長於產品的創意策劃我比較擅長於產品的創意策劃，，
移民到美國後移民到美國後，，我為美國的公司做市場策劃我為美國的公司做市場策劃，，大大
家都認為我的計劃是最有創意的家都認為我的計劃是最有創意的，，並成功地運用並成功地運用
到市場中到市場中，，公司的老闆和主管都很喜歡我的工作公司的老闆和主管都很喜歡我的工作
，，也很尊重我的人格也很尊重我的人格。。在競爭激烈的商場上在競爭激烈的商場上，，我我
始終恪守做人道德和職場倫理始終恪守做人道德和職場倫理，，禮讓老員工禮讓老員工，，提提
攜新員工攜新員工，，以提高他們的業績以提高他們的業績；；同事們有業務上同事們有業務上
的問題的問題，，我經常義務為他們培訓我經常義務為他們培訓，，提高他們的業提高他們的業
務水平務水平，，美國的同事們稱我是公司最好的員工美國的同事們稱我是公司最好的員工。。
在美國我獲得過兩次嘉獎在美國我獲得過兩次嘉獎：：全球華人慶祝中秋詩全球華人慶祝中秋詩

歌比賽優秀獎歌比賽優秀獎；；20042004年美國年美國
里根總統金像獎里根總統金像獎。。
我現在自創我現在自創““生命寶系列生命寶系列””
Life Care LineLife Care Line™™，，包括包括““心心
腦之寶腦之寶--生命寶生命寶””LifeCareLifeCare™™
，“，“性愛之寶性愛之寶--生命力生命力””
SexCareSexCare™™，“，“筋骨之寶筋骨之寶--生生
命鈣命鈣””OsteoCareOsteoCare™™，“，“護肝護肝
之寶之寶--生命肝生命肝””- LiverCare- LiverCare™™
，“，“降糖之寶降糖之寶--生命糖生命糖””GluGlu--
coCarecoCare™™，，以及純天然飲料以及純天然飲料
““EE時代之寶時代之寶-E-E口樂口樂””EcareEcare
™™。。我希望找到一個青睞我希望找到一個青睞
““生命寶系列生命寶系列””的伯樂的伯樂，，能能
投資代理這些產品投資代理這些產品,, 從而把它從而把它
們推廣到世界上去們推廣到世界上去。。
生命無價生命無價，，人間有寶人間有寶。。

李奇觀李奇觀敬上敬上
電郵電郵：：lifecaretribune@holifecaretribune@ho--

tmail.comtmail.com
電話電話：：((626626))627627--09630963

««生命寶系列生命寶系列»»產品誠征投資代理商產品誠征投資代理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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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休斯頓報導) 隨著休斯頓的新
型冠狀病毒的擴展，許多重要集會都取
消了，各界呼籲民眾盡量減少到群眾多
的地方，降低被感染的可能性。但是，
萬一生病了需要拿藥、或是老人家有固
定要吃的藥，那可怎麼辦？別擔心，美
福保健藥局(MedXPharmacy)一舉推出好
幾個方案，從不同層面服務民眾、方便
民眾，希望幫助大休斯頓地區的民眾安
然度過這波病毒危機。

免費送藥到府
美福藥局服務大休斯頓地區的居民

，提供民眾更多的保健服務，對居住在

中國城、梨城附近的民眾提供免費 「送
藥到府」服務，對許多不方便出門、或
是不想出門的民眾而言，真是個好消息
，尤其目前應避免新型冠狀病毒的接觸
可能性，能夠不出門、不用去藥局排隊
，就可以拿到藥，真是方便太多了。

若是住在比較遠的地方，像Katy、
Woodlands、Conroe、Spring、Galveston
等，也有送藥到府的服務，不過需要符
合條件才免費，如果有三種藥以上的藥
、或者是一種藥是三個月的份量，均免
費送藥；如不在這個範圍之內，則依距
離酌收運費。

一位住在 Woodlands 的陳奶奶表示
，她很喜歡 「送藥到府」的服務，不用
再出門排隊拿藥，也省油錢，重要的是
省時又安全，對不想出門的她來說，是
非常實用的服務，即使要付一點運費也
理所當然。

預防病毒套裝組合
針對新型冠狀病毒與美國的流感，

美福保健藥局特別推出 「預防病毒套裝
組合」，從不同方面來做預防，內容包
括: 手套、口罩、酒精、乾洗手液、維
他命C、維他命D、綜合維他命等，其
主要有幾個作用，首先是針對外在環境
接觸做預防，像是酒精、乾洗手液、手
套、口罩等，可以避免接觸病毒。第二
是針對個人提升免疫力，像維他命C、
維他命D、以及綜合維他命等。 第三，
希望民眾能吃得好、睡的好、心情平穩
放鬆，這樣整個身體的抵抗力才會強。
套裝組合方便民眾做好預防，有需要的
民眾可以到美福藥局購買，中國城的服
務處也有。

