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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nture Equity 房屋買賣/貸款/投資/商業

人物風采

永創佳業

1031物業延稅交換

Lance Chau
(713)271-9898

Lchauemail@yahoo.com
RMLO NMLS 246133

˙近59號公路中高層公寓，2臥2衛，2臥半2衛
˙近Westheime 3房2.5衛房，售$189K

Fast Easy Mortgage
貸款: 買房、重貸、出租房貸款、抵押兌現、不查收入
6120 Westline Drive Houston, Texas 77036

金通律師
專精: 聯邦及州法院各類刑事辯護﹑
民 事 糾 紛 ﹑商 業 糾 紛
代 辦 公 司 設 立 ﹐執 照 申 請
合 同 撰 寫 ﹐房 地 產 合 約 ﹐投 資 協 議
電 話 : 832
832-917
917-8232
Email: tongjinattorney@gmail.com
地 址 ﹕712 Main Street, Suite 2400
2400,, Houston
TX, 77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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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榆社發生山火 1860 人地空協同撲救

火場已無明火
山西五臺山森林火災

甘肅隴南山坳油菜花綻放正旺

航拍山西忻州五臺山白雲寺附近森林火情。
航拍山西忻州五臺山白雲寺附近森林火情
。3 月 19 日 18 時 10 分，
五臺山景區臺懷鎮佛母洞錦繡索道停車場附近發生火情，著火點距五臺
五臺山景區臺懷鎮佛母洞錦繡索道停車場附近發生火情，
山核心區 9.5 公裏
公裏。
。記者 21 日從五臺山森林火災現場指揮部獲悉
日從五臺山森林火災現場指揮部獲悉，
，截至
當日 7 時，當下火場已無明火
當下火場已無明火，
，火情得到控制
火情得到控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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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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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油價或加速能源格局重組

——國際原油市場向買方轉化
桶至 1250 萬桶。俄羅斯則計劃每天增產
至 1100 萬桶至 1150 萬桶。為搶奪市場份
額，伊拉克、尼日利亞、阿聯酋、科威
特等國也紛紛宣布加入增產大軍。
壹邊是需求大幅萎縮，壹邊是供應
海量增加，供求關系徹底失衡，國際油
價不斷跳水。不少機構預測，如果過剩
的原油找不到出路，油價可能將降至每
桶 20 美元以下。
市場供需矛盾失衡，將促使國際能
源版圖的重心加速轉移，從以前的供給
側主導向需求側主導，即國際原油市場
由賣方市場向買方市場轉化。面對充足
的市場供應，主要石油進口國擁有更大
的發言權。近年來，全球能源新版圖已
逐漸明朗，全球範圍內油氣資源的消費
增量，主要來自中國、印度、日本和韓
國等亞洲國家。本輪油價下跌，將促使
新興經濟體在全球能源市場上扮演越來
原油供需失衡加劇
如今，維持國際油價走勢的供求基 越重要角色。
本平衡關系已被打破。
頁巖企業將受沖擊
先看需求。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範
國際油價暴跌，最早受傷的是那些
圍蔓延，多個國家和地區采取“硬核”
應對防控措施，大批國際航班停飛， 高成本的石油生產商，首當其沖的是頁
企業停產，全球經濟活動明顯放緩， 巖油氣企業，尤其是規模較小、負債率
這嚴重沖擊了全球石油需求。呂斯塔 較高的企業。據估算，以目前油價估算
德能源公司分析師感嘆，今年航空煤油 ，絕大部分美國鉆探的頁巖油井都將無
、汽油、船運油、石化產品和發電用油 利可圖。能源咨詢公司伍德麥肯茲高級
需求同時出現暴跌，“這是罕見的慘淡 副總裁埃拉科特認為，油價下跌可能引
發新壹輪行業深度調整。
景象”。
據估算，大部分美國油氣企業的生
美國銀行預計，上半年全球石油消
費將收縮到每天 50 萬桶以上，如果疫情 產成本處於每桶 50 美元上方。當油價降
得不到控制，需求萎縮有可能延續至今 至 30 美元/桶，只有埃克森美孚、雪佛
年下半年。高盛集團全球大宗商品研究 龍、西方石油等少數幾家公司可以繼
負責人則悲觀地預計，石油消費下降幅 續鉆探新井獲利，其余將全部虧損。
度將達每天 800 萬桶。持同樣觀點的還 不同於傳統油氣，頁巖企業維持生產
有花旗銀行，其預計 2020 年全球石油需 必須不斷鉆探新井，這需要不斷追加
求將減少 400 萬桶/日，創歷史紀錄，其 投資。為此，大量頁巖油企業不得不通
中第二季度的石油需求將萎縮到 1100 萬 過發行債券的方式來融資。如今，國際
油價大跌，已經影響了投資者的預期回
桶/日。
再看供應。3 月 6 日，歐佩克+部長 報和支出計劃，使得頁巖公司融資困難
會議的減產談判破裂後，沙特宣布開始 。美國中小石油公司已開始削減投資，
大幅增產，計劃將產量增至每天 1200 萬 如阿帕奇公司已削減 37%，德文能源公
受多重利空因素影響，近半個月來
，國際油價接連上演暴跌行情。融資無
門的頁巖油氣公司生產難以為繼，將迎
來破產倒閉潮。市場供需矛盾失衡，將
促使國際能源版圖重心加速轉移，從以
前的供給側主導向需求側主導，即國際
原油市場由賣方市場向買方市場轉化。
受多重利空因素影響，近半個月來
，國際油價接連上演暴跌行情。3 月 18
日，紐約商品交易所 4 月份交貨的輕質
原油期貨價格報收於每桶 20.37 美元，5
月份交貨的倫敦布倫特原油期貨價格報
收於每桶 24.88 美元。與今年初相比，西
得克薩斯中質原油和布倫特原油價格跌
幅均超過 60%。國際油價大幅下跌，或
將重塑國際能源版圖，加速國際能源格
局的重組。

