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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特律車展取消底特律車展取消 展覽場地改建野戰醫院展覽場地改建野戰醫院

美國陸軍工程兵團在美國底特律美國陸軍工程兵團在美國底特律TCFTCF中心的壹個展廳內建起野戰醫院中心的壹個展廳內建起野戰醫院。。
據悉據悉，，TCFTCF中心最多可容納中心最多可容納10001000人人。。據報道據報道，，日前底特律車展官方宣布日前底特律車展官方宣布，，
今年今年66月舉行的底特律車展取消月舉行的底特律車展取消。。底特律車展又名底特律車展又名““北美車展北美車展”，”，是世界五是世界五
大車展之壹大車展之壹，，北美規模最大的國際型車展北美規模最大的國際型車展，，已有已有100100多年歷史多年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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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宣布實行全國宵禁泰國宣布實行全國宵禁

泰國總理巴育發表電視講話宣布泰國總理巴育發表電視講話宣布，，為控制新冠肺炎疫情為控制新冠肺炎疫情，，自自44月月33
日起實行全國宵禁日起實行全國宵禁，，宵禁時間為每天晚上宵禁時間為每天晚上1010時至次日淩晨時至次日淩晨44時時，，直至疫直至疫
情好轉情好轉。。圖為泰國警察戴著口罩在檢查站停攔下壹名男子圖為泰國警察戴著口罩在檢查站停攔下壹名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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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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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奧迪因自燃被暫停進口
涉及A4、A5超1800輛

