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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網企業“花式”復工
度”和“日報制度”，並開通 VPN 賬號
，支持遠程辦公。齊聚科技 CEO 汪海濱
表示，公司在內部群發布了《新型冠狀
病毒防控知識手冊》《疫情應急預案》
等資料，指導員工科學防護。同時，采
購大量口罩、酒精等防護物資，加大對
辦公區域的消殺力度。公司還建立了員
工健康檔案，保障員工動態有檔可查、
有跡可循。

眼下，疫情防控形勢正呈現出積極
向好態勢，各地區、各行業紛紛加快復
工復產步伐。對於互聯網企業來說，遠
程線上辦公已經成為復工復產的首選模
式。同時，各企業還充分利用自身技術
優勢，開放平臺資源，助力上下遊及相
關企業盡快恢復正常運營。
做足準備保安全
“作為壹家行業領先的互聯網文化
娛樂產業集團，我們壹直執行‘能遠程
就遠程’的復工復產原則。實際上，從
2 月 3 日起，我們就已經復工了，不過采
用的是遠程辦公模式。”完美世界負責
人力資源管理高級副總裁林蔥郁在接受
經濟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截至 2 月 29
日，公司復工率已接近 100%。
據林蔥郁介紹，根據各板塊業務特
點，公司可以遠程辦公的部門至今仍保
持線上辦公方式，如有特殊原因需要回

公司處理事務，則盡量迅速處理，事畢
立即離開。
林蔥郁表示，為提高員工辦公效率
，在技術上，完美世界采用了業界領先
的安全架構與 VPN 雙方案，滿足遠程辦
公需求；在流程上，強化溝通機制，如
建立工作群組、推廣視頻會議、完善
“日”報“日”結(每日晨會匯報工作計
劃、晚上匯報工作進度及結果)制度等，
力爭提高溝通效率，使項目進程的每個
環節即時同步。
“鑒於程序研發等特殊工種要求，
有壹部分員工確實需要在公司辦公，這
部分關鍵崗位人員約 400 人。”林蔥郁
表示，對於這部分員工，公司按“能錯
峰就錯峰”原則，采用 AB 班方式。
互聯網百強企業齊聚科技也秉承類似
思路。他們根據互聯網行業企業工作場
景靈活的特點，組織全體員工“線上辦
公”。同時，啟用“每日工作量核定制

即時溝通好協同
北京市民余女士供職於北京字節跳
動科技有限公司(今日頭條、抖音等產品
母公司)。早在 1 月 27 日，她就通過遠程
辦公方式返回了工作崗位。
“我們早就習慣遠程線上辦公了。
對我們來說，在家辦公的工作效率與到公
司辦公差別不大。唯壹不同的是我們首次
有5萬多人同時在家辦公的情況。”
5 萬多人同時在家辦公，還得保證
工作 效 率 不 降 低 ， 字 節 跳 動 靠 的 是
“ 飛 書 ”。據了解，飛書是字節跳動
自主研發的壹款辦公套件產品，能夠
實現共享文檔、音視頻會議等各項辦
公功能。
字節跳動副總裁、飛書負責人謝欣
表示，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飛書還加
緊開發了壹些新功能，包括“健康報
備”“線上辦公室”等。其中，“健康
報備”功能不僅可以提供數據收集服務
，還連接了機器語音設備，提醒員工每
日填寫健康信息。如果有人沒有及時填

寫，語音設備就會反復提醒、加急提醒
。“線上辦公室”則能夠通過實時語音
功能，高度模擬辦公室環境。打開“線
上辦公室”功能後，同壹個團隊的成員
可以隨時語音溝通，極大地提高了遠程
辦公的溝通效率。
2 月 24 日，飛書宣布向全國所有企
業和組織免費開放，幫助企業應對當前
的困難，助力企業遠程復工。目前，已
有不少企業用上了飛書。
除了字節跳動，另壹家企業——阿
裏巴巴旗下的釘釘也推出了線上服務。
釘釘於 1 月 25 日發布“在家上課”計劃
，同時還啟動了在家辦公指南、員工健
康；1 月 29 日，為滿足企業組織、教育
醫療和政府機構在線辦公需求，釘釘緊
急開發出員工健康功能，使組織管理在
線化、數字化程度更高；釘釘還免費開
放了百人視頻會議功能，向 1000 萬家企
業免費開放全套在家辦公系統，助力企
業加快復工復產。
賦能產業鏈復工
近期，許多地方出臺政策鼓勵招
聘 、 幫扶就業，不少企業招聘工作也陸
續啟動。
記者從互聯網生鮮電商平臺美菜網
獲悉，疫情期間，美菜網發布招募信
息，面向全國 40 座城市招聘 6000 名司機
、4000 名倉配分揀員。同時，公司還將
繼續開展“春風計劃”，面向全國應屆
畢業生招募 3000 名技術與商務等領域的

員工。
美菜網首席人力資源官劉軍表示
，受疫情影響，家庭食材配送呈現出
用戶數量快速增長、消費需求集中爆
發的情況。美菜網最新數據顯示，最
近壹周，美菜商城家庭/個人註冊人數
同比增長 400%，下單用戶數同比增長
500%。針對這壹情況，美菜網加強人
手調配，號召員工盡快返崗。此外，
平臺還緊急招聘了 2500 名倉儲物流員
工應對壓力。
受疫情影響，線下培訓基本陷入停
擺。為幫助線下培訓機構更好轉型線上
服務，愛學習教育集團於 1 月 23 日便組
織起超過 800 名老師、460 位產研工程
師 、500 位客戶運營支持人員。經過連
夜奮戰，他們於 1 月 31 日上線了操作簡
易、功能豐富互動多的直播平臺，並向
教育培訓行業全面開放。愛學習集團總
裁李川表示：“疫情結束前，所有合作
機構都可以免費使用愛學習在線平臺，
目前該平臺已經累計幫助超 1 萬家教育
培訓機構成功轉型線上。”
線下手機門店最近也遇到了困境。
二手交易平臺“轉轉”聯合創始人、副
總裁相昌峰介紹說：“我們從 2 月 1 日起
就與平臺上規模較大的渠道商、供貨商
保持高頻溝通。了解到上下遊中小商戶
普遍面臨貨源緊缺、資金吃緊等問題
後，‘轉轉’及旗下 B2B 二手交易平臺
‘采貨俠’迅速出臺壹系列新規，助商
家復工復產渡過難關。”

智能互聯網或將產生 數倍於移動互聯網的機會
綜合報導 疫情催生了新場景下的新需求，機
器人替代酒店服務人員送餐、送物品；無人車在疫
區配送水果蔬菜；AI、AR 等黑科技協助快速測溫
……智能互聯網正在產生數倍於移動互聯網的機會
，科技與行業結合帶來的勢能開始顯現。
“智能互聯網的想象空間非常大，我們把智能
互聯網的脈絡分成了 5 大關鍵的技術，最前端就是
IoT,即萬物互聯，這也是智能互聯網的典型特點，
萬物互聯不能簡單理解為 IoT, 它意味著實時在線
、實時工作。它收集到的數據，是由人工智能來進
行分析和處理的。第二個是邊緣計算，其中 5G 是
壹個關鍵的基礎性支撐技術，將 IoT 設備和‘雲’

連接起來。第三個技術是‘雲’，未來所有的軟件
將呈現雲化趨勢。第四個技術是大數據，企業第壹
波浪潮是 IT 的基礎信息化，誕生了 SAP、Oracle 這
些以信息化為突破的超級巨頭公司。第五個技術就
是人工智能。”聯想集團副總裁，聯想創投集團合
夥人宋春雨在接受科技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在第
二波的企業數字化、數據化浪潮下，也會出現類似
SAP 和 Oracle 的新巨頭。
近日在網絡上，有網友提問，因為第壹波投資
基本結束，人工智能技術是不是已經到頭了？“我
們團隊最近分析的結果顯示：人工智能對於行業的
滲透，還有非常多新的商業模式，等待優秀的創業

者去挖掘。”宋春雨說，智能互聯網仍有巨大的投
資機會，“我們依然把人工智能作為壹個非常重要
的價值點。智能互聯網的核心技術，並不是單壹作
用，而是共同作用的，我們判斷壹個優秀的公司的
標準是要具備這些核心變量的基礎能力。”
在疫情期間，宋春雨團隊對智能互聯網的脈
絡進 行 梳 理 和 研 究 。 “ 行 業 分 析 讓 我 們 更 加 堅
信 ，智能互聯網將產生數倍於移動互聯網的機
會。在移動互聯網時代，用戶通過智能手機來上
網，而智能互聯網時代是壹個萬物互聯的時代，
創造的 IoT 設備數應該是幾千倍於移動互聯網時
代。”宋春雨說。