司削減 30%。
評級機構惠譽預計，2020 年至 2022
年美國頁巖油氣公司有接近 2000 億美元
的債務即將到期，因油價暴跌其債務評
級已接近“垃圾級債券”，頁巖油氣公
司融資成本將大幅上升。融資無門的頁
巖公司生產難以為繼，將迎來破產倒閉
潮，成為首批“陣亡”企業。挪威睿智
德咨詢公司預計，今年面臨倒閉的美國
頁巖公司的原油產能將達 200 萬桶/日。
在 2014 年至 2016 年的低油價時期，美國
有數十家頁巖企業破產。
有分析認為，美國頁巖公司的出局
，正中俄羅斯和沙特下懷。沙特與俄羅
斯在維也納歐佩克+能源部長會議上談崩
，沒有就減產保價達成壹致，並隨後打
起價格戰，其主要原因是美國的頁巖公
司擠占了他們的市場份額。“殺敵壹千
，自損八百。”以價格戰的方式打壓美
國公司，沙特和俄羅斯付出的代價、蒙
受的損失也非常大。產油國的石油收入
，取決於油價和產量。如今油價腰斬，
產量必須倍增，兩相才能扯平。
再說，俄羅斯和沙特的石油生產，
同樣面臨成本制約。相對於美國頁巖公
司，俄羅斯資源稟賦較好，其石油生產
成本相對較低。發達的油田基礎設施，
高效的鐵路和管道，使俄羅斯石油巨頭
能夠以較低的成本運營。據測算，俄羅
斯油企可以承受 15 美元/桶的低油價。也
就是說，在油價跌至每桶 15 美元至 20 美
元之前，俄羅斯的能源公司仍可繼續維
持生產，但利潤已是大幅縮水。
對沙特來說，其石油開采成本更低
，每桶不到 3 美元。不過，為了維持國
家經濟的正常運轉，附加在油價上的其
他成本卻相當高。沙特的國家財政主要
依靠石油收入，維持政府財政平衡，所
以其通常需要 80 美元/桶的高油價來支撐
。沙特經常賬戶對油價波動非常敏感，
很難承受長期價格戰。
總體有利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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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油價大幅下跌，對中國整體而
言，確實是個大利好。作為最大的石油
凈進口國，原油價格大幅走低，有利於
我國顯著減少原油進口開支。
去年我國進口原油超過 5 億噸，日
均 1000 萬桶，比上年增長 9.5%，進口
開支約 1663 億美元。如今，油價下跌
將為中國節省大量開支，增加經常賬
戶盈余。普通百姓已經感受到了低油
價的好處。近日，我國成品油價格下
調進入“5 元時代”，開車族可以用更
少的錢加滿壹箱油。作為現代經濟的
血液，能源價格下降，有利於降低交
通運輸成本，平抑物價，拉低高企的
CPI 指數，並為我國宏觀經濟調控提供
更多的空間。
在國際場合，國際油價下跌，還有
利於我國擴大“石油外交”空間，為發
展“石油人民幣”提供機遇。復旦大學
國際問題研究院副院長馮玉軍認為，在
國際石油市場供大於求，價格低迷之際
，中國可以參考歐盟經驗，修改與俄羅
斯、土庫曼斯坦、緬甸天然氣貿易協議
中與油價掛鉤以及照付不議條款，最大
限度維護我方利益。在“市場為王”之

際，各大油氣生產國都迫切希望爭奪中
國市場份額，中國可進壹步加大油氣進
口多元化力度，促使有關能源供應商向
我提供更優惠的出口價格和其他條件。
國際油價跌入低價時代，金融市場“石
油美元”將銳減、石油交易在向買方市
場傾斜，這有利於人民幣國際化，為
“石油人民幣”崛起提供難得機遇。
但國際油價大跌，也將對我國能源
產業帶來壹波沖擊。中國也是產油大國
，去年石油產量達 1.9 億噸。低油價會使
國內油田陷入虧損，為本土石油生產企
業帶來寒冬。中資企業在海外的油田投
資也會受到不利影響。
新能源產業受到的沖擊不容小覷。
與 30 美元/桶的油價相比，太陽能、風能
等新能源在發電市場上將鮮有競爭力，
這直接事關壹大批新能源企業的生存，
影響全國新能源產業的健康發展。低油
價的溢出效應，還將波及新能源汽車。
美國芝加哥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的壹項
聯合研究顯示，在電池技術取得突破之
前，50 美元/桶的油價將使電動車發展步
履維艱。如今不足 30 美元/桶的油價，無
疑更將連累新能源汽車發展。

德州本地新聞
星期三

2020年3月25日

Wednesday, March 25, 2020

2020 年 3 月 20 日 ， 福遍郡警局
福遍郡警局(Sheriff
(Sheriff Office)19
Office)19 日起每週七天
日起每週七天、
、每
天 8 時 30 分至下午 4 時開始向居民發放免費消毒液
時開始向居民發放免費消毒液。
。凡是提供有效
證件的福遍居民均可無限制領取一加侖桶裝和 32
32OZ
OZ 噴霧瓶裝各一
隻，用完還可以再續
用完還可以再續。
。

2020 年 3 月 6 日晚
日晚，
， 亞洲協會得州中心舉行盛大老
虎晚會，
虎晚會
， 共 725 人出席
人出席，
， 打破歷史記錄
打破歷史記錄，
， 共籌得善
款 1.34
34M
M。 圖為世界名人網世界財經主任
圖為世界名人網世界財經主任、
、 著名理
財專家 Kathy Fan 現場採訪出席的慈善家
現場採訪出席的慈善家、
、金融分析
師 、 著名投資銀行家
著名投資銀行家、
、 大休斯敦地區合作委員會
(GHP)主席
(GHP)
主席 Bobby Tudor 和夫人 Phoebe
Phoebe。
。

名人掠影
世界名人網供圖
Photo Provided By
World Hall of Fame network
www.famehall.com
www.zzi.net

2020 年 3 月 16 日下午
日下午，
，世界名人網總編輯王福生受
邀專程採訪正在市政府新聞發布會上展示發明售貨
員與顧客隔離的透明玻璃罩的 HEB 總裁 Scott McMcClelland。
Clelland
。 隨後並前往位於 8 號和 290 的巨型現代化
倉庫參觀貨品收發流水線和貨品備貨情況。
倉庫參觀貨品收發流水線和貨品備貨情況
。每天發
貨多達 2100 個貨櫃到德州和墨西哥 390 家連鎖店的
HEB，
HEB
，在疫情來臨時早有準備
在疫情來臨時早有準備，
，一切都井井有條
一切都井井有條，
，
確保每家店都能貨品充足，
確保每家店都能貨品充足
，及時補貨
及時補貨，
，滿足需求
滿足需求。
。

2020 年 3 月 19 日，國會議員 Sheila Jackson Lee、
Lee、市長特納和休斯敦
傳染病防疫專家在休斯敦第一個新冠病毒測試得來速(Drive
傳染病防疫專家在休斯敦第一個新冠病毒測試得來速
(Drive Thru)
啟動儀式上表示，
啟動儀式上表示
，得來速的開通將大大加快確診
得來速的開通將大大加快確診，
，使得新冠病毒
爆發的曲線陡點平緩下來。
爆發的曲線陡點平緩下來
。