「您的一箋、愛心無限」 活動
許多民眾都有愛心想做公益，美福

藥局將與民眾攜手達成，其具體作法是
，只要民眾在美福藥局調配領藥，每領
一筆藥，美福藥局都為民眾樂捐一毛錢
作為公益基金，民眾在美福領的藥愈多
，愛心也愈多。

美福藥局的經理符永豐表示，歡迎
民眾響應 「您的一箋、愛心無限」活動
，美福藥局為每個有愛心的人圓他們的
夢，捐一毛錢給公益基金會完成愛心，
目前已經有不少民眾開始響應，等於是
民眾出力，美福出錢。

服務步驟
民眾若希望經由美福藥局來領藥，

要告訴你的醫生，請醫生開處方箋到美
福 藥 局 的 犁 城 總 店 ( 發 傳 真
281-506-2454或是e-scribe)，美福藥局

會電話聯繫，確定方便的取藥處、或者
是選擇送藥到府。

目前在休斯頓大部分的醫師已經有
美福藥局的建檔，如果您的醫師還沒有
美福藥局的資料，可以藉由專線電話詢
問。

美 福 藥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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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x-
pharm.com

中國城服務處可免費領取健康手冊
及建立健康檔案，時間是週一至週五，
上午 9 點半到下午 5 點半。華語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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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福藥局推出美福藥局推出 「「送藥到府送藥到府」」、、「「預防病毒套裝組合預防病毒套裝組合」」
共同抗疫共同抗疫!! 在美福領藥在美福領藥 還為您樂捐公益基金還為您樂捐公益基金

選對老人保險省錢省心選對老人保險省錢省心 三月底前仍可更改三月底前仍可更改
加入藥物計劃加入藥物計劃 擺脫昂貴吃藥的恐懼擺脫昂貴吃藥的恐懼！！

民眾在美福藥局領藥民眾在美福藥局領藥，，每領一筆藥每領一筆藥
，，美福藥局都為民眾樂捐公益基金美福藥局都為民眾樂捐公益基金

美福藥局的中國城服務處位於美福藥局的中國城服務處位於Relux Senior LivingRelux Senior Living瑞樂和苑內瑞樂和苑內

美福保健藥局特別推出美福保健藥局特別推出 「「預防病預防病
毒套裝組合毒套裝組合」」 ，，從各個層面來預從各個層面來預

防新型冠狀病毒與美國流感防新型冠狀病毒與美國流感

(本報訊) 對於許多人來說，年齡
的增長意味著身體的衰弱，吃藥就免
不了成為一個日常的行為，但是有時
一些品牌藥物價格對於這些人來講負
擔過重，而選擇非品牌藥物雖然便宜
又怕沒效果，而進入了“品牌藥吃不
起，便宜藥不敢吃”的死胡同中。

對於許多在美國工作的年長者來
說，退休後享受國家醫療理所應當，
但對於有些年長者特別是吃藥的年長
者，國家給的原始醫療計劃(Original
Medicare)，並不包括藥物的花費在內

，而在“Medicare and you” 手冊當中
第6頁更明示 “If you want drug cov-
erage, you can join a separate Part D
plan.”意思是說如果你想加入藥物計
劃，可以另外購買D計劃(Part D)，而
D計劃的價格會隨著收入而變化。在
此說明Part D是指藥物保險計劃。

元鐘在此向長輩報告好消息，有
一個保險可以讓您免費加入藥計劃，
而且還幫您支付部分的B部分(Part B)
賬單，還有視力與牙齒的保障。

最關鍵的藥物價格讓我們來為您

做個比較：比如 Eliquis（以每粒 5mg
，每月60粒計算），如果沒有保險的
話，每月需付$477.81，那麼一年就是
$477.81*12=$5733.72；而有保險後您
只需付$1046.42；再比如 Januvia（以
每粒100mg，每月30粒計算）如果沒
有保險的話，每月需付$480.43，那麼
一年就是$480.43*12=$5765.16；而有
保險您只需付$1054.30。還有許多可
以省錢的藥物，加入藥計劃後，將可
以讓您完全擺脫吃藥昂貴的恐懼！

如對本文所述有何疑問，請與

「李元鐘保險經紀公司 John Lee In-
surance Agency」聯繫。 7001 Corpo-
rate Dr. Ste 201. Houston, TX 77036 (
休 斯 頓 華 埠 大 廈)， Tel: (832)
500-3228， E-mail: houston@john-
leeins.com， 微信或Line請加 johnlee-
houston。本專文全部內容，倘未經過
筆者之書面同意，一律不得翻印或轉
載。(李元鐘保險團隊提供)

30003000年前的精美藝術年前的精美藝術--亞洲協會中亞洲協會中
國青銅器展覽國青銅器展覽[[22//2929--88//99//20202020]]