海關總署發布公告披露兩起進口奧

迪車自燃事件，稱近期海關在口岸對進

口汽車實施檢驗時發現2輛進口奧迪車

（型號為A5 2.0T F5SDKYAF6A0）在集

裝箱內發生自燃，海關總署已采取暫停

該車型進口的措施，但並未明確說明何

時解除該車型車輛的進口。與此同時，

海關總署發布了關於部分進口奧迪汽車

存在自燃風險隱患的警示公告。對此，

新京報記者采訪奧迪中國、壹汽-大眾奧

迪方面，但截至發稿對方暫未回應。

記者註意到，近些年來，因自燃安

全隱患奧迪曾在全球範圍多次發起召回

，僅在中國市場涉及車輛數量超過10萬

輛。

短路風險致自燃，部分車輛已進入
國內

海關總署公告顯示，經海關總署組

織調查並經奧迪公司確認，車輛自燃原

因是啟動電機導電支架因制造裝配工藝

問題存在內部短路風險。海關總署稱，

奧迪公司提供了裝配同款啟動電機的進

口奧迪品牌車輛清單，包括A4 2.0T、

A5 2.0T、A6 2.0T、A7 2.0T車型，部分

車輛已進入國內市場。

從海關總署公布的清單來看，涉及

自燃風險隱患的奧迪進口車輛共計1868

輛，涉及的進口奧迪A4、A5均為國六

車型，其中包括712輛奧迪A5，1156輛

奧迪A4，其中奧迪A5已經售出243輛，

尚有經銷商庫存469輛；奧迪A4售出了

402輛，經銷商庫存754輛；另外清單顯

示涉及的問題車輛均為2.0T版本車型。

對於存在自燃風險隱患，奧迪公司

方面提供的解決方案是將通過更換新型

安全啟動電機方式消除風險，同時海關

總署要求各地海關對進口車型車輛嚴格

實施檢驗，確保進口車輛已更換為新型

安全啟動電機。

集裝箱內自燃存偶然因素，涉起火

隱患曾多次召回

從汽車行業來講，在海關口岸出現

車輛自燃的質量事件較為罕見。全國乘

用車市場信息聯席會秘書長崔東樹表示

，“電機導電支架因制造裝配工藝問題

可能是發動機或電動機導電支架存在問

題。此外在集裝箱內發生自燃，可能也

存在很多偶然因素。”他認為對於涉及

自燃風險隱患的已經銷售車輛，最簡單

的處理方式就是召回。

記者註意到，奧迪A5因自燃隱患召

回曾頻發。僅在中國市場，壹汽-大眾

從2017年至今包括奧迪A5等進口車型

已發起多次召回，涉及車輛數量超過

10 萬輛，其中多次召回涉及存在起火

安全隱患。

早在2017年 3月 3日，因輔助冷卻

液泵存在阻塞可能，過熱極端情況下可

能會造成發動機艙起火，存在安全隱患

，20562輛部分進口奧迪A4 Allroad、A5

汽車在華召回；當時官方消息顯示因該

障礙中國市場已經有630例相關投訴，

全球其他市場有82例相關投訴。

2018年5月16日，壹汽-大眾再次備

案召回計劃，因在部分裝備2.0L TFSI發

動機的車輛中，輔助水泵存在短路和過

熱的情況，嚴重可導致發動機艙著火，

壹汽-大眾召回 20278 輛部分進口奧迪

A4 Allroad、A5汽車。

2019年 2月 28日，壹汽-大眾召回

包括奧迪A5在內的八款進口車型共計

57199輛，召回原因為發動機低壓油軌

零件的塑料焊接工藝不穩定，可能造成

低壓油軌密封性降低，存有起火安全隱

患。

而全球範圍內奧迪自燃事件也曾不

斷。2018年因存在問題的冷卻液泵可能

會堵塞過熱，或冷卻液泵內部因受潮而

發生短路，從而造成自燃起火風險，奧

迪在全球範圍內召回壹系列2.0T車型，

其中包括奧迪A5、奧迪A4、奧迪Q5等

車型，共計116萬輛。此前，奧迪也因

車輛輔助加熱器的質量問題存在起火安

全隱患，在全球範圍召回包括奧迪A5、

奧迪A4、奧迪Q5等車型127萬輛。

豪華車市場壓力陡增，奧迪加速國
產化

2019年奧迪在華累計銷量約69萬輛

，同比增長4.1%，中國市場再次成為奧

迪全球範圍內最大的單壹市場，奧迪在

華的國產化車型比例逐漸提高至91.5%

。其中奧迪進口車型2019年累計交付超

5.8萬輛，同比增長4.2%。盡管國產化深

度不斷提升，但進口車市場仍是奧迪銷

量貢獻的壹個拉動力。

實際上，近年來隨著國內消費升級

，豪華車市場呈現增長趨勢，同時BBA

豪華車第壹陣營的市場競爭壓力加劇。

盡管2019年奧迪在華實現正增長並再次

創下歷史紀錄，但奔馳、寶馬正在快步

追趕，奧迪承受較大壓力。

另外，新四化轉型的壓力下，奧迪

在本土的電動化戰略也承受著來自奔馳

、寶馬老對手追趕的壓力，以及特斯拉

等新進入者的施壓，奧迪在中國市場面

臨業務全面升級，在當前汽車市場環境

下，是機遇更是挑戰。

4月1日，奧迪中國進行人事調整，

安世豪接替奧迪中國公司總裁武佳碧，

全面負責奧迪在華相關業務。奧迪表示

此舉是為了強化奧迪在中國的業務和鞏

固市場地位，加強電動化戰略。

“早些年，奧迪在華表現很好，但

近年來在與奔馳寶馬的競爭中處於弱化

地位。因為大眾集團及奧迪方面認為原

先的做法是比較成功的，此次調任有在

華背景的安世豪重回中國市場，也是希

望借助復制以往的成功經驗，改善在華

的競爭態勢。”崔東樹表示，“但當前

市場形勢已經不同於早些年，能否復制

成功無法斷言，但奧迪方面是希望能夠

復制成功。”

央行：定向降準可釋放長期資金約 4000 億
支持實體經濟

綜合報導 央行決定於4月對中小銀行定向降

準，並下調金融機構在央行超額存款準備金利率。

央行有關負責人表示，此次定向降準可釋放長期資

金約4000億元，有效增加中小銀行支持實體經濟的

穩定資金來源，有利於促進降低小微、民營企業貸

款實際利率，直接支持實體經濟。

此次定向降準分4月15日和5月15日兩次實施到

位，防止壹次性釋放過多導致流動性淤積，確保降準

中小銀行將獲得的全部資金以較低利率投向中小微企

業。此次降準後，超過4000家的中小存款類金融機構(

包括農村信用社、農村商業銀行、農村合作銀行、村

鎮銀行、財務公司、金融租賃公司和汽車金融公司等)

的存款準備金率已降至6%，從中國歷史上以及發展中

國家情況看，6%的存款準備金率是比較低的水平。

此次定向降準對象為何選擇了中小銀行？負責

人表示，本次定向降準面向中小銀行，包括兩類機

構，壹類是農村信用社、農村商業銀行、農村合作

銀行、村鎮銀行等農村金融機構，另壹類是僅在省

級行政區域內經營的城市商業銀行。獲得定向降準

資金的中小銀行有近4000家，在銀行體系中家數占

比為99%，數量眾多、分布廣泛，立足當地、紮根

基層，是服務中小微企業的重要力量。

負責人指出，進壹步降低中小銀行存款準備金

率，將增加中小銀行的資金實力，有助於引導其以

更優惠的利率向中小微企業發放貸款，擴大涉農、

外貿和受疫情影響較嚴重產業的信貸投放，增強對

實體經濟恢復和發展的支持力度。

針對央行下調超額準備金利率壹事，負責人回

應，超額準備金是存款類金融機構在繳足法定準備

金之後，自願存放在央行的錢，由銀行自主支配，

可隨時用於清算、提取現金等需要。

人民銀行對超額準備金支付利息，其利率就是

超額準備金利率，2008年從0.99%下調至0.72%後，

壹直未做調整。此次央行將超額準備金利率由0.72%

下調至0.35%，可推動銀行提高資金使用效率，促進

銀行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特別是中小微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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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到週二上午 10 點, 大
休斯敦地區病毒感染人數 2968
人, 44人死亡,402人痊癒.

德州感染人數7276人，140
人死亡。

全美感染人數 377，499，
死亡人數11，781.

因受到疫情影響，哈瑞斯
縣推出 1000 萬美元的貸款項目
，來幫助此次受到疫情影響的
小商業企業。這項計劃將為受
到影響的小商業業主可提供最
高2.5萬美元的無利息，和不用
償還的救災貸款。

休斯頓本週天氣氣溫變化
較大，提醒大家做好準備，避
免感冒。本週叁的氣溫將有望
達到曆史同期的新高，即 1986
年創下的華氏 92 度。而周四下
午又將迎來強烈冷空氣，氣溫

降至 70 度。週末複活節，氣候
驟降，下周有望出現 40 度低溫
天氣。

德州公園管理局今天宣布
，由於病毒傳播，為更多的遊
客安全考慮，將關閉所有的德
州公園，工作人員將繼續做好
公園的維護，開放時間將根據
疫情狀況而定，德州擁有 90 個
以上的公園和曆史名勝。

能源業進入不景氣，Exxon
Mobil 本週二宣布將削減100億
美元的石油開采和生產量，以
應對油價的暴跌，德州另一家
石油天然氣公司Irving 宣布減少
30%預算緩解市場不景氣，Hal-
liburton 公司也宣佈在德州和俄
州裁員 600 人。超過 50 家石油
和天然氣公司表示將縮減資本
開支，其金額共達370億美元。