2020 年 3 月 23 日， 新冠病毒肆虐全美
新冠病毒肆虐全美，
，美國準備不足
美國準備不足，
，醫護設備
嚴重短缺。
嚴重短缺
。休斯敦亞商會主席俞斌
休斯敦亞商會主席俞斌、
、副主席李雄
副主席李雄、
、理事陳宇雯
理事陳宇雯、
、荊
哲浩、
哲浩
、 經理 Barbara Gallo、
Gallo、 項目發展經理 Paul Gor，
Gor， 福遍郡稅務官
共和黨候選人張晶晶 JJ Clement 等將亞商會聯手休斯敦清華校友會
、華夏學人協會
華夏學人協會、
、JJ Clenment 志願者團隊以及北大校友會
志願者團隊以及北大校友會、
、喬治布
什基金會、
什基金會
、中國人活動中心
中國人活動中心、
、社區夥伴聯手籌集的價值 42000 美元
的醫護用品通過市長特納捐給第一響應和戰役第一線的醫護人員。
的醫護用品通過市長特納捐給第一響應和戰役第一線的醫護人員
。
其中包括 1 萬隻口罩
萬隻口罩，
， 40 加侖消毒液
加侖消毒液，
， 800 件隔離衣
件隔離衣，
， 270 風鏡
風鏡，
，
500 面盾
面盾，
，250 保護套
保護套，
，3500 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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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3 月 6 日晚
日晚，
， 世界名人網副總編
世界名人網副總編、
、 美中交流中心主任
美中交流中心主任、
、 跨文
化研究專家吳薇博士受邀猶太人社區，
化研究專家吳薇博士受邀猶太人社區
，主講中國文化與猶太文化兩
個璀璨如夜明珠和啟明星的文化之間的相似之處，
個璀璨如夜明珠和啟明星的文化之間的相似之處
， 猶太 Rosh HaHashanah 與中國新年
與中國新年。
。圖為在演講前
圖為在演講前，
，吳薇博士向記者展示猶太社區
發行最久的報紙 JHV(
JHV(猶太人先驅之聲
猶太人先驅之聲))大篇幅刊登的 Dr. Wei Wu 介
紹。

2020 年 3 月 22 日 ， 世界名人網記者和美南新聞聯播國際記者
世界名人網記者和美南新聞聯播國際記者、
、美
南大咖談 Sky Dong 一起聯手採訪隔離禁制令下中餐館眾生態
一起聯手採訪隔離禁制令下中餐館眾生態。
。禁
制令規定沒有堂吃，
制令規定沒有堂吃
，只能外賣外送或得來速
只能外賣外送或得來速。
。圖為禁制令後第一
時間最早展開外賣外送業務的鵬旺 888 Sakura Asian Bistro 亞洲新餐
廳東主 Cindy Huang 和壽司師傅一起在接受采訪後表示堅持到底就
是勝利。
是勝利
。

2020 年 3 月 23 日，AZ Led & Signs 廣告公司董事長張明媚女士與專
門負責大學城市場銷售業務的主管 Cruz Quiroz 在公司主打項目
LED 特大展示屏
特大展示屏、
、最新開設的工廠區車間前介紹了新冠病毒期間
，許多商家客戶乾脆停業整修
許多商家客戶乾脆停業整修，
，做大做亮招牌
做大做亮招牌，
，為後病毒百廢待
興的大發展做準備。
興的大發展做準備
。

■責任編輯：周文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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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24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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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連線浙援意專家組
：憂心當地一線物資奇缺
武漢疫情分析小組：零報告不等於零病例
若再現零星病例屬正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茅建興
報道）由於意大利沒有有效隔離好
源，有效切斷傳播途徑，感染的病
長太快。“意大利需要有效的防控
施，在中國密切接觸者和疑似病人
要檢測，但在意大利並沒有這麼做
以新冠肺炎的病毒還在不斷傳播。
國，治療新冠肺炎的醫護人員住在
裡，不能回家，但在意大利這邊，
醫護人員照常回家，這些都有傳染
而且醫護人員之間防護做得不好，
醫護人員感染率也很高。”裘雲慶
示。

意簡單強調清零
ICU醫護僅靠口罩防護
不利科學防控



(

中國臨床經驗 意國醫生受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茅建興 杭



(

州報道）當地時間 3 月 20 日，中國赴
意大利抗疫醫療專家組兵分兩路，由
香港文匯報訊 武漢連續多日報
專家組組長、浙大一院常務副院長裘
告的新增確診及疑似病例為零，中央
雲慶帶領的 7 位臨床治療專家組奔赴
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領導小組 23 日
醫院一線，與意大利醫護人員就新冠
指出，以武漢市為主戰場的全國本土
肺炎診療技術和防控手段進行全面溝
疫情傳播已基本阻斷，但零星散發病
通，並進入“重災區”貝加莫醫療中
例和局部爆發疫情的風險仍然存在。
心的傳染病房了解一線最新情況。裘
武漢疫情分析小組近日接受中新社記
雲者專訪時指出，仍可能有無症狀感染
慶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電話採訪

■在感染科病區
在感染科病區，
，中國
專家組（
專家組
（着全套防護裝
備）與當地病房醫護人
員（着短袖裝
着短袖裝）
）交流
交流。
。
香港文匯報浙江傳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
專家組看到這些情況很擔憂，
輝 廣州報道）23 日下午，對於
前這裡的醫院不僅從事感染、呼吸
第 127 屆廣交會將延後舉行的傳
生在救護，很多其他科室的醫生都
言，廣東省商務廳副廳長馬樺在
與救護，病人實在太多了，沒有這
廣東省新聞辦發佈會上表示，考
醫生。醫護人員沒有很強的醫院感
慮目前全球疫情發展態勢，特別
念，學會有防控的指南，但醫院願
是境外疫情輸入風險較高，第
行就執行，不願意執行也沒人來管
127屆春季廣交會確定不會在4月
靠自覺履行。一般輕症病人，這裡
15 日如期舉辦。接下來，廣東會
法接收，要等症狀嚴重了才能入院
綜合評估疫情形勢，積極向國家
多人也沒能做核酸和CT檢測，主要
有關部門提出建議。
B 超來確認。醫院沒有專人管理人
商務廳
：或延期或取消
出，在商場、當地政府大樓以及居
也沒有測量體溫等防控舉措。在街
廣交會是中國對外貿易和對外
開放的重要平台，是中國外貿的晴
到還有人不戴口罩走來走去，不戴
雨表、風向標，歷來備受關注。以
聊天，戴了口罩也沒戴好的。”裘
2019年春季廣交會為例，當屆共累
說。
計出口成交達到1,995.24億元人民
此次中國專家組帶來了中國國
幣，因此，疫情發生後，對於延期
健委發佈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診
甚至取消，官方十分謹慎。
案（試行第七版）》和《新冠肺炎
在 3手冊－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一醫
月 13 日的國務院聯防聯控機
制新聞發佈會上，中國商務部外
床經驗》，供意大利方面參考。裘
貿司司長李興乾表示，第
127 屆
表示，浙大一院的臨床經驗我們帶
廣交會各項籌備工作正在按計劃
英語版和意大利語的版本，當地醫
有序進行。商務部、廣東省將按
得很受用。專家組已贈送了 3,000
照國務院常務會精神，繼續做好
科醫用口罩給了當地一家醫院，他
第 127 屆廣交會準備工作，充分
常感激，還會贈送30部呼吸機和6
發揮好廣交會作用，助力企業拿
核酸檢測試劑給意方。
訂單拓市場，穩住外貿基本盤。
“而目前關鍵的不是中國派多
馬樺在發佈會上稱“確定不
專家醫療隊過來支援，而是意大利
會在 4 月 15 日如期舉行”，意味
先必須將防控措施做好，把病人數
着可能延期舉行，但也存在取消
及新增病例降下來才是最重要的。
的可能性。
前，中國已經走過艱難的時刻，新
肺炎防治取得階段性勝利，這要歸
出口商
：生產和銷售受影響
於中國政府和人民基於科學的嚴格
2019 年春季廣交會的數據顯
控聯防聯控措施，我們的經驗總
示，當屆廣交會境外採購商到會
是：早發現、早診斷、早隔離、早
195,454
人，來自 213 個國家和地
療。我們願意全方位分享我們取得
區。到會人數前 10 位的國家和地區為中國香
經驗，甚至是教訓。”裘雲慶說。
港、印度、美國、韓國、泰國、俄羅斯、馬來