戰國時期戰國時期（（公元前公元前475475--公元前公元前221221年年
））鑲有金銀銅的青銅酒器鑲有金銀銅的青銅酒器，，罍罍（（leilei33))。。

西周早期西周早期（（公元前公元前10461046--公元前公元前977977
年年））青銅簋青銅簋(gui(gui33))，，盛五谷器皿盛五谷器皿。。

漢朝漢朝（（公元公元2525--公元公元220220年年））
多彩青銅天馬多彩青銅天馬。。

商朝末期商朝末期（（公元前公元前13001300--公元前公元前10461046年年））
貓頭鷹形酒器貓頭鷹形酒器，，尊尊。。

戰國時期戰國時期（（公元前公元前475475--公元前公元前221221年年））青銅對翅龍青銅對翅龍。。翅膀和翅膀和
尾巴都雕刻的細膩靈動尾巴都雕刻的細膩靈動，，張牙舞爪的神態張牙舞爪的神態，，幾欲騰空而起幾欲騰空而起。。

西周時期西周時期（（公元前公元前10461046--公元前公元前771771年年））青銅臥水牛青銅臥水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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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報導休士頓報導】】美南銀行第美南銀行第1515屆屆 「「20202020年年
美南獎學金美南獎學金」」 申請活動己於申請活動己於20202020年年33月初起開月初起開
始接受報名申請始接受報名申請，，並將於並將於20202020年年55月月1010日截止日截止
申請申請。。該獎學金的申請不局限于美南銀行客戶該獎學金的申請不局限于美南銀行客戶
，，舉凡應屆高中畢業生舉凡應屆高中畢業生、、清寒優秀學子其學業清寒優秀學子其學業
平均成績在平均成績在GAPGAP 33..00以上以上，，並已拿到入學許可並已拿到入學許可
者均可報名申請者均可報名申請。。有關相關具體申請方式及資有關相關具體申請方式及資
格要求格要求、、申請表格申請表格，，可於美南銀行各分行索取可於美南銀行各分行索取
，，或請洽美南銀行公關或請洽美南銀行公關Ling Chuang (Ling Chuang (莊幃婷莊幃婷))
713713--272272--50455045 ，，或或email: ling.chuang@swnemail: ling.chuang@swn--
bk.combk.com

「「美南獎學金美南獎學金」」 設立於設立於20052005年年,, 由美南銀由美南銀
行董事會發啟成立行董事會發啟成立，，其目的為表彰獎勵優秀清其目的為表彰獎勵優秀清
寒應屆高中畢業生為主寒應屆高中畢業生為主，，期許借此獎學金獎助期許借此獎學金獎助
弱勢族群學子弱勢族群學子，，資助他們部分大學費用資助他們部分大學費用，，和爭和爭
取大學優先錄取資格和成為所有學生取得優異取大學優先錄取資格和成為所有學生取得優異
成績的動力成績的動力，，為社會培養未來專業人才為社會培養未來專業人才。。 「「美美

南獎學金南獎學金」」 成立至今己獲界僑團人士肯定與支成立至今己獲界僑團人士肯定與支
持持。。

第第1515屆屆 「「20202020年美南獎學金年美南獎學金」」 名額設有名額設有
五位五位，，由美南銀行獎學金評審委員會負責審理由美南銀行獎學金評審委員會負責審理
，，評選出前評選出前55名獲評優秀的成果績效學生名獲評優秀的成果績效學生，，每每
位可獲得獎學金額位可獲得獎學金額10001000美元美元。。審核標準是依據審核標準是依據
申請者所提供的在校課學業成績申請者所提供的在校課學業成績、、課外社區服課外社區服
務相關證明資料務相關證明資料、、在學期間曾參加各種活動情在學期間曾參加各種活動情
況況，，或其他活動比賽的得獎資料等或其他活動比賽的得獎資料等，，例如例如：：演演
講比賽講比賽，，運動比賽運動比賽，，學校樂團等學校樂團等、、和家庭經濟和家庭經濟
狀況財務證明狀況財務證明 (( 收入收入 ))等等、、兩封介紹信教師推薦兩封介紹信教師推薦
信信、、及學生自我介紹信兩頁及學生自我介紹信兩頁。。當美南獎學金評當美南獎學金評
選委員審核評鑑後選委員審核評鑑後，，會於會於20202020年年55月底評鑑審月底評鑑審
核及公佈獎學金獲獎者名單核及公佈獎學金獲獎者名單，，並將以郵寄各別並將以郵寄各別
通知通知。。 「「美南獎學金美南獎學金」」 頒獎活動預定在頒獎活動預定在20202020年年
66月初在美南銀行總行內舉行頒獎儀式月初在美南銀行總行內舉行頒獎儀式。。