04/07疫情報告: 大休斯敦地區病毒感染人數繼續增長

（綜合報導）為了在數十年來最嚴重的油價暴跌中保持其財
務健康，石油巨頭埃克森美孚公司大規模的投資計劃改弦易轍
， 將支出計劃削減至2016年以來的最低水平。

這家總部在德克薩斯州歐文的公司週二在一份聲明中表示，
將把今年的支出削減30%至230億美元。

儘管每個石油公司都在努力應對石油價格暴跌，但對於埃克
森美孚首席執行官Darren Woods而言，油價下跌尤為痛苦，因

為直到最近他還將公司前景押注在低迷時期進行大量投資之
上。但是，原油價格暴跌是如此之嚴重，以至於像埃克森美
孚這樣財務實力雄厚的公司也感受到了壓力。

荷蘭皇家殼牌公司、雪佛龍公司和道達爾公司等一些超
級巨頭都暫停了股票回購，以保留股息計劃。

就在石油市場暴跌之前的幾天，Woods還強調當其他人撤退
時應該進入這個市場。隨著借款的大量增加，投資者已經對此表

示懷疑，但是最近原油價格的下跌使人們更加關注埃克森美孚有
多大意願提高其負債。

埃克森美孚削減數十億美元投資以應對油價暴跌

FT-Peterson民意測驗顯示，將近四分之三的美國人表示，
冠狀病毒大流行減少了他們家庭的收入。

調查發現，有73%的美國人稱疫情減少了他們的家庭收入，
24%的受訪者表示家庭收入“大大減少了”。此外，約48%的受

訪者表示，如果他們生病並且無法工作，他們將失去工資。
疫情的經濟影響已變得廣泛。具體來看，調查結果表明，年

收入超過10萬美元的家庭中，71%報告收入受到打擊，而收入低
於5萬美元家庭的比例則為74%。此外，年收入少於5萬美元的

人中有53%表示，如果生病迫使他們停止工作，他們將失去薪水
，而年收入超過10萬美元的人中有47%同樣這麼認為。

截至3月28日的兩週內，有創紀錄的1000萬美國人提出申
請失業救濟金，因數百萬企業受疫情影響解雇了員工，還有更多
的企業減少了僱員的工時或工資。

此外，調查還顯示，近三分之一的受訪者稱，全球經濟放緩
是美國經濟面臨的最大威脅，而上個月的比例只有12%。醫療保
健成本此前一直是美國人最擔心的問題，目前降至第二位。

近四分之三的美國人稱疫情降低了家庭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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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欣欣 黑龍

江報道）5日，黑龍江一日新增20例境

外輸入病例，超過當日中國38例境外輸

入病例的半數。這20例病例全部為中國

籍，均由俄羅斯經中國綏芬河口岸入境。

過去一周，綏芬河入境的確診病例已經達

到39例。這個人口不足7萬的邊境小鎮

防疫壓力驟然加大，當地醫院進行了緊急

改造，臨近地區醫護也前往馳援。根據中

俄雙方商定，7日至13日綏芬河口岸臨

時關閉，恢復開關日期另行商定。

綏芬河市隸屬於牡丹江市，轄區面積460平方
公里，總人口7萬，與俄羅斯濱海邊疆區接

壤，東距俄羅斯對應口岸波格拉尼奇內21公里，
距俄遠東最大的港口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
崴）190公里，邊境線長27公里，有公路、鐵路
兩個國家一類口岸。
綏芬河市委宣傳部人員告訴香港文匯報記

者，由於中俄邊境主要口岸黑河和同江此前都已
經關閉，綏芬河口岸這個唯一的回國通道，面臨
極大的入境壓力。據綏芬河市衛健局統計，從3
月21日到4月4日，綏芬河陸路口岸共入境1,966
人。根據2日出台的最新政策，黑龍江省實行第
一入境地即是隔離地的管控措施，由綏芬河入境
的輸入確診病例被送往牡丹江醫院治療，其他人
則送往綏芬河各隔離點進行隔離，接待和醫護壓
力突增，公路口岸檢驗檢疫能力和市區隔離檢測
能力已超過極限。

通道重開一日接華人歸國
“綏芬河城市小，酒店不多，不論是隔離地

點安排，還是檢查都跟不上。關口和一些賓館大
堂甚至出現旅客滯留的場景。”綏芬河口岸委的
工作人員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基於此，綏芬河
市人民政府3日發佈公告稱，黑龍江省口岸辦公
室與俄羅斯聯邦國家政府機構項目建設和使用管
理局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舉行緊急會晤，雙方商
定：綏芬河—波格拉尼奇內公路口岸旅檢通道5
日臨時關閉，6日正常開關，7日至13日繼續臨時
關閉，恢復開關日期另行商定。但此規定4日凌
晨就不執行了。“原因是俄羅斯濱海邊疆區自3
月31日起全境實行全面居家隔離制度，所有酒
店、賓館、療養院等停止對外營業。也就是說，
轉道海參崴的中國人沒有地方去，因此我們又同
意把口岸再打開，盡最大努力把這些繞道歸國的
同胞接回來。”
根據《黑龍江省境外入境人員“閉環管控”

辦法》，綏芬河市制定細化實施一系列入境人員
管控工作方案，堅持做到入境人員“100%登臨檢
驗、100%查驗健康申報、100%檢測體溫、100%
接受流行病學調查、100%核酸檢測、100%集中
隔離”，實施全流程健康監測和管理服務。