﹁

時者等潛在的傳染源存在。武漢市如果
， 透 露 當 地 規 模 最 大 的 Giovanni
XXIII
醫院感染科的床位已全部收滿了
再出現零星病例亦屬正常。疫情分析

病人正在等待倫巴第大區政府安排轉移至其他醫 位全部收滿了新冠肺炎患者，已經人滿為患，
院。
醫生護士在滿負荷工作。讓裘雲慶一行驚訝的
在與 Giovanni XXIII 醫院的醫護交流後，中 是，雖然是感染科病房，但這裡並沒有嚴格的
新小組組長、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研
冠肺炎患者。他非常擔憂當地情
方專家組了解到，由於病人增長太快，疫情嚴 做清潔區、污染區和半污染區的分區，也沒有
況，直言：“醫護人員冒着被感染風
重，醫院目前護理人員嚴重短缺，呼吸機、呼吸 醫務人員通道和病人通道的區分，醫護人員在
究生院副院長、教育培訓處處長羅會
機耗材、監護儀、個人防護物資等相關醫療設備
比較簡陋的醫院感染防護條件下工作。“患者
險在超負荷面對越來越多的新冠病毒
明指出，零報告不等於零病例，零病
與物資已處於短缺狀態。
住院條件良好，但病房的分區和隔離措施沒有
■ 1 月 23 日 伴 隨 武 漢 封
患者。”
例亦不等於零風險。社會對疫情“歸
達到醫院感染控制要求，他們僅用紅色線條將
無全身防護 短袖上陣
城 ， 武漢交通全面暫停運
走廊分為清潔通道和污染通道。在病區裡，醫
零”的迫切期盼可以理解，但有時一
營 。 23 日 ， 在武昌火車站
專家組來到位於醫院3樓的感染科病房，大家 生的房間和病人的房間，是面對面門開着，很
味地強調“零病例、零死亡”並不利
公交車總站，
公交車總站
，一名保潔員在
都不約而同地拿出了早已準備好的防護服，認真 多醫生都是戴着普通外科口罩，甚至還有個別
為一輛公交車消毒清洗，
為一輛公交車消毒清洗
，為
於科學防控。
醫生沒有戴口罩在工作。”
天上午 9 點，專家組一行帶上全套個人防護 地檢查了每一位組員的防護服穿戴，確保萬無一 累計確診病例
恢復運營作準備。
恢復運營作準備
。 新華社
“意大利同行超負荷救治患者值得敬佩！但
物資，從駐地酒店出發，一個多小時的車程 失，並在每個人的防護服上寫上名字，因為這裡
這裡醫護人員的防護物資非常緊缺，而且工作強
後，他們抵達目前意大利疫情最嚴重的倫巴第大 就是感染風險最大的地方。
“而當我們要進入病房時，陪同的醫護人員 度非常大，護士白班、前夜及後夜的上班時間分
區的貝加莫市，進入 Giovanni XXIII 醫院，這是
似乎很驚奇我們這麼正規的穿戴。他們就穿了短 別長達 7 小時至 10 小時不等，白天 12 個護士，晚
貝加莫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主要醫院。
漢疫情分析小組是由中國國家衛健委疾 造成新危機。對此更重要的是堅持“早發現、
上5個護士。所有患者均需輸液，且有一半左右的
袖的外科工作服，戴了普通外科口罩。我們以為
目前，醫院已累計收治新冠肺炎患者
900
餘
控局和中國疾控中心聯合上海、江蘇、 早報告、早隔離、早治療原則，發現一起、
境外輸入病例：
患者在進行吸氧治療。雖然形勢嚴峻，但患者在
他們到病房裡會增加更多防控措施，沒想到進入
例，其中住院440例，而且是貝加莫收治重症患者
‘撲滅’一起，將關口提前至社區及發熱門
浙江、湖北疾控部門在武漢臨時組建的。
相比3月23日：+74
病房裡情緒穩定，還在看到專家組時豎起了大拇
感染病房還是和醫院門口一樣的穿戴。”裘雲慶
最多的醫院，截至目前，住院重症患者中有150例
診。”
不一定把清零作為目標
指。”裘雲慶表示，他們在比較簡陋的醫院感染
說。
接受吸氧治療、90例接受插管治療，還有3例接受
在疫情分析專家看來，當前階段，人類
防護下超負荷開展工作，真的很不容易，希望我
了人工心肺治療。醫院的普通門診已經關閉，僅開
疫情分析小組組長、中國疾病預防控制 對新冠病毒全貌認識不夠是最大的困難點。雷
污染通道僅用線分隔
累計治癒病例：
們帶來的物資和經驗能給他們帶來多一點的幫
放緊急外科和心臟科門診。接下去，醫院計劃改建
中心研究生院副院長、教育培訓處處長羅會明 正龍說，新冠病毒隱匿性強的特點導致存在隱
相比3月23日：+456
助。
為集中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專科醫院，住院的其他
Giovanni XXIII 醫院感染科病區的 48 張床
指出，零報告不等於零病例，零病例亦不等於 性感染，且部分患者出院後核酸檢測呈陽性。
零風險。社會對疫情“歸零”的迫切期盼可以 此外，人員流動增大後，進一步找出密切接觸
西亞、中國台灣、日本、澳大利亞。
理解。但有時一味強調“零病例、零死亡”並 者亦是難題。
死亡病例：
至截稿時，上述10個客商主要來源地，有5
不利於科學防控。
個國家確診病例超過1,000人，其中美國已超過
相比3月23日：+7
輸入病例增加帶來挑戰
羅會明告訴記者，與公眾關注的“清
（其中湖北省3,160
3.5萬例。
零”相比，疫情分析小組理解的“清零”，更
羅會明補充道，對新出現的可能病例以
如果春季廣交會延期甚至取消，對廣東出
加注重科學性。他解釋，從懷疑的人群中綜合 及聚集性疫情及時開展現場流行病學調查，將
口企業無疑是雪上加霜。佛山一家以出口為主
清零省份：
流行病學調查、臨床表現和實驗室檢測結果， 有可能出現的“死灰復燃”情況及時發現和撲
的傢具廠商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目前企業已