移動互聯網時代促進了智能手機及上下遊
行業的發展，包括基於智能手機的移動生態
APP 等 。 “ 但 智 能 互 聯 網 時 代 並 不 只 是 對 消 費
領域產生影響，對各行各業都是巨大的賦能，
比如交通出行領域的無人駕駛、生活場景中的
智能家居、工業環境下的機器人等等。”宋春
雨說，再比如，呼叫中心，目前全球可能有上
百萬人從事呼叫中心業務，這些領域未來也會
被機器人介入。
有業內人士表示，如果說移動互聯網的紅利隨
著智能手機的普及，已經到了紅利的盡頭，那麽，
2020 年就是智能互聯網的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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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政府正為可能會持續長達18個月的新冠病毒大流行做准備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美國
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獲得的一份
報告顯示，自第一例美國新冠病毒病
例以來近兩個月，聯邦政府正在為可
能持續長達 18 個月或更長時間的新冠
病毒大流行做准備，並“包括多波疾
病”（multiple waves of illness）。
由于美國的疫情沒有絲毫放緩的
迹象，醫院已經對供應迅速消失發出
了警報：在短短 24 小時內，病例猛增
了 40％以上。
美國政府本周宣布，它將幫助彌
補潛在的醫療供應短缺，並部署兩艘
遊輪醫院來幫助提高醫療能力。
近 9000 名美國人新冠病毒測試陽
性，至少有 149 人死亡。
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在周叁的新
聞發布會上說：“從某種意義上說，
我認為這是戰時總統。” “我的意思
是，這就是我們正在努力的目標。這
裏的處境非常艱難。”
在美國死于新冠病毒的人中包括
一名前消防員和一名退休的魔術師。
為了減緩病毒的傳播，本周全國
各地的州長采取了嚴厲措施，例如關
閉學校，將酒吧和餐館轉變為僅外賣
服務，並禁止群衆集會。
加利福尼亞的一些城市領導人，
包括率先制定此類政策的舊金山市長
倫敦·布雷德已指示其居民“就地庇
護” 並僅在絕對必要時才離開家。
大約有 1000 萬居民受到了這一命
令。索拉諾縣（Solano county)是最新

加入灣區其他縣實施該命令的縣，該
縣告訴居民保持原狀直到 4 月 7 日。
“我們正在認真對待這場健康危
機，在保護我們的社區的同時，仍然
確保我們縣的主要部分能夠正常運轉
，並努力減輕工人和企業的沉重負擔
，”索拉諾縣公共衛生官 Bela Matyas
博士在一份聲明中說。
但是在美國的許多社區，這種負
擔已被證明是沉重的，一些醫院表示
，醫療設備和設施短缺，用不了幾天
。
聯合生為口罩
Phoebe Putney Health Systems 總
裁兼首席執行官斯坦納（Scott Steiner) 告訴 CNN，在佐治亞州西南部，
醫院只剩下叁天的口罩。
他說：“我們已經經曆了五個月
的時間，現在不到一周的時間便有了
六個月的物資供應。” “而且我們正
在爭先恐後。”
為了延長供應時間，斯坦納說，
一組工作人員正在聯合生為口罩。
他說：“這是手術用床單，這是
我們自己生為的。” “我們制造了大
約 3,000 件。我們相信可以制造出 200,
000 件。這將需要數周的時間，但這
是我們必須要做的，因為我們不知道
下次發貨的時間。 ”
來自全國各地的類似自制用品的
故事正在湧入
普羅維登斯聖約瑟夫健康中心
（Providence St. Joseph Health） 的 首

席臨床官兼執行副總裁艾米·康普頓·
菲利普斯博士（Amy Compton•Phillips）周叁表示：“實際上，我們的個
人防護設備只能用到半天。” “我們
幾乎絕望了，一直在尋找每個角落，
試圖找到我們需要的防護設備。”
她說，通常情況下，這些醫院每
年總共要戴 250,000 個口罩。在今年
的叁個月中，一家醫院已經用到 25 萬
個口罩。
菲利普斯說：“因此，需求的增
加遠遠超過了供應。”因此，醫院正
在訴諸自己制造設備。
“我們實際上將要提出向 1 億個
口罩挑戰，並計劃如何設計和制造口
罩，以便您可以在這制造。因為我們
需要做些事情，而且我們知道全球供
應鏈是緊密相連的現在，”她說。
國家采取措施應對短缺
官員說，金縣是美國首批暴發疫
情之一，他們正在足球場建立臨時醫
院。該足球場將給該縣增加 200 張醫
療病床。衛生官員估計該國需要約
3000 張床。
華盛頓州 Shoreline 市的新聞稿說
：“這是一個迅速發展的局勢，需要
采取迅速果斷的行動。” “該縣正為
解決該地區對醫院病床的日益增長的
需求而努力，（目前）正在准備帳篷
和其他基礎設施。”
在馬裏蘭州，衛生官員正在努力
增加至少 6,000 張醫療床位。
馬裏蘭州州長拉裏·霍根（Larry

Hogan） 周
叁說：“我
們擔心醫院
的病床，容
納人數，處
理諸如個人
防護設備和
呼吸機等問
題。” “每
個州長都在
采取獨立的
行動，他們
認為這是挽
救本州人民
生命所必需
的，這是我們大家都采取的前所未有
的行動。”
在紐約，州長安德魯·庫莫（Andrew Cuomo）說，這種病毒應該在
45 天達到峰值，並要求再增加 110,000
張病床。
他本周早些時候對 CNN 的克裏
斯·庫莫（Chris Cuomo）表示：“他
們都在談論如何平緩曲線。” “我看
不到曲線。我看到波浪。而且波浪將
在醫療保健系統上破裂，並且……將
是海嘯。”
該州已經可以容納 3,000 名呼吸
機，但 Cuomo 表示這還遠遠不夠。
諾斯威爾健康公司總裁兼首席執
行官邁克爾·道林（Michael Dowling
）被紐約州州長任命為領導醫院急診
團隊的成員。他說，他想購買多達
500 台呼吸機，每台機器的成本可能
高達 20,000 至 40,000 美元。同時，由
于呼吸機需求突然增加，制造商表示
很難跟上潮流。
漢密爾頓醫療公司 MarCom Ventilators 團隊負責人 Kathrin Elsner 說：
“這超出了我們目前所能提供的。”
Elsner 說，該公司在過去幾周內已經
收到數百份訂單和要求。
同時，美國各地規模較小的鄉村
醫院病床通常不超過 25 張，只有一台
呼吸機，如果發現病例激增，可能會
被迫將患者轉移到較大的醫院。
國家農村衛生協會首席執行官艾

倫·摩根說：“那是美國的農村，您
的高收入人群中有大量低收入、高健
康需求的人。因此，如果您要在農村
社區中建立集群，那將很快變得糟糕
。”
關于病毒還有很多未知
盡管對美國人，醫療保健系統和
世界各地的社區未來幾個月的發展會
有所預測，但美國一位高級衛生官員
表示，仍然有很多未知數。
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的安東尼·
福西（Anthony Fauci）博士在周叁晚
上告訴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說： “它
在不斷發展，我們每天都在學習越來
越多的東西。”
最近幾天，官員們開始強調年輕
人在病毒傳播的程度和速度方面可能
發揮的作用，敦促年輕人注意警告並
認真對待。
福西說：“同樣重要的是，您有
責任保護社會弱勢群體，這是社會的
責任。” “而且，有趣的是，不要讓
自己被感染，這是因為您需要確保自
己不會無意間將感染傳染給一個表現
不如您的人。”
最近的研究和馬薩諸塞州的一次
暴發指出了這樣一個事實，即感染但
無症狀的居民可能正在推動該病毒的
傳播，其速度超出了衛生官員的認識
。
“可能是千禧一代，我們最大的
一代，我們的後代，將在接下來的幾
十年中使我們度過難關：在這一群體
中，感染的數量可能會成比例，” 衆
議院冠狀病毒應對協調員懷特·德博
拉·伯克斯博士周叁表示。
她說：“因此，我將再次呼籲這
一代人……不僅呼籲你們注意指導中
的內容，而且還要真正確保你們每個
人彼此保護。” “我們無法在全國範
圍內繼續舉行這樣的大型集會，以使
下班後的人們大範圍地社交並傳播病
毒。
“然後，您就有可能將其傳播給
確實患有我們都不知道的疾病的人，
並導致他們遭受災難性的後果。”