逾百醫護攜物資馳援
由於輸入疫情的防控嚴峻性，香港文匯報記

者5日上午了解到，綏芬河準備把市職教中心改
造成方艙醫院，並開始清理體育館備用。但下午
即得到消息兩地改建都沒有進行。綏芬河市委宣
傳部部長石金奇說，5日夜裡，200多名義工臨時
接到任務，連夜投入到市醫院院區改造工作，轉
移本院病人，準備接受隔離者。6日，中國駐符
拉迪沃斯托克總領事館發佈公告，強烈建議中國
公民避免莫斯科—符拉迪沃斯托克—綏芬河長途
旅行。石部長說，由於大使館和總領館都發佈了
感染風險提醒，預計歸國華人會大幅減少，具體
措施要看接下來的入境情況隨時調整。
黑龍江多地醫療義工隊陸續奔赴綏芬河馳

援。牡丹江紅旗醫院第一批支援隊伍34名醫護人
員包括重症、呼吸、感染、兒科等科室專家，攜
帶防護服、N95口罩、消毒機、血液分析儀、紫
外線燈管等33萬餘元人民幣的醫療物資最早抵
達。穆稜市15名醫務人員組成的支援隊，牡丹江
林口縣等地醫務人員等多支隊伍在5日、6日兩天
陸續到達。截至目前，馳援綏芬河醫護人員總計
達120餘人。醫務人員到位後，第一時間了解了
病區劃分情況，熟悉接診流程，還現場開展了詳
細的穿脫防護服培訓。

俄單日新增近千病例 華人：檢測救治難

俄羅斯

莫斯科

中國

黑龍江

哈爾濱

綏芬河市

符拉迪沃斯托克
（海參崴）

主要輸入路徑及相對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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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外電及記者王欣欣報道，新
冠肺炎疫情近日在俄羅斯轉趨嚴重，當地6日錄得
954宗新增確診個案，再創單日新高。俄羅斯中國累
計已有6,343人受感染，56%是在4月份錄得，大部
分個案來自莫斯科。
俄羅斯政府日前宣佈限制口罩買賣，只准藥

房向公眾出售口罩，每枚口罩利潤不得高於0.1盧
布，批發商最多亦只可獲10%毛利，以防有人藉
疫情牟取暴利，為期90天。除口罩外，呼吸機、
膠手套、不織布和其他防護衣物的銷售亦受限
制。
另外，俄羅斯國家鐵路公司日前暫停來往白

俄羅斯明斯克的客運列車服務，俄國至今已暫停
與21個國家的跨境客運服務。穿越波羅的海三國

來往加里寧格勒的列車則未知能否開出。

發燒不到38.5度不予入院
“俄羅斯的疫情實際情況要比官方報道嚴重

得多，我了解的華人被感染就已經有十幾例確診
的，實際數字應該更大，所以大家都比較恐
慌。”俄羅斯中國志願者聯盟負責人許文騰這段
時間手機每天都被打爆了，他連線接受香港文匯
報記者採訪時說，華人現在處於進退兩難的地
步，回國路程輾轉，染病風險高，且離開後在俄
羅斯的生意和工作就前功盡棄了，而留在俄羅
斯，整個防控環境不理想，不能得到及時檢測和
救治，更加危險。
在俄羅斯，發燒不到38.5度就不予以收醫，

只能在家自行隔離，且沒有藥品供應。為此，俄
羅斯中國志願者聯盟聯合在俄羅斯工作的中醫專
家成立了中醫預防小組，為華人提供醫療幫助，
“但是畢竟只能是輔助工作，目前大家急需檢測
試劑盒和預防性中藥，需要指導有症狀的華人如
何自我救治。”許文騰說，俄羅斯地廣人稀，也
處於封城狀態，人流下降了80%左右，雖然不如
中國嚴格，但是也會起到一定的作用。為了減少
大家的擔憂，我會向華人宣傳科學預判的疫情發
展情況，告訴大家不管俄羅斯人怎麼樣，我們自
己要做好防護，保持距離，勤洗手，戴口罩，並
且給俄羅斯人送口罩，勸他們戴口罩。同時為華
人朋友提供一些心理疏導，即使確診也不要害
怕，和我們的中醫專家保持聯繫。

■■綏芬河公路口岸綏芬河公路口岸
香港文匯報黑龍江傳真香港文匯報黑龍江傳真

■■綏芬河市公安局成立疫情防控應急突擊隊
綏芬河市公安局成立疫情防控應急突擊隊，，值守在口岸入境大廳和高鐵火車站值守在口岸入境大廳和高鐵火車站。。 香港文匯報黑龍江傳真香港文匯報黑龍江傳真

■馳援醫療隊抵達後第一時間熟悉院
區環境。 香港文匯報黑龍江傳真

香港文匯報製圖香港文匯報製圖

飛機線路飛機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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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邊境省陸路口岸安排
雲南

3 月 31 日起，對
19個陸路口岸暫停客運
功能，僅保留貨運通行
功能，其餘通道暫時關
閉

資料來源：綜合香港文匯報記者應江洪、譚旻煦及中新網

廣西

3日起暫停跨境國
際道路旅客運輸，暫停
簽發邊境地區出入境通
行證件，暫停口岸旅行
通行

新疆

保留中哈邊境霍爾
果斯、阿拉山口口岸的
貨運功能，其餘口岸均
關閉

2020年4月7日（星期二）2 新聞中
國

■責任編輯：何佩珊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及記者李理報

道，中國駐美大使館華盛頓當地時間5日發佈通

知，就搭乘臨時包機意願開展摸底調查。通知

稱，將首先面向全美符合條件的未成年中小學留

學生開放登記。

中國包機優先接小留美生
駐美使館開展搭乘意願調查及開放登記 高中生：救命稻草

根據駐美大使館的通知，目前大多數海外留學人員仍然
選擇留在當地。同時考慮到有一些留學人員、特別是

未成年的小留學生面臨無法解決的實際困難，需要返回
中國，中國有關部門正在積極考慮對疫情嚴重國家一些確
有困難、急需回國的留學人員，採取逐步、有序方式，作
出開通臨時航班和包機等相應安排。