發現確實不是由新冠病毒感染引起的病例，這 滅，既是重點、難點，也是風險點。
經加速復工復產，受疫情影響，和去年同期相
樣產生的“零”才是更為科學、準確的“清
雷正龍提到，呼吸道疾病控制難度本來
比訂單已經減少三成以上。他指，每年都會在
註：截至23日24時
零”指標。“從專家組角度，我們反覆說，要 就大，加之復工復產後人口變稠密，防控難度
廣交會上開拓多個新的客戶，這個渠道受阻，
資料來源：中國國家衛健委
從方方面面確認都是零，才是真正沒有疫情 也將隨之增高。如今國際上疫情發展速度較
全年的生產計劃和銷售業績將大受影響。
了。”
快，境外輸入病例明顯增加也帶來了挑戰。
羅會明認為，發病、就診、診斷、報告
即便武漢和湖北解除了封城措施，在國
是一個過程，報告新增為零不代表沒有了病 家衛健委醫政醫管局監察專員焦雅輝看來，武
例。“我們更關注零背後的東西，新冠病毒肺 漢九省通衢，可能馬上將面臨輸入性病例風
炎是全新的傳染病，我們打交道還不到三個 險。因此相關防控措施要持續相當的時間。
月，認識需要不斷積累。從專業層面，我們不 “全球疫情才剛剛開始。這對中國造成防控壓
一定會把零作為追求目標。”
力，不能掉以輕心。”
連日來，在境外輸入型的新冠肺炎確診患者
據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辦公室消
對疫情走勢要有容忍度
$ 息，24 日零時起，從深圳口岸進入深 中，陸續出現了多起無症狀感染者，與其同住的
過去近60天，武漢曾連續17天新增報告的
圳所有人員均需做核酸檢測採樣，同 家人因此而變成了密切接觸者，感染風險大增。
確診病例數超過千人、峰值達13,000多例。3月
時需如實向口岸所在海關提交健康聲明 據分析，香港未要求居家隔離者需全戶隔離，其
11日，武漢新增報告的確診病例首度降至個位
卡，並通過“i深圳”、“粵康碼”自主申 同住者風險極大，亦很可能成為新冠肺炎病毒的
數。
報健康狀態，配合口岸衛生檢疫部門做好流行病學調 潛在攜帶者，而任由此類人群自由出入，將帶來
國家衛健委疾控局副局長雷正龍表示，
極大的傳播風險，增加社區爆發的機率。
查。
新增報告的確診數字明顯下降是公眾期待成
香港在收緊入境政策之前，恐有大批漏網之魚已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形勢嚴峻，儘管廣東近日
果，說明前段工作有成效。此外，出院人數不
升級了入境防疫要求，但對於14天內沒有境外旅居史 入境，目前正是遏止大規模社區爆發的最後時機。3
斷增多、重症及危重症病患人數減少、每日新
且無病症的港澳台人士，入境廣東卻無需隔離，而深 月21日，廣東已經重新出現本地新增病例，若港澳台
增死亡人數降低等均佐證形勢向好的判斷。
圳也將持有回鄉證、港澳通行證的無外遊史人員排除 入境這一通道不嚴守，很有可能導致內地疫情出現反
“但必須承認，仍可能有無症狀感染者等
在強制隔離範圍之外。如此防疫，恐有疏漏。筆者認 彈，對復工復產復學也會造成影響。關口不關嚴，失
潛在的傳染源存在。所以，我們今後對於疫情
為，隨着香港社區傳播風險升級，廣東須進一步收緊 守是必然。建議廣東嚴控境外輸入，對所有境外入境
走勢要有容忍度，特別是當社區出現零星病例
入境政策和口岸檢疫措施，應對所有入境的港澳台居 的、14天內無外遊史的港澳台無症狀人士也應強制集
報告時。”他進一步指出，武漢市如果再出現 ■ 23 日，武漢地鐵工作人員對自動售票機及
民都實施居家或集中隔離措施，一視同仁，而不論過 中隔離14天，否則難以保證該入境者是否曾接觸過相
網上圖片
零星病例亦屬正常。只要應對措施得當便不會 隔離欄等進行清潔消毒。
關高風險人群。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若溪
去14天內是否有境外旅居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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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日起所有入境深圳人員須做核酸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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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驚！世界排名第一的哈佛大學校長和夫人檢測冠狀病毒呈陽性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
導】3 月 24 日，哈佛大學校長
勞倫斯·S·巴科（Lawrence S.
Bacow）說，他和他的妻子阿
黛 爾·弗 利 特·巴 科 （Adele
Fleet Bacow）的冠狀病毒檢測
呈陽性。
他在給哈佛社區的一份
聲明中說：“我們從周日開
始出現症狀，先是咳嗽，然
後是發燒，發冷和肌肉酸痛
，並在周一與我們的醫生取
得了聯繫。我們昨天接受了
測試，幾分鐘前才收到測試
結果。”
巴科說他不確定他和他
的妻子是如何感染該病毒的
，但是他說“最近越過我們
的路的人比平常少得多”，
因為他們倆都於 3 月 14 日開
始在家工作。
他補充說：“我們將花
一些時間在家裡隔離兩週的時間裡休息和恢復體力。” “我擁
有一支強大的團隊，這很幸運，隨著阿黛爾和我專注於保持健康