有關美南銀行有關美南銀行

美南銀行美南銀行(Member FDIC)(Member FDIC)成立於成立於19971997年年，，
總部設於德州休士頓中國城地址總部設於德州休士頓中國城地址:: 69016901 CorpoCorpo--
rate Dr. Houston TXrate Dr. Houston TX 7703677036，， 電 話電 話::
713713--771771--97009700((合作路和百利大道交口處合作路和百利大道交口處))。。

2222年來擁有高度多元化的族群客戶和豐富年來擁有高度多元化的族群客戶和豐富
的文化資源的文化資源，，以專業的知識以專業的知識、、優質的服務品質優質的服務品質
，，提供客戶多元化的金融需求提供客戶多元化的金融需求。。在董事會領導在董事會領導
和全體同仁的努力下業績表現優和全體同仁的努力下業績表現優
異異。。在不斷茁壯成長擴展的同時在不斷茁壯成長擴展的同時
，，並本著取之社區並本著取之社區、、回饋社區的回饋社區的
原則原則，，盡應有的社會責任盡應有的社會責任，，除了除了
每年在休士頓和達拉斯二地提供每年在休士頓和達拉斯二地提供
清寒獎助學金外清寒獎助學金外，，還不定期舉辦還不定期舉辦
各種專題的講座和參與社區各項各種專題的講座和參與社區各項
等公益活動等公益活動。。

目前美南銀行分行經營據點目前美南銀行分行經營據點
己分佈於休士頓糖城己分佈於休士頓糖城、、達拉斯達拉斯

PlanoPlano、、RichardsonRichardson、、奧斯汀及南加州等地區奧斯汀及南加州等地區，，
以中以中、、英英、、越越、、韓韓、、拉丁等多國語言拉丁等多國語言，，除提供除提供
全方位商業和個人的銀行服務外和中英雙語網全方位商業和個人的銀行服務外和中英雙語網
路銀行路銀行、、自動電話銀行特別提供自動電話銀行特別提供2424小時全天候小時全天候
服務等服務等，，目前己新增目前己新增ee時代的手機網路服務時代的手機網路服務，，
歡迎大家多多利用歡迎大家多多利用。。有關美南銀行最新資訊請有關美南銀行最新資訊請
參閱網站參閱網站：：www.swnbk.comwww.swnbk.com

美南銀行第美南銀行第1515屆屆 「「20202020年美南獎學金年美南獎學金」」 即日起開始即日起開始
接受報名接受報名，，凡具資格應屆學子敬請把握及早申請凡具資格應屆學子敬請把握及早申請

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實驗研究院 (National Advanced Research(National Advanced Research
Labs.)Labs.) 提供八周實習機會提供八周實習機會，，鼓勵大學或研究所學生參加鼓勵大學或研究所學生參加

，，若有興趣參加請直接上網登錄若有興趣參加請直接上網登錄。。
20202020年國家應用研究實驗室實習計劃公告年國家應用研究實驗室實習計劃公告
國家應用研究實驗室國家應用研究實驗室(NARLabs)(NARLabs)將於將於20202020

年為外國本科生年為外國本科生、、碩士生和博士生提供實習機碩士生和博士生提供實習機
會會。。通過這個專案通過這個專案,NARLabs,NARLabs打算為學生提供獎打算為學生提供獎
學金學金,,他們有興趣在他們有興趣在NARLabsNARLabs的研究中心之一進的研究中心之一進
行實踐研究和實踐經驗行實踐研究和實踐經驗。。

該計畫的目的是向學生介紹臺灣的科技發該計畫的目的是向學生介紹臺灣的科技發
展展。。

應用適用於應用適用於 44 個領域的學生個領域的學生,,

包括包括 ((11)) 地球與環境地球與環境、、((22)) 資訊與通信技術資訊與通信技術
、、((33)) 生物醫學技術生物醫學技術、、((44)) 科學和技術科學和技術
政策政策。。

排程內容排程內容
學生的津貼包括在獎學金中學生的津貼包括在獎學金中。。
獎學金金額從獎學金金額從 11,,540540 美元到美元到 22,,200200 美元不等美元不等
((1818%%的稅款的稅款
將被扣除將被扣除),),這是根據學生的教育這是根據學生的教育
背景背景。。並將支付等價新臺幣並將支付等價新臺幣。。

時間時間
實習將是一個全日制的實習將是一個全日制的88周計劃周計劃,,並在並在
20202020
年收到錄取通知后開始年收到錄取通知后開始

套用套用
有關詳細資訊有關詳細資訊,,請參閱申請指南請參閱申請指南。。所有所有
必需的申請檔均需通過電子郵件發送給必需的申請檔均需通過電子郵件發送給
mychang@narlabs.org.twmychang@narlabs.org.tw。。

最後期限最後期限

所有必需的申請檔必須在所有必需的申請檔必須在 20202020 年年 77 月月 3131 日前日前
收到收到。。
收到申請後收到申請後 22 個月內將通知結果個月內將通知結果。。