機票隔離費用自理
通知指出，根據公開、透明、公平原則，首先面向全

美年齡未滿18周歲（以登記日為準）、父母未陪伴在旁、
長期或短期在美留學的中小學留學生開放登記。如安排臨
時航班和包機，將根據可能的航空運載量，從保護弱小原
則出發，按照登記人員年齡從小到大順序排序，優先安排
小留學生乘機回國。
根據安排，機票和回國隔離費用自理。自願承擔回國

過程中的各種可能風險，並自覺接受乘機過程及抵達目的
地後的各項檢疫安排。除未成年留學生外，監護人等其他
人員不能陪同乘機。截止時間為美東時間2020年4月6日晚
6時（北京時間4月7日晨6時）。

家長：兒子回家最後希望
一名名叫“惠子”的留美高中生表示，最近美國每天

確診數字都是四位數起跳，她確實有點後悔沒有早點回中
國，在家裡的母親更是心急如焚。包機回國消息一出，她
第一時間就在母親的催促下做了登記。“這就像救命稻
草，我現在的安全感已經被打破了，我相信祖國做事的效
率，很快就能讓我們回國。”她還特意在自己的社交媒體
上寫道：“感謝祖國，感恩生為中國人，我們要加油。”

一名兒子在蘭道夫馬克高中唸書的家長表示，她的兒
子是住校生，學校現在停課，孩子沒有辦法自己照顧自
己。家長為了確保兒子能回來，四月份定了各個時段五張
機票，加起來十幾萬元人民幣，但結果是全部被取消。現
在有了包機安排，她表示，簡直是幫助自己兒子早日回家
的最後一絲希望。

中國民用航空局飛行標準司副司長韓光祖6日介紹，
從3月4日到4月3日，民航共安排11架次臨時航班，協助
在伊朗、意大利和英國的1,827名中國公民回國，接回人員
主要以留學生為主。

��(���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駐美
大使崔天凱華盛頓時間5日在《紐約時報》刊
文指出，圍繞疫情中美兩國間有一些不和諧的
聲音。“但現在不是相互指責的時刻，現在我
們需要團結合作、互幫互助。”

齊引領疫苗研發攻關合作
這篇題為《同舟共濟 定克時艱》的文章

說，此時此刻團結至關重要。要保持清醒、明
辨是非，對那些企圖煽動種族主義和歧視仇
外、把別國或別的種族當成替罪羊的愚蠢言行
說不。因為這樣的言行不僅會嚴重破壞中美當
前合作抗疫的努力，也將埋下猜疑甚至對抗的
禍根，將兩國的人民拖入險境，甚至殃及全
球。

文章表示，中方始終負責任地通報疫情信
息。中國建立了新冠肺炎疫情網上知識中心面
向所有國家開放。中美兩國衛生部門和防控專
家也一直保持着密切溝通。
文章認為，作為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體，

中美應該引領治療技術和疫苗研發國際攻關合
作，充分探討治療藥物技術共享，聯手幫助缺
乏醫療條件的國家，推動完善全球衛生治理。
此外，還要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穩市場、
保增長、保民生，確保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開
放、穩定、安全。

華企全力生產美採購物資
文章介紹說，中方盡己所能，為包括美國

在內的有關國家提供支持，而位於美國疫情

“震中”的紐約州正是重點支持對象。目前，
中方正協助美政府在華採購抗疫物資。中國企
業加班加點，生產、交付紐約與全美採購的醫
療物資。華為向紐約州和華盛頓特區捐贈了數
萬件防疫物資。中資企業總計已向美捐贈150
萬隻口罩、20萬個檢測盒、18萬個手套及許多
其他防疫物資。

文章稱，不久前，中國也遭受了疫情的迎
頭痛擊，因此我們對美國人民的苦痛感同身
受。我們搏鬥過，付出了巨大犧牲，所以深知
這裡及世界各地抗擊疫情的艱難。我們銘記，
在最困難的時候世界各地的朋友給了我們慰藉
和幫助，其中很多是美國人，很多是紐約人。
現在我們也願真誠回報他們的善意，與他們共
渡難關。

崔天凱：中美需團結合作互幫互助

■■中國駐美大使館將安排包中國駐美大使館將安排包
機機，，優先接未成年留美學生回優先接未成年留美學生回
國國。。圖為中國留美學生與當地圖為中國留美學生與當地
同學和老師交談同學和老師交談。。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紐約市史坦頓島醫護人員收到紐約市史坦頓島醫護人員收到
美國華人團體及華人企業捐贈的美國華人團體及華人企業捐贈的
口罩口罩。。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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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導】美國有
線電視新聞網記者羅伯特·庫茲尼亞
（Robert Kuznia） 和 德 魯·格 里 芬
（Drew Griffin）就新型冠狀病毒爆發釆
訪了6位病毒學家，關於席捲全球的新
型冠狀病毒起源的知識真空為各種理論
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從奇幻的、可疑的
到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