，在接下來的幾周中，我的許多同事將承擔更多的責任。”
本月初，哈佛大學宣布將轉向在線課程，並要求學生離開校
園住宿。

勞倫斯·巴科於 2018 年 10 月 5 日星期五在馬薩諸塞州劍橋市
就任哈佛大學第 29 屆校長。

哈里斯郡郡長指出現在可以進行更多的冠狀病毒測試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導】德克薩斯州休斯敦
消息：哈里斯郡郡長伊達爾戈（Lina Hidalgo）宣布
該地區終於從聯邦政府那裡獲得了冠狀病毒的診斷
試劑盒，以提高整個社區冠狀病毒的測試能力。
伊達爾戈宣布，如果您遇到症狀，可以使用一
個在線工具，並且可以使用該在線工具來確定您是
否需要進行 COVID-19 測試。
如果由於某種原因您無法訪問該站點，則可以
致電 832-927-7575 或將 CV19 發送到 888777。
哈里斯郡的兩個站點將提供多達 250 例測試，
但是官員們堅持要首先使用在線工具申請的病例。
郡長說，目前的測試物資可以持續“幾天”，
但該郡將依賴聯邦政府補貨。
她還談到有傳言稱將有“待在家裡”命令，並
稱當局仍在努力下一步。
她說：“避難所不是我們地區的正確用語。”
她說，官員們希望在今天晚些時候宣布一項關
於待在家裡的決定。
伊達爾戈對記者說：“當我們說待在家里和遠

離社會是生與死的問題時，我們並沒有誇大其詞。
” “請不要外出，除非您絕對需要外出，否則請待
在家裡。”
哈里斯郡公共衛生局的 Umair Shah 博士說，我
們現在看到該病毒在社區中傳播。在哈里斯郡，大
約一半的病例是社區傳播的。他說：“我們必須減
慢這種病毒的傳播速度。請盡一切可能留在家裡。
請盡一切可能限制與他人的互動。”
伊達爾戈還談到了釋放該郡的那些對公眾沒有
威脅的監獄人。她說，週五將發布命令，將非暴力
犯罪者從監獄中釋放。
哈里斯郡警長埃德·岡薩雷斯上週表示，他的辦
公室將尋求增加“同情”釋放，以避免 COVID-19
進入監獄並迅速蔓延。
警長辦公室上週表示，監獄人口約為 8,500，而
幾週前為 9,100。
哈里斯郡地方檢察官辦公室仍然表示，沒有計
劃避免逮捕暴力罪犯（暴力嫌犯仍然被捕）。

副刊

珍惜那个跟你去啃羊蝎子的人吧
冬天是个适合约饭的季节。
可以去吃砂锅白肉，充满油脂的
猪肉，混着酸菜的酸香，满屋都是幸
福的味道；
也可以去吃碗羊杂汤，滴一滴辣
椒油，就着刚出炉的烧饼，就是冬天
该有的样子......
但很少有人主动约羊蝎子。
在所有冬天食物里，羊蝎子是一
种特殊的存在。
它像小龙虾一样束缚你的双手，
你只能带着手套撕它掰它吮吸它，让
你无法摆弄手机，只能眼巴巴地看着
对面的人，听他讲话。
它还吃相狰狞，若是想把一块羊
蝎子吃到极致，只能张牙舞爪，不顾
形象。
所以不是所有人都能跟你一起吃
羊蝎子，你也不愿跟所有人吃羊蝎子
。
冬天的羊蝎子，只能留给最珍贵
的人。
凡是一起吃羊蝎子的，之前都结
下过深厚的战斗友谊——
一起为工作抓耳挠腮过，一起在
活动路上风里过雨里过，愿意为对方
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
只有这样的朋友，才能同桌大嚼
羊蝎子。
因为羊蝎子这东西，是真的太微
妙了：
它看起来，真的不够高大上，不
像是请客下馆子该吃的东西。
首先，以下脚料为食材，就难登
大雅之堂。
“羊蝎子”，不过是起了一个好
听的名字：羊脊骨和连接脊骨的几根
肋排，恰似一只蝎子，但从不是羊身
上最珍贵的部位。
直到上周五，北京市生羊蝎子的
均价，才 18 块钱一斤，比去骨羊后腿
足足便宜一半。吃肉的快乐，因此格
外简单易得。
一个人吃，一锅未免嫌多；两个
人小锅正好；三五人吃，大锅煮肉，
热热闹闹。
吃羊蝎子的人，哪怕再社恐，也
愿意享受这份三五成群的热闹。
因为十多块一斤的东西，没什么
档次可言，也只有不对你要求档次的
人，才能一起吃。
你的社恐，可能为所有人存在，
但这个人一定除外。

羊蝎子成为对抗世界的结界，不
仅因为它的平民化、私密性，还有那
副毫不优雅，毛骨悚然的吃相。
那吃相，要不是挚爱亲朋，真没
眼看。
夹起一块，羊脊骨肉质软烂，羊
肋排汤汁欲滴，二话不说，咬！
好像慢了一秒，软熟的肉从骨头
上掉下来，脱离了肉汁与热气，就要
消失一样。
从这一刻，贪食者的纵欲开始了
。你必须与冷空气和地心引力搏斗，
在肉汁流尽、冷风入骨之前，左一口
，右一口，中间一口，争分夺秒。
面对烂熟飘香、汁水淋漓的肉骨
头，没有人能拒绝食肉天性的召唤。
舌尖一舐，肉落入口，边嚼边吸
；再咬一满口，骨头上的肉全撕咬下
来；掰开再啃，敲骨吸髓，直到肉筋
剥光，汁水吸干，当啷一声，白骨落
碗而后已。活像条狼。
在这里，用筷子可能会被嘲笑，
一切都要靠双手，外加一副一次性手
套来创造。
尤其，是啃羊脊骨的时候：掰开
一节，用手指小心翼翼分开缕缕相连
的肉筋，凑到嘴边，先一口把成条的

骨髓吸尽，绕着圈咬起，用牙齿剔光
边角的肉丝，再把纤维分明的肉筋一
丝丝咬下，啃完再三检视，仪式结束
，才反应过来——
此时，你已在最瑟缩的寒冬里，
完成了一次手、眼、口并用，舒筋活
血、胸胆开张的剧烈运动。
同时，你也在对面人的眼睛里，
看到了自己披头散发、张牙舞爪的模
样。
珍惜那个跟你去啃羊蝎子的人吧
你大脑一片空白，热血冷下来，才想
起一条不成文的吃羊蝎子铁律：
如 果 你 爱 ta， 请 带 ta 来 吃 羊 蝎 子
；
如 果 你 喜 欢 ta， 千 万 ， 千 万 不 要
跟 ta 一起吃羊蝎子。
此刻你的状态，在初识的人眼里
，不免如猛虎搏羊，不成人形，毫无
优雅可言。
但在爱你的人眼里，你吃羊蝎子
的样子，真的太好看了。
看你吃得开心，他就开心了。
珍惜那个跟你去啃羊蝎子的人吧
羊蝎子是最不挑馆子的食物。
跟朋友吃哪家都好吃，就算是自
家楼下那破馆子，跟传说中全城最好