敦煌植牙 牙周病專科

Dunhuang Periodontics $ Dental Implants PA

陳志堅
牙周病植牙專科醫生
Jennifer Chen
D.D.S.M.S

德州大學休士頓牙醫學院牙周病專科
上海第二醫科大學口腔學院牙醫博士
美國牙周病學會會員
國際植牙學會會員

Board Certified Periodontist
二十多年牙科臨床實踐經驗

接受老人各類牙科保險

激光牙周病治療
白牙
無刀片牙齦萎縮治療
$199
牙齦牙床植骨手術、美容
複雜植牙手術，併發症處理

最新E4D電腦制牙最新科技一次完成
三維X光機 全新激光治療機

www.drchenimplant.com

中國城診所

糖城診所 Delight Dental

9889 Bellaire Blvd., #322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
(713)995-0086

3524 Hwy 6 South
Sugar Land, TX 77478(大華超市旁)
(281)565-0255

drchenimplant@gmail.com

delightdental@gmail.com
D02_DUNHUANG 敦煌植牙_1234567B_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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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城廣場足療店 「Wei Foot Massage 」 健身防疫情
腳底按摩，
腳底按摩
，增強免疫力
增強免疫力，
，慶新張
慶新張，
，每小時僅
每小時僅$$15 元
「足療」 對我們健康的重要性，它不僅
可緩解疲勞，去痛止痛，還可治療頸椎
，腰椎，四肢麻木疼痛。並可去頭痛，
偏頭痛；放鬆心情壓力，增強免疫力；
促進體內排毒；幫助血液循環，足療、
腳底按摩是現代人預防保健最重要的選
擇，不僅可去除長期工作的辛勞，消除
心理的壓力，讓您在足療的過程中，重
新調整步履，迎向更重大的人生挑戰。
足療令您 「養精蓄銳」 ，重拾青春和滿

滿的精力。所謂 「預防勝
於治療」 !
「 Wei Foot Massage 」 的 地 址 ： 4899
High6 ,Ste 210 C, Missouri City, TX 77459, 預
約 電 話 ： 281-937-8000
， 或 上 網 ： www.
weifootrelax.com 預約。

位於糖城廣場二樓的 「Wei Foot Massage 」 。
（本報記者秦鴻鈞 ）在新冠疫情肆
虐之際，除了注意衛生，防範病毒感染
，提升個人的健康，增強免疫力，是對
抗病毒最有力的武器。
位 於 糖 城 和 Riverstone 交 界 處 的
「糖城廣場 」 最近十分紅火，不僅生意
人看好此地段,連買家們也趨之若鶩，尤

其近期糖城人更爭相走告，因為一家非
常 高 檔 的 足 療 店 「Wei Foot Massage
」 已在去年九月正式開張。該店不僅裝
潢精美，美崙美奐，還請到非常專業的
（多為男性）腳底按摩師父，讓保養您
的健康從腳開始。
經常作腳底按摩的人，都深深了解

圖為 「Wei Foot Relax 」 美崙美奐的室內
按摩床位。
按摩床位
。

（為食書生
為食書生）
）新榮記船小好航行 楊 楚楓
3 月 6 號起
號起，
，乃為期 9 天的一年一度的休市春
假 （Spring Break).筆者任職的美國校區
Break). 筆者任職的美國校區，
， 讓我們
教職員工及師生集體休閒。
教職員工及師生集體休閒
。 以往這段光景
以往這段光景，
， 大家
都會安排出外旅遊，
都會安排出外旅遊
， 或坐遊輪
或坐遊輪，
， 來欣賞碧浪帆影
。 或乘飛機
或乘飛機、
、 浮蕩在藍天白雲之上
浮蕩在藍天白雲之上。
。 或是自行駕
車 ， 駛進叢林深處
駛進叢林深處，
， 享受大自然的美景
享受大自然的美景。
。 可憐今
年鼠年，
年鼠年
， 時運不濟
時運不濟，
， 大相逕庭
大相逕庭，
， 難有往昔的情懷
，為的是旱世難見的新冠狀病毒
為的是旱世難見的新冠狀病毒，
，繼 2 月份橫掃中
國大陸之後，
國大陸之後
，3 月初已悄然走到美國大地上來
月初已悄然走到美國大地上來。
。際
此病毒肆虐時刻，
此病毒肆虐時刻
， 大眾原先預期的大大小小旅遊
計劃，
計劃
，都會忍痛被迫取消
都會忍痛被迫取消。
。作為美國第 4 大城市休
斯敦，
斯敦
， 亦受波及
亦受波及，
， 連有過百萬遊客到來參加歡樂
的 「牛仔節
牛仔節」」 （Rodel), 也要臨時中斷
也要臨時中斷，
，令休市廣

大各族民眾，痛心不己
大各族民眾，
痛心不己。
。
我不甘心閒賦屋中渡過這段春假。
我不甘心閒賦屋中渡過這段春假
。 因而選上
週三，
週三
， 夫妻二人從城外 Channal View 駕車駛入中
國城，
國城
， 先到 本頭公廟燃香參拜廟裏各路天神
本頭公廟燃香參拜廟裏各路天神，
，祈
求保祐唐人街早散疫情，
求保祐唐人街早散疫情
， 恢復 「 車如流水馬如龍
」 的昇平景像
的昇平景像。
。
繼而到附近的新榮記飯店中去，
繼而到附近的新榮記飯店中去
， 享受一頓豐
富的午餐。
富的午餐
。
舉步入內，
舉步入內
， 迎面而來歡迎我們的
迎面而來歡迎我們的，
， 是一向笑
容可掬的嫦姐，
容可掬的嫦姐
， 她就是該店燒烤師父陳定泉的胞
妹。這兩位飯店主角
這兩位飯店主角，
，共同掌控餐廳
共同掌控餐廳，
，嫦姐帶領 3
位女侍應，（
位女侍應
，（有兩位曾是珍寶大酒樓廳堂上的資
有兩位曾是珍寶大酒樓廳堂上的資
深員工）
深員工
） 招呼堂上食客
招呼堂上食客，
， 點餐送茶送水
點餐送茶送水。
。 陳師父

則穩守在燒烤鉆板一旁 ， 每有燒鴨
則穩守在燒烤鉆板一旁，
每有燒鴨、
、 燒肉
燒肉、
、 油雞
、 義燒
義燒、
、 鹵水豆腐
鹵水豆腐、
、 鹵水鴨翅等菜單傳來時
鹵水鴨翅等菜單傳來時，
，陳
師父便不慌不忙，
師父便不慌不忙
， 氣定神閒地揮舞起手中鋼刀
氣定神閒地揮舞起手中鋼刀，
，
斬點食材。
斬點食材
。 每次我們坐在榮記飯堂之內食餐時
每次我們坐在榮記飯堂之內食餐時，
，
都會見到陳師父不停地揮刀斬件，
都會見到陳師父不停地揮刀斬件
， 因為新榮記的
燒烤出品，
燒烤出品
， 不單止吸引鄰近民眾到來堂食
不單止吸引鄰近民眾到來堂食，
， 更引
來不少外賣。
來不少外賣
。 坦白而言
坦白而言，
， 在疫景影響下的近日
在疫景影響下的近日，
，
當然榮記的食客上座率也受到干擾，
當然榮記的食客上座率也受到干擾
， 但是它的外
賣服務，
賣服務
， 仍然是不過不失
仍然是不過不失，
， 那就難能可貴
那就難能可貴。
。 個中
原委，
原委
， 不用本書生多加唇舌
不用本書生多加唇舌，
， 爐香撲鼻
爐香撲鼻，
， 引人乘
廷三尺的燒肉、
廷三尺的燒肉
、 火鴨
火鴨，
， 是食客的至愛
是食客的至愛。
。 連我倆午
餐過後，
餐過後
， 也都要買上個 「 呵打
呵打」」 （order), 以作翌
日午餐之用。
日午餐之用
。

午飯過後，
午飯過後
， 離開榮記
離開榮記，
， 太太十分關顧我
太太十分關顧我，
，誏
我休息 ， 由她駕車回家
我休息，
由她駕車回家。
。 本週因為我放假關係
本週因為我放假關係，
，
似乎午睡感覺不大。
似乎午睡感覺不大
。 固在車廂之內
固在車廂之內，
， 遊目四看
遊目四看，
，
腦袋翻來翻去，
腦袋翻來翻去
， 六十分鐘的坐車時刻
六十分鐘的坐車時刻，
， 己把新作
詩句構思出來，
詩句構思出來
，恭錄下來
恭錄下來，
，供美南讀者參詳
供美南讀者參詳：
：
「 瘟神肆虐萬千哀
瘟神肆虐萬千哀！
！ 環宇淒然恨禍魁
環宇淒然恨禍魁。
。 慘霧
重重魔劫難，
重重魔劫難
， 愁雲漠漠毒徘徊
愁雲漠漠毒徘徊。
。 杏林春暖清風送
， 橘井晨曦瑞氣充
橘井晨曦瑞氣充。
。 大愛堅心同抗疫
大愛堅心同抗疫，
，弘仁奮力
共消災。
共消災
。
註 ： 橘井
橘井，
， 典出晉代葛洪
典出晉代葛洪《
《 神仙傳
神仙傳》
》 記有桂
楊人蘇仙公成仙前，
楊人蘇仙公成仙前
， 告其母
告其母，
， 明年有疫
明年有疫，
， 可取橘
葉井水，
葉井水
，以療疫疾
以療疫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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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care 有包含視
力年度檢查嗎？
力年度檢查嗎
？
(本報訊) 俗話說“眼睛是心靈的窗
戶”，視力對每個人都非常重要，所以
每年一次視力檢查不可省略。早發現，
早治療。
我們都知道，視力是會隨著年齡的
增長而減弱的，有時許多華人長輩抱著
“能省則省”的想法，在出現白內障、
青光眼等視力疾病而沒有早發現早治療
，最後等到視力喪失由他人照顧，卻讓
花費更高，家人也負擔更重。
而視力年度檢查有包括在 Medicare
保險內嗎?答案是”不”。配鏡驗光也