連絡連絡
國家應用研究實驗室國際事務辦公室國家應用研究實驗室國際事務辦公室
電話電話: +: +886886 22 2737801927378019
傳真傳真: +: +886886 22 2737804427378044
電子郵件電子郵件:mychang@narlabs.org.tw:mychang@narlabs.org.tw
延長延長。。

取消取消 AAREAAAREA 休斯頓休斯頓 20202020 年年 33 月月 1818 日午餐日午餐
亞裔美國人房地產協會正在密切監測我們亞裔美國人房地產協會正在密切監測我們

當地城市的冠狀病毒情況當地城市的冠狀病毒情況。。
應公共衛生官員的要求應公共衛生官員的要求,,針對大型集會提供針對大型集會提供

建議建議,AAREA,AAREA 20202020年年33月月1818日網路午餐會被取日網路午餐會被取
消消。。我們的會員我們的會員、、社區和家庭的健康和安全永社區和家庭的健康和安全永
遠是我們的首要任務遠是我們的首要任務。。

我們意識到冠狀病毒對社會的影響我們意識到冠狀病毒對社會的影響。。恐懼恐懼
的傳播速度比病毒本身要快的傳播速度比病毒本身要快。。 我們要求我們的我們要求我們的
會員不要驚慌會員不要驚慌,,通過官方渠道隨時了解情況通過官方渠道隨時了解情況,,不要不要

助長謠言助長謠言。。在在 CDCCDC 公開外出時公開外出時,,執行明智的預執行明智的預
防措施和衛生指南防措施和衛生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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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惠又靈活的費率方案

低月租新款刷卡機

接受各種支付方式

24/7/365多語技術服務

資金可當天入帳

若我們不能提供跟您現在
相同或更低的刷卡費率

我們就給您

*活動有條件限制。

*商家必須滿足以下所有條件，方能符合本優惠方案：1. 商家須於提
供04/15/2020之前提供至少一個月的商家交易帳單。帳單必須為最
近六個月且來自目前的信用卡刷卡服務商。2. 所提供帳單上的每月刷
卡交易金額在扣除借記卡跟EBT交易後，必須等於或多於一萬美元。
3. 以下商業類型不符合本活動資格：Elavon既有客戶、按摩服務業、
使用企業總部交易費率的加盟店、協會成員、加油站和因關係已享有
特殊費率者。4. $1000元將會以禮品卡形式支付。5. 優惠可能會隨時
延長、修改或終止，恕不另行通知。6.延長、修改或終止，恕不另行通知。6. 本活動僅適用於註冊於美國地
區之商家。

$1,000

立即致電
888-320-3838洽詢

新年限時優惠活動：4/15/2020截止

週四最新疫情報告：休斯頓冠狀病毒感染人數增至14人

美國國會醫師：7千萬至1.5億美國人或將感染新冠病毒

（本報訊）週四最新疫情報告：休斯頓冠狀
病毒感染人數增至14人

根據最新的報告，本週四休斯頓地區冠狀病
毒感染人數如下：

哈瑞斯縣： 2人確診 3名假定陽性病例
休斯頓： 1名確診 2名假定陽性病例
福遍縣：6名疑似陽性病例
Montgomery County：2名疑似陽性病例
本週四，休斯頓一名年齡在15至25歲的女性

被推定為第叁起假定陽性病例。這名紐約的居民
目前居住在休斯頓，已經確定此病例非社區傳染
，而是和紐約旅行有關。

同時，休斯頓健康官員表示，這位女孩3月8
日去參加了休斯頓牛仔節，但當時並沒有出現任
何症狀。

目前這名女孩出現輕微症狀並自我隔離。

王子遊輪公司今天宣布將暫停18艘遊艇
60 天的遊輪航行業務，此舉對 3 月 12 日至 5

月10日出行將為生影響。
按照正常的業務，該公司一天將載超過 5 萬

名乘客出行，冠狀病毒疫情對遊輪旅遊業打擊沉
重。

(本報訊)當地時間11日美媒NBC報導，美
國國會、最高法院主治醫師布萊恩·莫納漢表示
，他預測美國將有大約7千萬至1.5億人感染新
冠病毒。這幾乎相當於美國總人口的三分之一
。

NBC援引多個消息源稱，莫納漢10日下午
在參議院員工的一次閉門會議上作出這一預測
。這次會議並無參議員參加，參會的主要是行
政辦公室員工以及兩黨員工。莫納漢提醒參議

院員工稱，他們應該為最糟糕的情況做好準備
。

美媒Axios也透露，兩個消息源向他們證實
了這一消息。目前，莫納漢的辦公室拒絕對此
作出回應。

Axios指出，預測感染人數是非常困難的，
不同的專家也曾做出不同的預測。哈佛大學流
行病學專家Marc Lipsitch此前曾預測，全球大約
40%-70%人口可能將感染新冠病毒，其中大約