吃那家，也没多大区别。
唯一的分野，在于如何让它变得
好吃。
烤羊蝎子，是“羊蝎子之父”苏
东坡发现的元祖吃法，先将羊蝎子煮
熟，以黄酒腌渍之后，再加以烤制。
“先煮后烤”的吃法，沿用至今
，只是各家在汤料、腌料与烤料，以
及工序细节上，各有独门秘诀罢了。
两人吃烤羊蝎子，各自抓起一块
便咬，要不是坐在店里，活像是俩猴
儿吃桃。
只有你们俩才知道，那是焦香汹
涌的无上美味。
而上世纪 90 年代，北京羊蝎子馆
兴起之际，最早流行的，是白汤羊蝎
子。当年名扬北京的“羯子李”，至
今仍以白汤为招牌。
这也是常见的家庭吃法，放葱姜
大料，热热地炖一锅，也可把白萝卜
切大块，下锅同煮，温补暖身。
看似粗糙的羊骨里，其实是中国
人细致的养生心态，一种对骨骼的崇
拜——人们坚信药食同源，也深信以
形补形，将大骨里的精华炖出来，吃
肉喝汤，有利于骨骼的强健，加上冬
日的萝卜，活血之外，更可顺气。

如果有人拖着你去吃白汤羊蝎子
，一定是你的憔悴与疲累，被他看在
了眼里，记在了心上。
但心病，还需心药医，喝汤能补
身，吃辣才开心。
红汤羊蝎子，下豆瓣酱、辣椒、
葱姜、香料煸炒，羊蝎子已提前煮好
，先把煮肉的原汤倒入，再将肉下锅
，咕嘟冒泡，泛起香辣的气息，啃到
满嘴流油，大汗淋漓。
在山东，卤羊蝎子被称为“大梁
骨”，老汤里煮好了，捞起沥干装盘
，即可大嚼。
此时，无汤的羊蝎子，一反冬日
时令，在夏季重生。大梁骨配冰啤酒
，再加两个闲人，足够消磨一个凉夜
了。
无论是做熟即食，还是吃时加热
，都足以大饱口福了。
但很多人心中的巅峰，还是羊蝎
子火锅——21 世纪最伟大的吃肉发明
。
吃羊蝎子火锅，没有一口不爽快
，没有一个环节不值得享受。
面前一口大锅煮肉，身心寒气一
扫而空，热气腾腾迷人眼，隔一层雾
，对面的人更好看了——嗨，这会儿
谁还看人呐，光盯着锅里的肉了。
肉随煮随吃，一口比一口软烂入
味，顷刻之间，一锅肉就剩一把骨头
啦。
随后的涮菜，则是魔法的又一重
演绎：汤。
大白菜叶煮完，外头裹着油，里
面透着汤；炸腐竹煮完，筋道里渗着
肉汤的香；嫩豆腐煮完，卤香气活像
是豆腐本来就有的，咬一口从里往外
冒……
北方冬天的炖菜，总有一种做法
：好肉汤炖久了，煮什么不香啊？
这也是食物与食物相处、人与人
相处最简单、最诱人的法则。
滋补、美味与实惠，构成了我们
吃羊蝎子的最大理由，独特的吃法，
则是最亲密的人之间，不足为外人道
的美妙。
最亲密的人，才最在乎、最了解
你的欲望——不体面，吃相差，都无
所谓，你快乐比什么都重要。
吃个几顿，我们才明白：最值得
珍惜的并不是羊蝎子，是陪你一起吃
羊蝎子的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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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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2020 -3/29/2020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SUN.

23

24

25

26

27

28

29

00:00-00:30

美南大咖談 (重播)

中國文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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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 (重播)

中華情 (重播)

治安對談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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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00-04:30

06:30-07:00

中國地名大會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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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 (重播)

中華醫藥 (重播)

海峽兩岸 (重播)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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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與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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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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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洋言洋語 (重播)

中國緣 (重播)
生活 (重播)

中華情 (重播)

治安對談 (重播)

中國輿論場 (重播)

科技與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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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國家回憶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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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安對談 (重播)

中華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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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與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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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安對談 (直播)

中華醫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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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與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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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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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總統呼籲美國人要``保護''亞裔美國人
國會亞裔美國核心小組主席趙美心鼓勵總統不再仇外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川普總統在推文中建議美
國人在“美國和全世界”保護亞裔後裔。 在他再次將
COVID-19 稱為“中國病毒”後數小時，他就發布了這
一消息。川普多次使用該術語，一些專家認為這導致了
對亞裔後裔的仇恨襲擊。川普在平台上寫道：“他們是
很棒的人，並且病毒的傳播……不是他們以任何方式，
形式或形式的過錯。” “他們正在與我們緊密合作以消
除它。我們將共同努力！”川普在新聞發布會上重申了
這一點。國會亞太裔美國核心小組主席加州民主黨眾議
員 趙 美 心 （Judy Chu） 告 訴 美 國 全 國 廣 播 公 司 新 聞
（NBC News），儘管她歡迎社區的支持，但川普的評論
“如果川普和他的支持者尚未危及許多人，就沒有必要
了。 通過散佈這種有毒的仇外心理。”
“數週來，川普總統一直被記者，國會議員，衛生
專家和他本屆政府成員告知不要使用'中國病毒'一詞。 當
公開面對時，川普拒絕了專家的意見，並一再加倍延長
該任期，為之辯護，川普表示歡迎亞裔美國人。”川普
因在社交媒體消息傳遞和新聞發布會中反複使用“中國
病毒”一詞而受到強烈反對，專家和公眾表示，這種疾
病使這種疾病與亞洲血統之間的種族主義聯繫永久存在
。 川普聲稱這種語言是“準確的”，以此捍衛了對這種