報導中提到很多猜想：1. 病毒起源
於武漢的野生動物海鮮市場；2.這是中
國人製造的生物武器，事故發生時，它
從實驗室中洩漏出來，就像是精靈從瓶
子裡漏了一樣；3.病毒起源於美國，由
美國陸軍將該病毒帶到了武漢。

科學家們跨越國際邊界團結起來，
譴責民族主義色彩的陰謀論。然而，它
們在曾經被廣泛認為是最有可能的罪魁
禍首上存在分歧：武漢的一個所謂的海
鮮市場，那裡的野生動物被關在籠子裡
，以寵物或食物的形式出售。據信蝙蝠
感染的動物，也許是穿山甲，感染了第
一個人。

如何開始的真相仍然難以捉摸。但
是，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與六位病毒專
家就爆發的起源進行了交談，所有人都
說，任何聲稱知道 Covid-19 來源的人
都在猜測。科學家們說，沒有證據表明
中國或美國政府有意向公眾推出了新的
冠狀病毒SARS-CoV-2。

專家對海鮮市場理論存有爭議。迄
今為止，似乎有可能發生一件事：它來
自蝙蝠。

哥倫比亞大學公共衛生研究生院教
授、聯邦政府資助的全球計劃 PRE-
DICT的重要成員西蒙·安東尼博士說，
這是“最簡單、最明顯和可能的解釋”
。十年前，PREDICT已發現180種冠狀
病毒。

儘管科學家對有關生物武器的陰謀
論輕描淡寫，但在其他問題上，它們卻
存在分歧。

專家們對這種被廣泛認為的病毒起
源於海鮮市場的理論發表不同看法。

支持者們認為，這些擁擠的市場充
滿了血腥的性質，這裡擠滿了野生動物
和準備屠殺動物的人群，這使它們成為
最有可能的罪魁禍首。質疑者引用了一
項同行評審的研究，該研究表明，許多
首批已知患者沒有直接接觸所謂的海鮮
市場。

另一種具有潛在爆炸性的理論：由
兩名中國研究人員於2月初提出，並於
3月31日被福克斯新聞主持人塔克•卡

爾森（Tucker Carlson）放大，認為起源
可追溯到武漢市場附近兩個從事蝙蝠研
究的實驗室之一的一次事故。

接受該報導採訪的大多數專家都對
這一理論持懷疑態度，據說該理論的通
訊作者撤回了他們的論文，並表示沒有
證據支持。

中國政府和其中一個實驗室也強烈
否認了這一理論。

但是，羅格斯大學生物學化學教授
和生物武器專家中的一位專家向多家媒
體暗示，實驗室事故理論具有可信度。

理查德·埃布賴特（Richard Ebright
）博士在周日的電子郵件中告訴美國有
線電視新聞網：“該病毒是由於實驗室
事故而進入人體的可能性不能也不應消
除。”

病毒獵人專攻蝙蝠
無論如何，研究人員都同意冠狀病

毒會從動物躍入人類，這種現像被稱為
“動物傳染性外溢”。

2 月初，中國研究人員在頂級科學
期刊《自然》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得出
的結論是“ 2019-nCoV 在全基因組水
平上與蝙蝠冠狀病毒的同源性為96％”
。

該月晚些時候，來自美國和世界各
地的27位公共衛生科學家在《柳葉刀》
上寫了一封譴責陰謀論的信。

他們寫道：“陰謀論無所作為，只
會產生恐懼、謠言和偏見，從而危害我
們在抗擊這種病毒方面的全球合作。”

在《柳葉刀》中，專家們引用了科
學證據來支持這一理論，即“絕大多數
結論認為，這種冠狀病毒與許多其他新
興病原體一樣，起源於野生生物。”

其中一位科學家是著名的病毒獵人
Peter Daszak，他在中國工作了10年。

“我們非常有信心 Covid-19 的起
源是在蝙蝠中。” EcoHealth Alliance主
席Daszak說。 “我們只是不知道它的確
切起源，確切地蝙蝠物種，而且我們也
不知道將來還會出現多少其他物種。”

它是從蝙蝠跳到人類還是先跳到另
一隻動物？

引起爭議的另一個原因是導致Co-
vid-19的病毒是直接從蝙蝠轉移到人類
，還是在兩者之間存在“中間”動物。

Daszak認為，蝙蝠感染了一種活生
生的動物，這種動物被活生生地推向市
場，並與人們一起被放在最理想的病毒
感染孵化器之一：中國海鮮市場中。

“當您第一次以西方人的身份進入

中國時，看到野生動物市場感到震驚，
看到如此眾多的動物彼此疊置地關在籠
子裡，將一堆動物內臟扔在地板上。”
他說。 “當你走向攤位時，你會在糞便
和血液上滑倒，這是病毒傳播的理想場
所。不僅如此，人們還在那里工作……
孩子們在那兒玩耍。家庭幾乎都住在那
兒。”

倫敦動物學學會的安德魯·坎寧安
教授說，海鮮市場是造成野生動植物發
生人畜共患病事件的主要候選者。他說
，過去30年來，這種現像變得越來越普
遍。

他說：“如果在野外捕獲野生動物
，就會將它們大量聚集在一起。” “動
物受到壓力很大，然後就可以成為病毒
工廠，動物與市場中的人保持密切聯繫
，並且動物在市場中處於相對不衛生條
件下的人們被屠殺。”

但是《柳葉刀》上的一篇文章對該
理論產生了懷疑。研究表明，在最初的
41位確診感染患者中，約有三分之一沒
有直接接觸海鮮市場。其中第一例是已
知患者，據報導其症狀開始於12月1日
出現。

報告指出：“在第一個病人和以後
的病人之間沒有發現流行病學聯繫。”