1%會因此死亡。
事實上，美國國會目前也處於重重壓力之

下。 11日，參議員瑪利亞·坎特韋爾華盛頓辦
公室的一名員工新冠病毒檢測呈陽性，該員工
成為美國國會首例確診病例。除該員工外，此
前已有至少7名兩黨議員因為曾和確診病患接觸

，目前正處於隔離之中。
另一方面，Axios指出，國會許多議員年齡

都在60歲以上且患有基礎性疾病，但他們還經
常需要和公眾、員工、記者等多方人群交流，
因此他們事實上也算是高風險人群。

全美口罩僅1%庫存 政府近10年未採購醫療補給品
（本報訊）2009年爆發H1N1流感，促使華府當局最

大幅度佈署 「全國戰略儲備」(Strategic National Stockpile)
，而這也是聯邦政府最後一次大量儲存藥物與醫療補給
品，包括N95口罩。由於每年只有有限的6億元預算，此
後聯邦政府就未大規模重新添置醫療儲備。

製造商和個人防護裝備的商業團體曾在2009年呼籲
，應該即刻補充N95口罩的庫存；國際安全社會協會(In-
ternational Safety Equipment Association)也曾警告，若發生
另一次大流行使口罩需求奏劇增，可能造成嚴重短缺。

不過由於年度預算有限，掌管庫存部門的官員優先
採購更迫切的用品，包括急救藥物和天災與疾病因應裝
備。

州及地方衛生官員協會(ASTHO)公共衛生準備高階
主管巴克(Gerrit Bakker)表示： 「以後見之明來看，先前
似乎太過短視，關鍵的問題應該是 『等輪到我時還會剩
下任何(口罩)嗎？或者如果我的州口罩庫存不足，我該怎
麼辦？』」

庫存有限反映出公共衛生系統資金不足的挑戰，公
衛系統為控制預算逐漸降低庫存量，並期待疫情發生時
私人產業能迅速供應；而且過去20年來，預算無法應付
愈來愈多的威脅支出，包括恐怖攻擊、天災和致命感染
疾病。

衛生及公共服務部(HHS)上週表示，國內有 1200 個
N95口罩和3000萬個手術口罩庫存，跟國家估計嚴重大
流行出現時所需的35億個口罩相距甚遠，目前庫存僅達
1 %需求。

HHS上周宣布預計未來18個月要採購5億個N95口
罩，政府為了刺激私人企業生產，還保證就算疫情過後
醫院取消訂單，政府還是會埋單。

爆發新冠肺炎疫情之前，HHS估計為目前的財政年
度支出6億2000萬元的支出預算。不過分配有限預算購買
儲備用品卻充滿爭議；比雷爾(Greg Burel)過去12多年來
擔任政府庫存的主管，他不後悔將預算拿來採購救命藥
品，他說不這麼做製造商可能停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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餓波太久狀態未足
伍家朗全英賽首圈出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浩然）本年度全英
羽毛球賽於11日展開正賽，其中香港代表伍家
朗（Angus）面對日本球手西本拳太以局數0：2
遭淘汰。

根據目前形勢，伍家朗大有機會取得奧運
入場券，但由於之前多場比賽因疫情關係取
消，Angus日前亦坦言有“餓波”感覺，並對今
次全英賽感到興奮：“德國賽取消令我有點失
望，由於太久沒有落場，現在真的很期待比
賽。”首圈賽事面對日本的西本拳太，伍家朗
首局發揮平平，在一直落後的環境下未能找到

後來居上的方法，以18：21先輸一局。到第二
局，伍家朗依然未能提升狀態，相反西本拳太
越打越順，中段一度大幅領先至11：4，最終贏
21：15取得晉級權。

國家隊首日亦有多位名將登場，其中首席
混雙組合鄭思維/黃雅瓊，面對印度的Pranav
Chopra/Nelakurihi Sikki Reddy組合雖一度被追
平，但最終仍以局數2：1過關；女單陳雨菲同
日面對韓國的安洗瑩，亦順利以局數2：1晉
級；男單陸光祖則局數2：0輕取泰國的Kanta-
phon Wangcharoen。

正在國家體育總局訓練局內集訓備戰東
京奧運會的運動隊進入最後衝刺階段。由於
目前處於新冠肺炎疫情時期，為幫助長期封
閉集訓的運動員們緩解壓力、放鬆心情，在

國家體育總局訓練局的提議下，中國桌球協
會與北京星牌偉業體育用品有限公司協調溝
通，僅用一天時間4張星牌中式桌球桌便運
抵訓練局。

目前，女排、跳水、舉重、游泳、羽毛
球、體操和田徑等多支國家隊正在國家體育
總局訓練局內封閉集訓，備戰東京奧運會。
國家體育總局訓練局聯繫到中國桌球協會，
希望中桌協能夠幫助安排桌球桌等事宜，以
便運動員們在訓練局內能放鬆心情，做到訓
練與放鬆張弛有度。