沒有。
在“Medicare and you”手冊中也明
確寫道“Eye exams related to prescribing
glasses that Original Medicare doesn’ t
cover.”那麼對於視力有問題的長輩們
，若額外加購視力保險開銷將更大，很
多人退休金已繳付了 B 部分(Part B)，實
在難以支撐另一份視力保險，而且買視
力保險有多種限制。
就像上文所說的，視力保險額外負
擔常讓許多長輩增加壓力，那麼，有沒
有更好的保險能具有“便宜，福利好”

又含視力保險的保障呢? 歡迎您來找我
們量身打造一份更完善、並專屬於您的
保單吧！
如對本文所述有何疑問，請與 「李
元 鐘 保 險 經 紀 公 司 John Lee Insurance
Agency」聯繫。 7001 Corporate Dr. Ste
201. Houston, TX 77036 (休斯頓華埠大
廈)， Tel: (832) 500-3228， E-mail:
houston@johnleeins.com， 微 信 或 Line
請加 johnleehoust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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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季搬家公司 價格便宜 品質保證
讓喬遷更省心 提供一流搬家服務

【本報休士頓報導】無論是個人或
是公司，當需要搬家的時候，因為面臨
全面性的變動，就需要找個可靠而專業
的搬遷團隊來協助，能夠省掉許多不必
要的麻煩，不用那麼操心。休士頓地區
的 四 季 搬 家 與 倉 儲 公 司 (All Seasons
Moving＆Storage)，在業界擁有三十二
年的搬家經歷，秉持一貫專業原則及可
靠的態度，在糖城和大休士頓地區贏得
良好的聲譽。
無論是家庭個人搬家、或是公司行
號、乃至於大企業喬遷，或者特殊搬遷
如：鋼琴、展場、繪畫等，四季搬家都
能圓滿的達成客戶的期待。在搬家過程
中雖然有諸多細節要注意，而四季搬家
訓練有素、專業的搬運工都會努力做到
，讓客戶盡可能減少搬遷過程的壓力。
四季搬家領有政府認證執照，提供
免費估價。公司有各種大小貨車，專門

長短途搬運，對需頻繁搬運的公司或個
人還有特別優待，同時，也優惠前往
Austin, San Antonio, Dallas 的搬運。
四季搬家與倉儲公司提供當天服務
，當天打電話，當天搬家，可以隨機應
變。當然，一般人都會事先準備，不會
當天才聯絡，不過，仍可看出四季搬家
與倉儲公司的調度能力強，可以彈性配
合客戶的需要。如果搬運的貨物暫時需
要儲存空間，四季搬家與倉儲公司也有
倉儲服務，安全的保存客戶的物品。
此外，有些民眾可能會需要一些特
殊的搬運，例如大型美術繪畫作品、各
類鋼琴、古董或其它需要額外保護的物
品，四季搬家與倉儲公司也提供服務，
幫助客戶安全地將鋼琴移至新的地點。
在過去，已經為許多個人、學校、大學
、教會、或專業鋼琴家等進行鋼琴的搬
遷。工作人員攜帶特別的設備和襯墊，

確保客戶的珍貴財產搬遷無損。
搬家應該注意的事項:
1.所有東西事先規劃、打包，小東
西不要零零散散的放著。
2.在所有的箱子上貼標籤，標明內
容物，最好分區，例如主臥室、主衛生
間、客房、書房、廚房等，標明¬一、
二、三、四等數字，等搬過去之後要歸
位會節省很多時間。
3.不用的東西趁機清掉，減少要搬
運的東西，把多餘或不用的捐出去，或
是來個車庫大拍賣(garage sale)，新家就
要有新的開始。
4.使用品質好的箱子包裝，不要隨
便包裝。質量好的包裝箱對物品的保護
有很大幫助，最終省的還是您的荷包。
5.使用旅行行李箱，把個人幾天之
內要用的東西放行李箱裡，搬過去後，

一方面會節省找貼身用品的時間，同時
也節省空間，節省運費。
6.不要忘了小閣樓和車庫裡的東西
，有些人常忘了要收拾自己的閒雜物品
，到最後反而花了更多的時間和金錢。
7.準備充足的箱子，會幫助您在打
包過程中更輕鬆，同時預留幾個箱子，
以備搬家當天最後一分鐘還有東西沒收
到。
8.用顏色色標分區。將您的新居的
每個房間指定一種顏色，例如廚房用黃
色，餐廳用橘色等，將顏色貼紙貼在包
裝箱子上，然後在新居中，把匹配的顏
色貼紙貼在每個房間的門上。這樣，搬
運人員就知道應該把東西放在哪裡，提
高搬運的效率。
9.同類的東西放在一起。
10.如果有含易碎物品，要在箱子上

清楚地標明，工作人員會額外謹慎的搬
運。
四 季 搬 家 與 倉 儲 公 司 (All Seasons
Moving ＆ Storage) 連 絡 電 話:(281)
903-7688、 832-867-5467， 或 上 網:
www.allseasonsmove.com。

副刊

开封古城墙的印记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历史。时光
流转，大浪淘沙，沧桑巨变，遗留下
来的就是最耀眼的珍珠，而城墙是一
个城市最珍贵、最耀目的名片。它就
像一本厚厚的史书，每一页都见证着
一座千年古城的风雨沧桑。
每天上下班我都要从城墙边上走过
，城墙根下悠闲的老人们在吹拉弹唱，
享受着生活的乐趣，这里是开封人休闲
娱乐的好去处。清晨，当东方出现第一
缕晨曦时，晨练的人们三三两两，或散
步，或打球，或唱戏，或抖空竹，或跳
广场舞。夜幕降临时，绵长的城墙顶上
灯火通明，犹如一条长长的星河。古老
的宫灯形状各异，闪烁着迷离的光，沧
桑中透着现代化的气息，古城就更加夺
目、更加迷人了。
几千年来古城墙犹如一道长长的屏
障，环绕着开封这座八朝古都。悠久
的历史，深厚的底蕴，斑驳的青砖，
让古城墙笼罩着一层神秘感。古城墙
上面到底藏着什么秘密呢？我的心中
一直充满着疑问，想要亲自上去看一
看，由于各种原因，这个美好的愿望
搁浅了，心中总有丝丝的遗憾、缕缕
的期许。

这个周末虽然天空中飘着绵绵春
雨，但并不能阻拦我游城墙的兴致。
我决定和爱人一起游一游日思夜想的
古城墙，揭开它的神秘面纱。把车停
在滨河路边，从城墙下缓步走过，阵
阵花香扑鼻而来，花香满衣，盈满心
怀，顿感心旷神怡。“当户种蔷薇，
枝叶太葳蕤。不摇香已乱，无风花自
飞。”四月蔷薇开得正旺盛，这儿成
片的蔷薇花儿开了，红的、粉的、白
的，色彩缤纷，铺满了花架，花骨朵
迎风舞动着，各色的蔷薇含笑吐蕊，
花儿惹得游人醉，引得蝴蝶翩翩起舞
，为城墙增添了几分动人的春色。
一段古老的城墙，就是一个城市
浓缩的历史，它无声地记录着王朝更
迭、金戈铁马、英雄豪情。它就像一
架桥梁，无言地连接着一座城市的过
去与未来。
开封城墙历史久远，最早的是在
2300 年前修筑的魏都大梁城城墙。战
国魏惠王为了实现控制中原的目的，
把都城由安邑迁到开封，并修筑了大
梁城，它是开封古城墙建筑的起始。
宋朝时开封城墙作为东京城的重要组
成部分，分为皇城、里城和外城。里

城不断得到增筑，规模宏大，气势雄
伟。因军事需要筑有著名的五门，即
西门、北门、曹门、宋门、南门。五
大门是城里连接城外的交通主干道，
城墙的各个路口修建的有小城门 13 处
，供人们通行。现开封城墙上部为清
代修筑，下部是明代修筑。1996 年被
国务院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从迎宾路古城墙的入口处开始登古
城墙，城墙顶上青砖铺地，白灰抹墙，
古色古香，透着历史的沧桑。一眼望去
，城墙如一条长龙，蜿蜒盘旋伸向远方
，似乎没有尽头。上面平坦而宽阔，五
六匹马都可以并行。公元 960 年北宋定
都开封，历时九代帝王 168 载，而城墙
对稳固大宋江山也曾立下了汗马功劳。
宋都又称东京，由外城、内城、皇城三
座城池相套的城郭。经元、明、清等朝
代的历史变迁，历经无数的战火和黄河
水的泛滥，屡次被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
。如今的城墙之下叠压着五层古城墙，
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特有的城摞城奇观，
它是仅次于南京城墙的中国第二大古代
城垣建筑。
漫步城墙上，仿佛走进了时光隧
道，历史场景清晰可见、触手可及。