1 月 1 日，武漢市當局發布了關於
該市場的公共衛生警報，此後兩天，市
場就關閉了。

《南華早報》的一篇文章將第一起
案件的日期定在11月17日。

哥倫比亞大學微生物學教授文森
特·拉卡尼內洛（Vincent Racaniello）對
CNN 表示：“我認為人們已經被感染
後進入了海鮮市場。”

大多數專家都反對實驗室洩漏理論
拉卡尼洛提出了另一種理論：爆發

的源頭是一個農民。
他說：“在蝙蝠中，這些病毒是腸

道病毒，它們正在脫落蝙蝠的糞便，我
們稱之為鳥糞。” “而且，如果您進入
蝙蝠洞，那裡到處都是鳥糞。許多國家
的農民都在收穫鳥糞來為他們的土地施
肥。”

Racaniello 推測，被感染後，一個
農民或同夥進入武漢並開始感染其他人
。

他說：“我們確實知道在中國可以
吃蝙蝠，這是另一種情況。” “但是我
認為這比農民收穫鳥糞或農民在穀倉裡
遇到蝙蝠的可能性更大。”

同樣來自哥倫比亞的安東尼也贊同

拉卡尼洛對海鮮市
場理論的懷疑。
他說：“在疫情早
期……每個人都在
談論從海鮮市場中
冒出來的東西。”
“現在我認為數據
令人懷疑這是否真
的成立。”

安東尼指出，
甚至沒有解決2003
年 SARS 疫情的奧
秘。

冠狀病毒爆發後，中國已禁止食用
野生動物。但是結束交易絕非易事
多年以來，人們普遍認為，SARS 病毒
從蝙蝠跳到了中間宿主，就像貓的靈貓
一樣，感染了中國食品市場上的一個人
。但是，2013年的一項研究，於2017年
進行了後續調查，表明2003年的冠狀病
毒也可能直接從蝙蝠跳入了人類。

安東尼說：“我們不知道其中哪一
個是真實的。”

也許，對海鮮市場理論最有力的拒
絕來自羅格斯的埃布賴特。

他告訴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絕
對清楚的是，市場與爆發病毒的來源沒
有關係，相反，它只參與了武漢近一個
月前在其他地方開始的爆發的放大。”

埃布賴特還沒有準備排除兩位中國
研究人員的理論，即該病毒可能是從武
漢市場附近的兩個實驗室之一“洩漏”
的，儘管其中一位作者告訴《華爾街日
報》，他們撤回了該論文，因為“沒有
直接證據支持。”

埃布賴特說，他不相信該病毒的基
因組序列顯示出任何“人為操縱的特徵
”，但他說，實驗室工作人員可能會被
意外感染。

CNN 無法獨立驗證埃布賴特的觀
點，該研究的主要作者Botao Xiao沒有
回應 CNN 的電子郵件和要求發表評論
的電話。

美中緊張局勢減緩了病毒獵人的速
度

但是，該論文引用的實驗室之一，
武漢病毒研究所於2月19日發表聲明，
強烈拒絕了有關該病毒源自其實驗室的
任何說法。

聲明說，從實驗室洩漏病毒的理論
是“大大損害了我們的一線研究人員並
嚴重破壞了我們緊急的科學研究”的虛
假謠言之一。拒絕的其他謠言包括“病

毒是人為製造的”，“零號病人來自該
研究所”和“中國軍方控制了該研究所
”。

恐懼症會成為我們在抗擊冠狀病毒
方面的失敗嗎？

中國政府官員說，該病毒的來源仍
不得而知，其他人應停止“塗抹”中國
。

“事實上，Covid-19的來源是科學
問題，”外交部副部長羅朝暉3月下旬
表示。 “我們需要聽取專業和科學意見
。世界衛生組織多次強調，應避免將病
毒與特定種族、膚色或地理區域聯繫起
來，這也是國際共識。”

CNN 接觸的其他研究人員對實驗
室事故理論持懷疑態度。

拉卡尼內洛說：“我認為這沒有信
譽。” “我認為與自然相反，我們正在
做最壞的事情是人的本性。”
安東尼在周五到達時還沒有聽說過該報
紙。他說：“一切都牽強。”

他說：“實驗室事故確實發生了，
我們知道，但是……當然沒有證據支持
這一理論。”

同時，中美兩國在病毒起源方面的
緊張局勢（加上雙方指控錯誤信息加重
了這種情況），正在減慢病毒獵人的工
作，因為他們的旅行限制使世界陷入癱
瘓。

“如果有所謂的中間宿主，即蝙蝠
病毒進入並允許其進入人體內的一種動
物，該病毒可能仍在該宿主內，”在中
國工作的病毒獵人達扎克說。 “而且有
成百上千的此類動物和農場，也許病毒
仍然存在。因此，即使我們擺脫了疫情
，仍然有可能該病毒重新出現，我們需
要迅速找出來。”