在中國桌球協會的溝通協調下，北京星
牌偉業體育用品有限公司積極響應，快速佈
置任務，立刻調撥優質桌球桌，安排專業的
技術人員，並協調車輛運輸。僅用一天時間
他們便將4張星牌中式桌球桌安裝完畢，運
抵國家體育總局訓練局。 ■新華社

中桌協攜星牌助國家隊備戰奧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浩然）東南亞

職業籃球聯賽（ABL）賽會11日宣佈，基
於公眾健康考慮，東方龍獅12日作客吉隆
坡猛龍之常規賽將延期舉行。

騰飛之獅新援麥基於上周五作客吉隆
坡猛龍比賽首度登場，惟由於此子月初
（3/3）曾與新冠肺炎法籍確診患者乘搭同
一航班，由土耳其伊斯坦布爾飛赴新加
坡，故比賽翌日（7/3）返回新加坡時即被
衛生部門隔離，直至下周二（17/3）為
止；麥基暫時未出現任何疑似症狀或不
適，而曾與其接觸之騰飛之獅及猛龍職球
員、ABL賽會職員等賽後亦按世界衞生組
織（WHO）、美國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
（US-CDC）和新加坡衛生部門指引，接
受48小時監測，同樣未有任何症狀。不過
賽會為安全起見，仍決定將香港東方作客
猛龍之賽事延期。

至於原定本月底（27/3）香港東方作
客新加坡騰飛之獅是否須延期舉行，仍有
待賽會進一步落實。

東
方
ABL
作
客
猛
龍
之
戰
延
期

上一次在
奧運拳

擊項目有香港拳手亮相已經是1964年，當時曹星
如師公羅漢北被看淡下爆冷躋身16強，相隔56年
曹星如在重傷康復後決定放棄讓他揚名立萬的職
業拳擊，追逐前輩身影希望在奧運賽場上再次為
香港拳手爭光，可惜成功殺入8強的他始終無法
再進一步，繼上場不敵世界冠軍薩米夏利諾夫無
緣4強後，今仗於名次賽亦黯然落敗，未能以亞
大區前六名的身份直入東京奧運。

Rex：打得這麼差很對不起
名次賽面對伊朗拳手薩巴卡殊，年長13歲的曹

星如首回合未有主動搶攻選擇與對手遊鬥，雖然多
次成功閃過攻擊，不過中段一次與對手搏槌時卻被
連番擊中，其後曹星如雖有反擊命中但仍免不了處

於落後。薩巴卡殊雖然年僅19
歲，不過在業餘拳壇經驗卻不少，他曾在2018年

的世青賽奪得第5名，今年亦試過在土耳其賽事中
奪冠，8強前因眼角受傷棄權的他明顯為了今場而
留力，次回合雙方互有攻守不過仍以薩巴卡殊處於
上風；到最後一回合分數有優勢的薩巴卡殊則未有
與曹星如作正面交鋒，不斷遊走成功將領先優勢保
持到最後，並被判以5：0勝出。賽後留下男兒淚的
曹星如坦言今仗發揮在水準以下：“自己太心急搶
攻，防守、步法都好亂，尤其是被打中後更難保持
冷靜，自己還有很多東西需要學習，打得這麼差很
對不起。”

雖然在亞大區資格賽失望而回，不過曹星如的
奧運夢還未絕望，5月13至14日於巴黎舉行的世界
區資格賽將是他躋身東奧尾班車的最後機會，但屆
時曹星如將面對來自世界各地的強勁對手，難度比
亞大區資格賽只高不低，曹星如勢將面對更嚴峻的
考驗。

東京奧運拳擊亞洲及大

洋洲區資格賽已經結束，距

離奧運門票只差一步的曹星

如（Rex）始終未能跨過最

後一道門檻，於男子羽量級

名次賽不敵伊朗19歲拳手薩

巴卡殊，無緣以亞大區前六

的身份直接晉身奧運，只能

寄望在 5月舉行的世界區資

格賽創造奇跡。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

不 敵伊朗 19 歲拳手 無緣取得奧運入場券

爭最後機會
爭最後機會曹星如5月
戰資格賽

■■曹星如曹星如（（右右））奮力應戰奮力應戰。。
Olympic ChannelOlympic Channel直播截圖直播截圖

■曹星如（右）與團隊商討戰術。Olympic Channel直播截圖■■裁判宣佈曹星如裁判宣佈曹星如（（左左））落敗落敗。。
Olympic ChannelOlympic Channel直播截圖直播截圖

■■桌球桌運抵國家體育總局訓練局桌球桌運抵國家體育總局訓練局。。
中國桌球協會圖片中國桌球協會圖片

■■伍家朗表現平平伍家朗表現平平。。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東京奧組委執委會委員高橋
治之日前表示，考慮到目前新冠
肺炎疫情的影響，將東京奧運會
推遲一到兩年舉行是比較現實的
選擇。但東京奧組委此後發表聲
明，稱奧運會將在7月24日按時