用手轻轻
地抚摸着
那一块块
古老的青
砖，似乎
能感受到
它们的心
跳声，仿
佛看到了
宋代政治
家王安石
正在汴梁
城内挥斥
方遒，滔
滔不绝地
讲述自己
的变法主
张；仿佛
看到了宫
廷画家张
择端以城
门内外风
光为背景
，正挥毫泼墨，一气呵成千古名画
《清明上河图》；仿佛看到了著名文
学家苏轼漫步城墙，浅唱低吟“似花
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的千古
佳句；仿佛看到了老将宗泽正站在城
门之巅，镇定自若地指挥将士打好
“东京保卫战”的历史画面……
如今的古城墙远去了战火硝烟，
没有了杀气腾腾，有的是和平年代的
安逸、宁静。这儿有供人们休闲的咖
啡馆、修身养性的沁阳书院，利用人
防工事开设的城墙主题邮局，在这里
你可以给未来的自己写信，盖上邮戳
做永久的纪念。城墙之上时有鸟儿落
在道上，为古城墙标上动感的音符。
两旁古树参天，桐树、槐树居多，一
棵棵槐树开得正艳，白色的槐花似一
串串风铃，随风舞动着，似乎在诉说
着古城墙的辉煌过去。
城墙之上地势开阔，一块块方砖
整齐有序灰白相间，显示了古代劳动
人民的智慧。外侧有垛子，瞭望口和
射击口。不远处有一个像城堡一样的
建筑，看样子年代久远，上面留下斑
驳的痕迹，应该是古代储存军火的地
方。十几米远有一个三面有围墙的城

台，有长方形和半圆形两类，因外观
狭长如马面而得名，被人们称为马面
，其作用是守城士兵站在马面上从三
面御敌，使攻城者难以接近城下。这
儿向外望去视野开阔，是很好的瞭望
地。一座座形象逼真的雕塑，鲜活地
再现了当年战时的情景。有穿着铠甲
的将军目光炯炯地望着远方，拉弓射
击的士兵随时准备出击，还有一架架
栩栩如生的战车。
在角楼的地方是一处开阔的平台，
角楼始建于明代，建在城墙的转角处
，或方或圆，曾经的角楼亭子已消失
，但角台还在。《武经总要》是宋仁宗
时期编著的一部军事著作，里面记载的古
代的兵器多如牛毛，令人眼花缭乱，像木
牛车、尖头木驴、撞车、绞车、手射驽、
旋风五炮、蒺藜火球、檑石、三弓床驽
……古人用自己的智慧守卫着汴梁城，保
一方平安。神厌台是古代最有趣的守城方
式之一，木桶里装有排泄脏物，在敌兵攻
城时浇到他们身上，让他们因恶心而难以
攀登。瓮城是位于大城门内的小城，又称
“月城”，目的是为了避免城门直接暴露
在敌人的攻击之下，在城门内添筑城墙一
面，形成了一个面积不大的城郭，敌人如
果进入瓮城，就会遭到围攻，形成“瓮中
捉鳖”之势。
再往北走，过了西门城楼，有一段
玻璃栈道，透着玻璃能看到下面的黄土
。经过历史的洗礼，变得残缺不全。一
棵棵小草在顽强地向上生长着，似乎要
顶破玻璃栈道。看着脚下沾满历史气息
的黄土，似乎伸手就能触摸到那遥远的
过去。
站在古城墙上，抚摸着粗糙的砖
石，可以清晰地找到历史的印记。作
为一道军事防御系统的古城墙，现在
虽然已失去了最初的功能，但依然是
繁华盛世的汴京城最好的见证者，它
代表着一座城池的历史。它不仅仅是
一面墙，它也是开封人心中的一道永
远的钢铁长城，更是一种不屈不挠的
精神象征！
象征着一种特殊文化符号的开封
古城墙，是那样的宁静祥和，是那样
的古朴沧桑，犹如铺展在古城墙上的
满架蔷薇，那么的典雅端庄，散发着
一股股淡淡的幽香……

休城工商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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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活動中心緊急呼籲
捐助美國當地醫院等抗疫單位
新冠病毒在美國的廣泛傳播嚴重影響到了
我們的生活和健康，
我們的生活和健康
， 美國當地目前非常缺乏醫
護物資，
護物資
， 3 月 17 日 ， 美國副總統 Pence 號召建
築行業捐獻庫存 N95 口罩給醫院使用
口罩給醫院使用。
。
經過商量，
經過商量
， 中國人活動中心特向大休斯敦
地區的華人華僑發起征募，
地區的華人華僑發起征募
， 錢物均可
錢物均可。
。 歡迎捐
贈未開封的 N95 口罩
口罩，
， 一次性口罩
一次性口罩，
， 幹洗手液
， 一次性消毒濕巾等
一次性消毒濕巾等。
。 所有捐款將用於購買這

些醫療用品和收到的物品一起 ， 捐贈給休斯敦
些醫療用品和收到的物品一起，
的醫院，
的醫院
，警察局
警察局，
，消防站
消防站。
。
同胞們，
同胞們
， 請為幫助我們身邊的醫護人員
請為幫助我們身邊的醫護人員，
，
幫助我們的社區，
幫助我們的社區
， 幫助我們的城市
幫助我們的城市，
， 保護好我
們的家盡一份力！
們的家盡一份力
！
捐物者請送到中國人活動中心，
捐物者請送到中國人活動中心
， 地址如下
。 送貨前請預約好
送貨前請預約好，
， 電話
電話：
： (713
713)) 772
772-1133 或
者 (281
281)) 760
760-7666

中國人活動中心是非盈利機構 ， 您的捐款
中國人活動中心是非盈利機構，
是免稅的，
是免稅的
， 捐贈活動結束後我們會為您開出免
稅證明及公布所有捐款人姓名和捐款數額及捐
款用途。
款用途
。您的捐款方式見下
您的捐款方式見下：
：
中國人活動中心捐款付款方式：
中國人活動中心捐款付款方式
：
請在備註處註明支付人全名，
請在備註處註明支付人全名
， 支付項目以
便財務核對及張榜公布。
便財務核對及張榜公布
。
1. Chase Quickpay：
Quickpay： please send paypay-

ment to：
to： ccc.houston
ccc.houston95
95@gmail.com
@gmail.com
2. 支票付款請寄
支票付款請寄：
：
Chinese Civic Center
5905 Sovereign Dr.
Houston, TX 77036
Memo 處註明支付人全名
處註明支付人全名，
，支付項目
支付項目。
。
非常感謝！
非常感謝
！
中國人活動中心

民權領袖呼籲加州社區 「消毒防疫和主動參與人口普查
消毒防疫和主動參與人口普查」」
在新型冠狀病毒肆虐之際，
在新型冠狀病毒肆虐之際
， 除了健康安全
， 加州多元化社區參與美國人口普查仍然非常
重要
Pilar Marrero 報導
Ethnic Media Services
美國人口普查主動參與期從 3 月 12 日開始
， 少數族裔團體民權領袖齊聚一堂提醒社區
少數族裔團體民權領袖齊聚一堂提醒社區，
，
聯邦為了參與十年一次人口普查的民眾，
聯邦為了參與十年一次人口普查的民眾
， 提供
了許多法律和隱私保護的措施。
了許多法律和隱私保護的措施
。
民權領袖同時鼓勵民眾繼續透過電話、
民權領袖同時鼓勵民眾繼續透過電話
、網
路或郵寄方式 「 主動參與
主動參與」」 人口普查
人口普查，
， 並概述
他們接下來會向難以統計的社區進行哪些宣導
行動，
行動
， 還強調新冠肺炎
還強調新冠肺炎（
（COVIDCOVID-19
19）
） 緊急疫
情是 2020 年人口普查面臨的另一項挑戰
年人口普查面臨的另一項挑戰。
。
全國城市聯盟（
全國城市聯盟
（National Urban League）
League）
2020 人口普查資深顧問格林
人口普查資深顧問格林（
（Jery Green）
Green） 說
： 「 我們鼓勵我們的社區消毒防疫並主動參與
人口普查。
人口普查
。」
民權領袖強調，
民權領袖強調
， 大部分美國人現在都可以
在家主動參與人口普查，
在家主動參與人口普查
， 無須與人口普查員見
面。例如
例如，
，民眾可以上網到 https://
https://2020
2020census.
census.
gov/回答九個問題
gov/
回答九個問題（
（ 除了負責填寫問卷的人
除了負責填寫問卷的人，
，
家中其他成員只需回答七個問題），
家中其他成員只需回答七個問題
），也可以透
也可以透
過電話或郵寄的方式回答問卷。
過電話或郵寄的方式回答問卷
。
由於美國人口普查局收集的數據是分配資
源 、 公共服務資金
公共服務資金、
、 劃分國會
劃分國會、
、 州級立法選區
的依據，
的依據
， 多個組織已經進行大量的宣傳活動
多個組織已經進行大量的宣傳活動，
，
盡可能協助其社區參與人口普查。
盡可能協助其社區參與人口普查
。
領袖會議教育基金會（
領袖會議教育基金會
（Leadership ConferConference Education Fund）
Fund）宣傳主任林克
宣傳主任林克（
（Beth