語言的使用。
白宮官方的 Twitter 帳戶以川普以前的疾病名稱（例
如“西尼羅河病毒”）為由對他進行了備份。 但是，許
多官員警告不要對病毒進行區分，包括疾病控制和預防
中心主任羅伯特•雷德菲爾德博士，他在本月的眾議院
聽證會上同意使用標籤“絕對錯誤且不合適”。 像“中
國冠狀病毒”一樣，這種疾病已經擴大到中國以外。其
他專家和官員，包括趙美心的核心小組，都說使用該術
語已經導致了與該病毒有關的錯誤信息有關的一系列攻
擊。 在紐約市，據稱一名 23 歲婦女在援引反亞洲誹謗時
遭到另一名婦女的襲擊而遭到拳打和住院治療。 在加利
福尼亞州的另一起事件中，一名亞洲青少年因擔心冠狀
病毒而被欺負並毆打後被送往急診室。鑑於對亞裔美國
人社區造成的傷害，許多社交媒體用戶（包括 CBS 新聞
白宮通訊員姜衛佳）在推特上說，該官員的臉龐稱該病
毒為“功夫”。 一些人指責川普不履行自己的諾言。 其
他人則說他的評論太少，為時已晚。趙美心的核心小組
寫了一封信，勸阻國會議員不要圍繞大流行進行任何種
族主義和仇外心理。趙美心說，她有一些建議可以與川
普分享。她說：“我鼓勵總統聽他自己的推文，擺脫仇
外心理，不再稱其為'中國病毒'。”

在股市崩盤期間如何處理您的401k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週一，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因
COVID-19 和石油價格戰的消息而跌至 2008 年以來的最差跌幅
，過去兩週股市的過山車之旅使許多投資者感到不安。 有點不
安。如果您擁有 401（k）或 IRA，並且在周一晚上檢查了股市的
當前值，您可能會感到自己的財富在急劇下降。如果您在股市的
最新動盪中擔心自己的 401（k），以下是您需要知道的。
退休投資如何運作:了解為什麼您不應該對退休帳戶感到驚
慌，您需要知道它們的工作原理。401（k）是由雇主發起的投資
計劃，而個人退休賬戶（傳統的或羅斯 IRA）通常由個人設立，
用於投資退休金。如果是 401（k）或傳統的 IRA，您可以預先獲
得稅收優惠，並在提款時付款； 使用 Roth IRA，提款無需繳稅

（本報訊）Texas 州
州長 Greg Abbott 宣布將
5 月 26 日的政黨決選推遲
至 7 月，以應對冠狀病毒
的爆發 （見公告於此）
。選舉已定於 7 月 14 日
舉行，提前投票將於 7 月
6 日至 10 日舉行。
Harris 縣行政書記官
Diane Trautman 說 ： " 我
們將繼續與州務卿合作
，隨時向居民通報有關
決選的最新情況。” 同
時我們鼓勵選民多加利
用提前投票和郵遞投票
的選項。
如果您已完成選民
登記並符合下列條件之
一，即可申請郵遞選票
：在選舉日當天年滿 65
歲或 65 歲以上; 生病或殘
障； 在選舉日當天以及
提前投票期間，您都不
在本縣境內；或是在監
服刑，但具有投票權。

。 無論哪種方式，通過定期添
加資金，這些帳戶都可以使您增
加退休儲蓄，可以繼續退休生活
。
暴 跌 期 間 如 何 處 理 401 （k）:
看著您的 401（k）餘額大跌，據佛羅里達州認證
金融計劃師霍莉•唐納森（Holly Donaldson）稱
，現在不是驚慌的時候。賣出是您要做的最後一
件事，因為您會蒙受損失。實際上，唐納森建議
您不要理會您的新聞提要，因為它會讓您對退休
帳戶感到恐慌。專家提示: 請勿從 IRA 或 401（k
）中提款-提早提款將受到重罰。她指出，股市
通常需要一到兩年的時間才能自我糾正，因此，一天甚至幾週的
波動不會改變您的長期策略。避免每小時更新投資帶來的壓力不
僅是平衡財務投資組合的關鍵，也是心理健康的關鍵。而且，即

因應新冠狀病毒肺炎經文處領務服務時間調整公告
（本報訊）自本(2020)年 3 月 25
日起，為因應德州哈里斯郡政府針對
「新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疫
情所發布自 3 月 24 日午夜至 4 月 3 日
期間之 「stay-at-home」order，要求
民眾避免非必要外出，並配合德州各
級政府及本處辦公大樓之防疫措施，

決選推遲至7月
Harris 縣行政書記官辦公室將繼續對外關閉線上提供有限服務

減少群聚感染風險，本處建議民眾儘
量以郵寄方式辦理護照換發、文件證
明及簽證等領務業務，相關領務服務
調整如下：
一、 收件及取件時間：領務組對
外服務時間自本年 3 月 25 日起至 4 月 3
日止(是否延長另行公告)調整為星期

一至星期五上午 9 時至中午 12 時，下
午不開放。另為配合本處大樓因防疫
管制人員出入，本處將於上述期間週
一至週五上午 9 時、10 時、11 時、12
時 整 點 在 本 處 辦 公 大 樓 City Club
Drive 入口處派員引導申請人至本處領
務大廳，擬辦理領務民眾請於上述整

申請郵遞選票的最後一
天是選舉前 11 天。選民
可至 www.harrisvotes.com
下 載 或 致 電
713-755-6965 索 取 申 請
表。登記投票的最後一
天是 6 月 15 日，請點擊
這裡以查看選民登記資
訊。
Harris 縣行政書記官
辦公室將持續對公眾關
閉, 直到另行通知。員工
將繼續通過電子郵件和
電話為公眾服務，但提
醒居民，他們可以使用
官方網站的線上服務。
以下是提供服務項目的
線上連結：
不動產
縣民事法院
遺囑認證法院
個人資料記錄
訂購文件副本
競選財務電子申報
個人財務電子申報

基於我們的辦公室對外
關閉，目前無法提供以
下的服務項目。
申請結婚證
為公司申請不同名稱 (D/
B/A)
提交家庭分娩記錄
申請出生證明
父子關係認證
未成年人的委託書
申請酒類許可證
“我們將繼續根據
需求，會在每週重新評
估我們的資源和人員的
配 置 ”, Trautman 補 充
“民眾和員工的健康和
安全是我們的首要任務
。
鼓勵民眾在社交媒
體上關注 Harris 縣行政書
記官辦公室，或至 HarrisVotes.com 以 獲 取 最 新
資訊。

使您快要退休了，唐納森（Donaldson）也建議您與每小時的理
財師進行交談，或者與您的雇主的 401（k）代表交談，以確保您
的投資組合具有正確的股票，債券和現金組合。緩慢而穩定。
每次都贏。

點時間前至上述入口處等候引導。
二、防疫期間原則以郵寄方式辦
理。
三、辦理軍公教退休金或勞保年
金給付之 「授權書」或 「現居美國證
明」申請案：請申請人至公證人 notary public 辦理親簽後，即可採 「郵寄
」方式申辦。
四、暫停領務速件服務。
五、領務服務聯繫方式

電話:713-840-3833(護照)
713-840-3832(簽證)
713-840-3834(文件驗證)
713-626-7445(總機)
電郵：consular.hou@mofa.gov.tw
郵寄地址：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Houston
11 Greenway Plaza, Suite 2006, Houston, TX 770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