開幕。
在接受美國媒體採訪時，東京奧組委執

委會的25名執委之一的高橋治之表示：“我
覺得東京奧運不會取消，它將會推遲舉
行。”他指出，取消比賽或讓比賽在沒觀眾
下舉行，都會造成巨大經濟損失。他認為，
推遲不到一年的時間是困難的，因為它會與
全球很多重大體育賽事的舉辦時間發生衝
突，例如美國的棒球、美式橄欖球、籃球以
及歐洲的足球。他建議將比賽推遲兩年舉
行，這是最容易的選擇，因為一年後，現在
已經規劃好的其他體育賽事幾乎已經完成。

有分析家認為，鑒於目前歐洲和美國的疫情
有加重的趨勢，東奧會按時舉辦看來已經是非常
困難的事情。不過，東京奧組委11日發表聲明稱，
並不知道高橋治之的建議，同時再次強調，奧運
會將在7月24日按時開幕。 ■新華社

■■希臘古奧林匹克希臘古奧林匹克1111日進行聖火採集儀式綵排日進行聖火採集儀式綵排。。
路透社路透社

2020年3月12日（星期四）5 新聞體
育

■責任編輯：凌晨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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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海內外觀眾提供權威的健康醫藥資訊。

▲ 節目截圖

節目介紹：
《中華醫藥》欄目是中國電視媒體中唯一一檔向海內外傳播中國傳統
醫藥文化的大型電視健康欄目。欄目以“關愛生命健康，服務全球華
人”為宗旨，為海內外觀眾提供權威的健康醫藥資訊，在全面反映中
華傳統醫學博大精深的同時，也關註當代中華醫學對世界的貢獻。

本期節目：《中華醫藥》正骨理筋祛骨傷：頸椎腰椎病為何越來越多

播出時間：
每個週五晚19點30分。 ▲ 節目截圖

《中華醫藥》精彩
節目介紹

3/9/2020 -3/15/2020

美中時間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SUN.

9 10 11 12 13 14 15

00:00-00:30

00:30-01:00

01:00-01:30 中國緣  (重播) 生活 (重播)

01:30-02:00 生活 (重播)

02:00-02:30

02:30-03:00

03:00-03:30

03:30-04:00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04:00-04:30

04:30-05:00

05:00-05:30

05:30-06:00 中國緣  (重播) 

06:00-06:30 洋言洋語 (重播) 生活 (重播)

06:30-07:00

07:00-07:30

07:30-08:00

08:00-08:30

08:30-09:00

09:00-09:30

09:30-10:00

10:00-10:30

10:30-11:00

11:00-11:30

11:30-12:00

12:00-12:30 記住鄉愁 (重播)

12:30-13:00 洋言洋語 (重播)

13:00-13:30 中國緣  (重播) 

13:30-14:00 生活 (重播)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14:00-14:30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記住鄉愁

14:30-15:00 記住鄉愁 (重播) 洋言洋語

15:00-15:30

15:30-16:00

16:00-16:30

16:30-17:00

17:00-17:30

17:30-18:00

18:00-18:30

18:30-19:00

19:00-19:30

19:30-20:00 中國緣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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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0-22:30 記住鄉愁 (重播)

22:30-23:00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23:00-23:30

23:30-00:00

電視台保留變更節目權利，以實際播出為準。 Updated as: 3/6/2020

美南新聞聯播 (直播)

中國輿論場  (重播)

中國輿論場

中國地名大會

國家回憶

中國地名大會  (重播)

中國文藝

海峽兩岸

今日關注

中華醫藥  (重播)

Southern Television 15.3             2020年3月份 電視頻道節目表

中國文藝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美南大咖談  (重播) 幸福來敲門

今日亞洲

今日環球央視國際新聞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幸福來敲門  (重播)

美南大咖談 (重播)

體育報導 (直播) 中華醫藥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今日關注 (重播)

今日亞洲  (重播)

遠方的家 (重播)

美南大咖談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海峽兩岸 (重播)

體育報導 (重播)幸福來敲門 (重播)

中國輿論場

中華情  (重播) 遠方的家 (重播) 體育報導 (重播) 中華醫藥  (重播)國家回憶  (重播)

中國輿論場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今日亞洲 (重播)

國家回憶  (重播)

中國輿論場  (重播)

中國文藝 (重播)

中華情 遠方的家

中華情 (重播)

中國文藝 (重播) 國家回憶 (重播) 幸福來敲門 (重播)

體育報導 (重播) 中華醫藥  (重播)

中國地名大會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海峽兩岸 (重播)

今日關注 (重播)

中國地名大會  (重播)

中國文藝  (重播)

幸福來敲門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直播)

今日關注

海峽兩岸

今日亞洲

美南大咖談  (重播)

中華情  (重播) 遠方的家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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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五       2020年3月13日       Friday, March 13,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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