Lynk） 表示
Lynk）
表示，
， 人口普查是美國面臨最迫切的民
權問題之一，
權問題之一
， 現在
現在，
， 美國每一個居民都有機會
確保所有社區獲得公平且完整的統計。
確保所有社區獲得公平且完整的統計
。
由於許多民眾擔心他們提供數據給人口普
查局會侵犯其隱私，
查局會侵犯其隱私
， 民權領袖提醒民眾
民權領袖提醒民眾，
， 這些
資訊有嚴格的法律保護。
資訊有嚴格的法律保護
。
亞 美 公 義 促 進 會 （Asian Americans AdAdvancing Justice）
Justice）主席楊重遠
主席楊重遠（
（John Yang）
Yang）指
出 ， 規範美國人口普查數據使用的法律
規範美國人口普查數據使用的法律，
， 是美
國在保護個人隱私方面最嚴格的法律。
國在保護個人隱私方面最嚴格的法律
。
美國亞裔人口有許多無證移民和不同身份
的家庭，
的家庭
， 他們對政府的不信任可能會影響統計
結果。
結果
。根據規定
根據規定，
，在 4 月 1 日之前
日之前，
，居住在美國
的每一個人都必須被統計，
的每一個人都必須被統計
，包括無證移民
包括無證移民。
。
楊重遠說：
楊重遠說
： 「 美國法典第 13 篇 （Title 13
of the United States Code）
Code） 的保密條款規定
的保密條款規定，
，
人口普查數據只能作為統計用途，
人口普查數據只能作為統計用途
， 政府不得將
其作為任何其他的用途，
其作為任何其他的用途
， 更重要的是
更重要的是，
， 人口普
查局及其員工不得以任何理由，
查局及其員工不得以任何理由
， 向任何其他政
府單位或官員洩露人口普查數據。
府單位或官員洩露人口普查數據
。」
部分人口普查收集的資訊必須封存 72 年不
得公開，
得公開
， 包括個人
包括個人、
、 企業或組織的名稱
企業或組織的名稱、
、 地址
和電話號碼。
和電話號碼
。 另一層法律則禁止以任何方式使
用人口普查數據對個人不利。
用人口普查數據對個人不利
。
楊重遠指出，
楊重遠指出
， 他們以多種語言提供諮詢熱
線給亞太裔社區使用，
線給亞太裔社區使用
， 電話是 844
844-2020
2020-API
-API
或 844
844-202
202-0204
0204。
。
格林表示，
格林表示
， 隱私也是非裔社區擔心的問題
，他們 90 個附屬單位正在努力向社區居民保證
數據的安全性，
數據的安全性
，並強調參與的重要性
並強調參與的重要性。
。

格林強調：
格林強調
： 「 我們正在努力確保包括移民
在內的非裔人口的經濟 、 政治或公民權利不會
在內的非裔人口的經濟、
受到損害，
受到損害
， 因為這個代價實在太高
因為這個代價實在太高。
。 請到網站
makeblackcount.org 了解更多關於我們的工作
。」
美國原住民全國大會（
美國原住民全國大會
（External Affairs for
the National Congress of American Indians）
Indians）
對外事務副會長麥道斯（
對外事務副會長麥道斯
（Lycia Maddox）
Maddox） 表示
， 全美部落為了對抗新冠病毒
全美部落為了對抗新冠病毒，
， 已經對其土地
實施了進出限制，
實施了進出限制
，因此面臨了特殊的挑戰
因此面臨了特殊的挑戰。
。
麥道斯說：
麥道斯說
： 「 這些社區大部分都沒有網路
和寬頻管道來主動參與人口普查，
和寬頻管道來主動參與人口普查
， 新的安全措
施也使人口普查員無法登門拜訪，
施也使人口普查員無法登門拜訪
， 也會延誤郵
件的寄出。
件的寄出
。 不過
不過，
， 我們和其他組織正在想辦法
增加宣導和廣告。
增加宣導和廣告
。」
全國西語裔民選及任命官員協會（
全國西語裔民選及任命官員協會
（Nation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Latino and Elected Officials，
Officials，
簡稱 NALEO
NALEO）
） 人口普查主任艾斯柯貝多
人口普查主任艾斯柯貝多（
（Li
Lizette Escobedo）
Escobedo） 呼籲西語裔居民撥打西班牙
語 和 英 語 的 雙 語 熱 線 877 ELCENSO 或 877
352352
-3672
3672，
，會有人員回答民眾問題
會有人員回答民眾問題，
，並監督是
否發生詐騙或虛假訊息的情況。
否發生詐騙或虛假訊息的情況
。
NALEO 訓練了 3500 位人口普查大使
位人口普查大使，
，協
助 15 州西語裔社區的民眾填寫問卷
州西語裔社區的民眾填寫問卷，
， 並針對
2010 年被嚴重漏計的西語社區和四歲以下幼兒
，推出兩個全國性的宣傳活動 「Hágase contar
」 「Hazme
「Hazme contar」
contar」 。
其他付費媒體宣傳活動則提醒民眾，
其他付費媒體宣傳活動則提醒民眾
， 人口
普查絕對 「 不會問公民身份問題
不會問公民身份問題」」 ， 以及向民
眾說明數據隱私和網路安全問題。
眾說明數據隱私和網路安全問題
。

另外還有一項針對說英語為主的西語裔千
禧世代民眾製作的宣傳活動 ， 已於兩個月前推
禧世代民眾製作的宣傳活動，
出。
艾斯柯貝多說：
艾斯柯貝多說
： 「 大家都提到
大家都提到，
， 確保準確
統計似乎是一項沉重的負擔。
統計似乎是一項沉重的負擔
。 我們盡我們所能
與全國性和地方性媒體合作，
與全國性和地方性媒體合作
，確保 2020 年人口
普查能聽到、
普查能聽到
、看到和統計到西語裔人口
看到和統計到西語裔人口。
。」
面對新冠病毒疫情，
面對新冠病毒疫情
， 許多組織正在改變宣
傳策略，
傳策略
，以保社區安全
以保社區安全。
。
楊重遠說：
楊重遠說
： 「 多個草根團體已經改採電話
和簡訊宣傳，
和簡訊宣傳
， 因為面對面宣傳現在非常有限
因為面對面宣傳現在非常有限，
，
我們希望能更謹慎。
我們希望能更謹慎
。 此外
此外，
， 我們還會在超市
我們還會在超市、
、
社區中心和醫療診所發放宣傳物。
社區中心和醫療診所發放宣傳物
。」
「加州全民統計
加州全民統計」」 （California Complete）
Complete）
辦公室的片岳（
辦公室的片岳
（Ditas Katague）
Katague） 表示
表示，
， 為了確
保每個人能被統計在內，
保每個人能被統計在內
， 加州是全美花最多預
算向最難統計人口進行宣傳的州。
算向最難統計人口進行宣傳的州
。
片岳說：
片岳說
： 「1 億 7220 萬美金是一項史無前
例的投資，
例的投資
， 比美國其他州的總和還多
比美國其他州的總和還多。
。 加州有
許多特殊挑戰、
許多特殊挑戰
、 多元化人口和廣大的地理面積
， 我們在加州有 120 個合作夥伴
個合作夥伴，
， 我們正在進
行加州史上最大的動員行動。
行加州史上最大的動員行動
。」
民權領袖重申，
民權領袖重申
， 他們的整體目標是希望能
讓每個加州人了解，
讓每個加州人了解
， 人口普查不但 「 安全保密
」 ， 同時對所有社區的未來非常重要
同時對所有社區的未來非常重要。
。 林克說
： 「我們的目標是確保每一個人都能參與 2020
年人口普查。
年人口普查
。」

休城社區

肺炎景氣衰 高達200萬小企業貸款如何申請﹖
【美南新聞記者蕭永群】美國總統
特朗普於本月初 6 日批准「緊急
資 金 配 套 法 案 」(Emergency
Funding Package)﹐其中將撥款 70
億元給聯邦中小企業管理署
（SBA）局﹐作為低息貸款﹐幫助小
企業度過疫情難關﹒休斯敦地區
包括中國城的各個商家﹐在此次

EIDL）之下﹐不論是小公司﹑新創
企業等都能夠申請﹒小商家目前
要 做 的 就 是 ﹐先 上 SBA 網 站 ﹕
www.sba.gov/disaster ﹐進 入 後 會
看到新冠肺炎災害申請（Disaster
Apply）專區﹐進入申請後會看到
新冠肺炎疫情納稅申報資料﹐以
及申請入口﹒首先﹐業者需先註
冊災害帳號﹐隨後填寫表格﹐包括
4506 表格﹑負債表﹑個人資產聲明
等﹐
需要將表格填妥﹐
並送出「
EI疫情中損失慘重﹐該如何利用這 DL」
的申請給 SBA﹒
筆資源﹖休斯敦地區 SBA 副總監 Winchester 也解釋﹐
該法案需要由
Mark Winchester 接受本報專訪﹐ 德州州長同意「總統聲明」﹐再遞
針對這部份詳細解說﹒
交給當地 SBA 核可﹒目前州長格
申請辦法﹖
申請辦法
﹖
雷已遞交﹐一旦 SBA 核可這份聲
Winchester 表示﹐
目前這筆款項將 明後﹐商家就能開始申請這項貸
會劃分在「經濟傷害災害貸款」 款﹒他表示目前商家能先做的就
（Economic Injury Disaster Loan, 是「
上網建立帳號」
﹒

市長﹕休斯敦地區首個免下車檢疫站將啟用
他也坦言目前最缺乏的就是「
檢測人員的防護
用具﹑以及其他檢查用具﹐如棉花棒﹐此外﹐不
僅是檢體檢測﹑
就連要進一步分析的資源都十
分有限﹒
」
此次開放的「
免下車」
檢測設施是不用費用的﹐
地 方 政 府 和 United Memorial Medical Center
合作﹐
在休斯頓北邊開設據點﹒市長發言人也
在一則推特表示﹐目前將僅開放給出現症狀﹑
65 歲以長者﹑
一線照護人員等人員優先檢測﹒
特納也表示﹐隨著第一個檢疫點即將開放﹐將
會是一個好的開始﹐
哈裏斯郡也會正加緊腳步
隨後跟上﹒哈裏斯郡官員於 19 日一早召開記
者會﹐公共健康署署長 Umair Shah 博士指出﹐
由於還有一些最後的細節需要確認﹐
哈裏斯郡
開放給大眾﹒
他也呼籲
「大休斯頓地區已經通過將會開設四個據點﹐ 的檢測站還無法這麼快開設﹒此外﹐
兩個在休斯敦市﹑
兩個在哈裏斯郡」
特納表示﹐ 附近民眾不需要擔心開設後恐造成社區傳染﹐
免下車」
形式﹐
也會使用分流的設
但「根據目前掌握的資源﹐我們只能先啟用一 因為檢測採「
避免人群聚集與接觸﹒
個﹐隨著日後有更多資源﹐數量會繼續增加﹒」 計﹐

【美南新聞記者蕭永群報導】休斯頓地區首個
「免下車檢疫站」於 19 日上午正式完工﹐市長
特納（Sylvester Turner）於周四親臨現場致詞﹐
表示希望最快 20 日周五開放﹐並先提供給ㄧ
線救護人員和健康照護工作者做檢查﹐
最後會

申請金額限制﹖
申請金額限制﹖
根據規定﹐每個企業可以申請高
達 200 萬元的貸款﹐但 Winchester
提醒金額部分會酌情批准﹒他指
出一個重點﹐這項貸款並不是幫
助商家彌補「收益」上的損失﹐而
是針對企業「負債」﹑「貸款」﹑「員
工薪資」﹑「經營開銷」等方面做借
貸﹐協助商家應急﹒因此他強調﹐
企業的「現金流量表﹑損益表﹑資
產負債表」這三表十分重要﹐將影
響最終貸款的金額﹒
申請資格﹖
申請資格
﹖
Winchester 指出﹐
不論是ㄧ般商家
﹑私人企業﹑非營利組織﹑新創公
司等﹐都可以申請 EIDL 貸款﹐前
提是要證明在疫情爆發以前企業
有「
持續營業」
﹒
多久有回音﹖
多久有回音
﹖利率多少
利率多少﹖
﹖

休城無限期延長緊急狀態
哈瑞斯郡延至3/25

休斯敦市在 17 號進行緊急會議﹐地方
官員投票通過﹐決定將前陣子所頒布
的緊急狀態無限延期﹒此外﹐所有市
政府所贊助提倡的活動﹐都將取消或
延後至四月底以後舉辦﹒此外﹐市政
府所頒布的另一項變革就是﹐從下周
二開始﹐市議會將會開始實施與會人
員管制﹒
而此投票結果顯示﹐休斯敦市的緊急

Winchester 也指出﹐
一旦可以申請
之後﹐企業在遞出申請後四周內
會收到 SBA 的回覆﹒針對小商家
﹐
貸款的利率是 3.75%﹐
然而 Winchester 強調﹐這個低利率僅提供
給沒有「信用紀錄」﹑難以貸款的
商家﹐若已在別的銀行取得信用﹐
利率則會調整﹒此外﹐若是非營
利則只要 2.75%﹒
諮詢方法﹖
諮詢方法
﹖
Winchester 指出﹐SBA 目前和小型
企業發展中心（SBDC）﹑婦女商業
中 心（Women's Business Center）
等合作﹐因此對申請辦法﹑表格填
寫有疑慮者﹐可以親臨這些據點
諮詢﹒此外﹐也可以撥打 SBA 客
服電話﹕
800-659-2955﹑
或電郵詢
問 ﹕ disastercustomerservice@sba.
gov﹒

狀態將無限期延期﹐市議會成員認為
此舉是正確的﹐考量到自然和這個病
毒帶來的不確定性﹒「我們可能都會生
病﹒
」
A 區議員表示﹐
並說明﹕
「
我的意思
是﹐如果我們都和這麼多人說
話﹑
開這麼多會議﹐
萬一之中有
人生病﹐連執法者都無法再開
會的話﹐沒人有辦法延長緊急
命令﹐
到時候該怎麼辦﹖
」
除了休斯敦市政府外﹐哈裏斯
郡也發布了災害緊急狀態﹐啟
動郡級的緊集管理方案﹒哈裏
斯郡郡長伊達戈爾（Lina Hidalgo）也於
17 日哈裏斯郡的特別會議中表示﹐希
望能通過將災害緊急狀態延長至 4 月
29 日﹐然而最後決定僅延長至 3 月 25
日﹒法院將會於 3 月 24 日再次召開並
評估狀況﹐再決定是否要將緊急狀態
延期﹒

體育圖片
星期五

2020年3月20日

Friday, March 20, 2020

特魯姆普賽季第六冠

直布羅陀賽

直擊 2020
2020WRC
WRC 墨西哥站

2020 巴黎
巴黎-尼斯公路自行車賽事

R03-CHI AME中美酒樓56B_16

B8

僑鄉廣東
星期五

2020年3月20日

B9

Friday, March 20, 2020

侨乡 广东
主办 : 广东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

疫情重点国家及地区来粤旅客
将分四类处理
广州白云机场对疫情重点国家及地区来粤旅客实行“三色分流”。 白云机场供图
为及时有效应对境外疫情输入风险，广东省

国家（地区）旅居史的旅客，经广东口岸入境后

挥部专车接送至旅客目的地，采取居家或集中隔

疫情防控指挥部设立了省防控境外重点地区新冠

采取专车接送至旅客目的地，并实施 14 天居家

离；

肺炎疫情输入工作专班，细化工作指引、完善操

或集中隔离的措施。

部安排集中隔离 14 天。
上述措施对所有境外来粤人员均同等相待、

目的地为省内其他城市的，由目的地指挥部

一视同仁。在入境、安置、转运、隔离、生活的

作流程、明确处置措施，省市协调联动，形成了

在具体操作上，口岸查验单位识别出防控对

全流程、闭环式工作链条，切实有效防范疫情境

象后将其引导至机场指定地点，及时将旅客信息

外输入。目前，广东按照“依法依规、属地管理、

推送至机场和入境口岸所在地指挥部。对入境出

相关信息推送至目的地省（区、市）防控指挥部，

特殊人员给予必需的人文关怀和帮助，依法依规

人文关怀、有效防治”的原则，加强境外人员来

机场的旅客，由入境口岸所在地指挥部派专车集

由其安排专车接返；目的地省（区、市）不安排

保障境外来粤人员合法权益。同时，为外籍境外

粤后管控工作，保护境外来粤人员生命健康安全。

中或分批将旅客接送至指定场所，并根据旅客目

专车接送的，由入境口岸所在地指挥部将旅客护

来粤人员开通了多语种 24 小时外国人服务热线

对来自重点国家
（地区）
旅客，
以及从全球各地
（含

的地分别处理：

送至离粤交通工具；

电话 1258088，积极解答我省防控措施相关问题。

经第三国及港澳口岸）且入境前 14 天内有重点

目的地为入境口岸所在城市的，由该城市指

专车接送至旅客目的地；
目的地为省外的，由我省防控指挥部将旅客

无法明确目的地的，由入境口岸所在地指挥

各环节，全程充分尊重旅客风俗习惯，妥善解决
合理诉求，对老、弱、病、孕、残疾及婴幼儿等

（蒋臻）

3 月 11 日，白云机场正式启用第二版重点国家及地区航班保障方案，采取分区管控、分级管理、分类处置的办法，筑牢“外防输入”第一道防线。
场供图

白云机

今年清明能祭祀扫墓吗？广东发布通知：

防控风险较高地区暂停祭扫服务
清明将至，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能否外出

中山、肇庆等地发文明确，全市暂停祭扫服务，

众不参与公祭现场；有条件的殡葬服务机构提供

祭扫成为不少人关心的问题。日前，广东省民政

倡导通过家庭追思、网络祭扫、书写寄语等方式

免费网络线上祭扫；支持群众延后祭扫，或调为

厅印发通知，要求各地按照“突出重点、统筹兼

遥祭先人、慎终追远。此外，韶关市殡仪馆暂停

重阳、冬至祭扫。

顾，分类指导、分区施策”的工作要求，对清明

2020 年清明祭祀活动。

节祭扫期间殡葬服务机构疫情防控形势进行科学
研判，精准实施分区分级差异化防控策略。

深圳市民政局发布通知，明确全市所有公墓、
骨灰堂等殡葬服务机构，即日起暂停市民群众现

中山全市所有殡葬祭扫场所（区域）、公共

扫实行电话实名制预约。
梅州提出，清明节期间，公墓等室外场所和
具备条件的殡仪馆、骨灰楼（堂）等室内场所采
取限制性祭扫服务。各县（市、区）、每个提供

场所暂停祭扫活动。殡葬服务机构办理骨灰安葬、

限制性祭扫服务的殡葬服务机构，要根据殡葬服

寄存业务，采取预约并限定人数措施。

务机构承载量，对外公布预约电话，采取实名制

根据要求，广东暂停举办集体公祭、骨灰海

场祭扫活动。3 月 30 日起，开通网上祭奠通道，

肇庆全市殡仪馆、公墓、骨灰楼（堂）等殡

葬、骨灰树葬等人群聚集活动。各地级以上市新

市民可通过“i 深圳”市民政局部门主页的“网

葬服务机构暂停市民群众现场祭扫活动，并全面

降低人流密度，防止交叉感染，并提前 10 天对

冠肺炎防控指挥部要尽快研究决定清明节期间本

上祭奠”模块在互联网上进行祭奠。

实施封闭式管理；所有殡葬祭扫场所（区域）、

外公告。

地区殡葬服务机构暂停或者限制祭扫服务，并对

汕头全市所有公墓、骨灰楼堂等殡葬服务机

预约、控制人数、分时分批等举措，控制逗留时间，

公共场所暂停祭扫活动；所有殡葬服务机构暂停

茂名市殡仪馆提供限制性祭扫服务，清明节

外公告。疫情防控风险较高的，暂停祭扫服务；

构暂停市民群众现场祭扫活动，祭扫场所（区域）

举办集体公祭、骨灰海葬、骨灰树葬等人群聚集

期间的骨灰祭扫实行电话实名制预约，每天限制

具备条件且防控措施落实到位的，可提供限制性

实行封闭式管理，并提倡以下替代方式：公墓机

活动。

祭扫 180 份骨灰，分 6 批次；每批祭扫 30 份，

祭扫服务。

构免费代祭，为每个墓穴敬献菊花；有条件的殡

此外，梅州等地发布通知，可提供限制性祭

仪馆、骨灰楼堂管理处可提供免费民俗公祭，群

扫服务。茂名市殡仪馆提供限制性祭扫服务，祭

据统计，截至 3 月 15 日 17 时，深圳、汕头、

每份骨灰祭扫人数在 3 人以内，祭扫时间为 1 小
时。（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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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醫藥》

精彩

美南廣播電視台

看電視聽廣播

為海內外觀眾提供權威的健康醫藥資訊。

節目介紹

美南國際電視STV15.3為方便觀眾收看，
「電視廣播合為一體」

節目介紹：

不需任何付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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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眾可24小時直接收看及收聽該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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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車間也可方便收聽，輕鬆獲取美南電視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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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各類國際、社區重大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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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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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掃二維碼(QR code)：

播出時間：
每個週五晚19點30分。

▲ 節目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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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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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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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節目截圖

《文華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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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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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南大咖談》報紙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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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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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新聞面對面》

3. 下載Apps收看：

美南國際電視最新訪談欄目

可在蘋果商店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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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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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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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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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thern Television 15.3
美中時間

2020年3月份 電視頻道節目表

3/16/2020 -3/22/2020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SUN.

16

17

18

19

20

21

22

00:00-00:30

中國文藝 (重播)

美南大咖談 (重播)

00:30-01:00
01:00-01:30

國家回憶 (重播)

01:30-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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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緣 (重播)
生活 (重播)

中華情 (重播)

遠方的家 (重播)

02:00-02:30
02:30-03:00

04:00-04:30

今日關注 (重播)
今日亞洲 (重播)

中國輿論場 (重播)

美南大咖談 (重播)
中國文藝 (重播)

05:30-06:00
06:00-06:30
06:30-07:00

中國地名大會 (重播)

海峽兩岸 (重播)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04:30-05:00
05:00-05:30

生活 (重播)

中華醫藥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中國地名大會 (重播)

03:00-03:30
03:30-04:00

休士頓論壇 (重播)

洋言洋語 (重播)

中國緣 (重播)
生活 (重播)

中華情 (重播)

遠方的家 (重播)

中國輿論場 (重播)

休士頓論壇 (重播)

中華醫藥 (重播)

幸福來敲門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07:00-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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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30-08:00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國家回憶 (重播)

08:00-08:30
08:30-09:00

海峽兩岸 (重播)

09:00-09:30

今日關注 (重播)

09:30-10:00

今日亞洲 (重播)

10:00-10:30

美南大咖談 (重播)

10:30-11:00
11:00-11:30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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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來敲門 (重播)

13:30-14:00
14:00-14:30

中國文藝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中國緣 (重播)
生活 (重播)
中國輿論場 (重播)

14:30-15:00

中華情 (重播)

遠方的家 (重播)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記住鄉愁 (重播)

國家回憶 (重播)

中國地名大會
休士頓論壇 (重播)

中華醫藥 (重播)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記住鄉愁

幸福來敲門 (重播)

中國輿論場

洋言洋語

海峽兩岸 (重播)

15:00-15:30
15:30-16:00

今日關注 (重播)

16:00-16:30

今日亞洲 (重播)

16:30-17:00

美南大咖談 (重播)

幸福來敲門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今日環球

17:00-17:30
17:30-18:00
18:00-18:30
18:30-19:00

美南新聞聯播 (直播)

中國文藝

國家回憶

19:00-19:30
19:30-20:00

中國緣

20:00-20:30

生活 (重播)

20:30-21:00

中華情

遠方的家

休士頓論壇 (直播)

生活

今日關注

21:30-22:00

今日亞洲

中國地名大會 (重播)

記住鄉愁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22:30-23:00
23:00-23:30

中國輿論場

外國人在中國

海峽兩岸

21:00-21:30

22:00-22:30

中華醫藥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幸福來敲門

中國文藝 (重播)

23:30-00:00
電視台保留變更節目權利，以實際播出為準。

Updated as:

3/16/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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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新網站

www.scdaily.com

Southern News Group

新的美南新聞網站隆 重 推 出 5 大 板 塊 提升,
為客戶， 讀者提供了更好的瀏覽體驗。
廣告
跟以往的舊網站相比,廣告的曝光率增多了，從傳統的固定廣告,演變成滾動廣告.讓每一個客戶的
廣告都有公平的曝光率。解決了以前客戶廣告在最下面看不到的問題。

美南論壇
新添加了美南論壇，供大家全休斯頓發布招聘，求職，買賣，生活資訊等信息,打造華人最大的
聚集地. 實現全平臺的信息服務。

黃頁與分類廣告
改版黃頁與分類廣告- 流量監控，黃頁分類更細致，更詳細。分類廣告可通過論壇模式發布。

個性化訂閱
用戶可根據自己的喜好訂閱不同的分類新聞，廣告。我們每周會推送一些客戶訂閱內容的廣告語
新聞，增大與客戶之間的互動。

網速
新網站同比舊網站網速提升了許多. 新網站啟用的是AWS.Amazon的服務器. 用戶打開網頁和圖片
的速度會比以往大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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