冠狀病毒如何爆發？研究人員競相解決遺傳偵探故事

唔够味啊？落豉油咯！

食肠粉？加豉油咯！

福建人？蘸豉油！

在广东人的眼里，所有广东以

北的地方，都算“北方”；而几

乎所有的“北方人”，都无法理

解广东人对酱油的情有独钟。

对北方人来说，炒菜的时候用

“生抽”调个味，“老抽”上个

色，已经算讲究的了。逢年过节

吃饺子，一大碟醋少不了，凭个

人喜好放几滴酱油，说不定还被

人视作“异端”。就连以“浓油

赤酱”著称的上海菜里，酱油也

只能堪堪与糖并驾齐驱。

但到广东，酱油又被唤作“豉

油”，且豉油的品质也有高下之

别。黄豆经过漫长时间的发酵后

，第一道提炼出来的豉油叫“头

抽”，最为香醇浓郁，是广东人

钟意的味道；而“头抽”有“先

拔头筹”的意蕴，在讲究吉利的

广东人眼里更是珍贵。

“豉油”靓不靓，足以决定菜品

的成败——各家早餐店里的肠粉，大

多凭豉油的配方一较短长；焦香满溢

的煲仔饭，贴着边浇上一圈秘制豉油

，堪称点睛之笔；就连普普通通的一

盘青菜，也要淋上几滴靓豉油才能闪

亮登场。

广东人对于酱油的追求，几乎达

到了孔夫子“无酱不食”的地步。

如何让一碗饭变得活色生香？

酱油对广东的征途，首先从一

碗白米饭开始。

祖籍广东潮州的美食家蔡澜，

外出时候总会随身带一瓶酱油，

旅途中遇见飞机餐、高铁餐难以

下咽（往往都是如此），在饭上

随意淋洒几滴，就变出一道无数

广东人味觉记忆中的“酱油拌饭

”，一碗白米饭犹如画龙点睛，

顿时生动起来。

如果还能添上一勺猪油，就成

了蔡生《死前必食》名单中令人

“吃了感激流泪”的猪油捞饭——

白米清香，热腾腾盛在瓷碗里，

冒着氤氲雾气；猪油躺在米饭的

余温中，被“感动”被融化，悄

然下渗；这时候酱油登场，晕染

出一片墨色，让味道肆意挥发。

谷物的清甜、

油脂的芳香、

酱料的醇厚缠

绕在一起，有

种“大道至简

”的满足感。

而 广 东 人

的煲仔饭，同

样需要酱油来

“收官”。

在 砂 锅 中

历经小火慢煲

，食材中的油

脂、汤汁浸入

米粒之中，使

得米饭变得滋

润、丰腴起来

，无论上面盖

的是腊味还是

排骨、滑鸡还

是烧鸭，都在

一锅之间与饭

打成一片；锅

底则在广东人

精细的火力加

持之下，催生

出金黄焦脆的锅巴，成为了煲仔

饭的精髓所在。

待到一饭煲成，连锅带盖端到

食客面前，交由老饕们完成颇具

仪式感的最后一步——趁热开盖，

在一片氤氲雾气中，将由生抽、

老抽、砂糖等调配而成的秘制酱

油，仔细地沿着砂锅边缘浇淋在

煲仔饭上。浓香黝黑的酱汁，切

入焦香的锅巴与尚带余温的砂锅

之间，在一片镬气中滋滋作响。

这样经由厨师与食客携手制成的

煲仔饭，锅巴处接受了香油的润

泽、汤汁的入侵、酱油的洗礼，

才最是“黯然销魂”。

到最会吃酱油的潮汕人那里，

别说米饭，连白粥都可以放酱油

！咸香的酱油经白米粥的稀释，

留下一片鲜甜，使得原本寡淡的

白粥也颇具风味。这种吃法据说

来源于旧时的拮据生活，老一辈

潮汕人用这种方式，让一碗热粥

变得滋味丰富，在过去的岁月里

不知安抚了多少副辘辘饥肠。

我出鸡，你出酱油咯？

广东人的烧腊店里，一般会挂

两种大小一致、颜色各异的鸡：

大名鼎鼎的白切鸡，以及它的同

胞兄弟酱油鸡。

广东人对鸡肉有特别的偏好。

白切鸡自然是“鸡有鸡味”的代

表，经“三提三放”和“过冷河

”后的鸡，鸡骨四周略显桃色，

骨髓里犹带着几分血丝，而外皮

金黄顺滑，皮肉之间还夹着一层

透明啫喱，本身已够鲜美。

因此蘸料直接用沙姜剁成蓉，

加以油、盐调制，入口时不会喧

宾夺主，反而带出了鸡肉本身的

鲜甜，回味无穷；也有向其中倒

入酱油，把素净的鸡肉晕染出一

层“咖啡色”，酱油的鲜美包裹

着鸡肉的鲜嫩，同样是味蕾的狂

欢。

酱油鸡则直接将后者发挥到极

致——在完成用葱、姜、料酒“浸

鸡”的环节后，直接将整鸡泡入

由酱油、糖和各色香料制成的卤

水当中，保持八十度左右。鸡肉

熟而不柴，渗入卤汁的咸香，鸡

皮则挂上了一层焦糖色，尤其在

放凉后呈现出一种暗金光泽。相

比白切鸡的白皙细嫩，酱油鸡更

像一位赛场上的“健美选手”。

潮汕人的卤鹅有着异曲同工之

妙。鹅，是个大肉紧的“潮汕名

媛”狮头鹅，用精盐做个“盐浴

”，腹腔中塞入姜、蒜，关键步

骤在于卤水的调制——汕头人用的

卤水偏咸香，潮州人则多放了糖

，澄海的卤水甜咸适中，每种卤

水都要用 13 味以上的药材熬制。

糖与酱油的比例，展现出了不同

地区的特色。

在卤水中历经四次提放，琥珀

色的鹅肉光彩动人、香气馥郁，

再以原汤卤汁浇灌，整只鹅浑身

上下都散发着魅力，从肥美的鹅

肝到紧致的鹅掌，全在酱油调配

的卤汁中，“酝酿”得恰到好处

，让人“食过返寻味”。

如果说广东人对于酱油的迷恋

，足以让“北方人”瞠目结舌；那

么潮汕人“水果蘸酱油”的吃法，

连其他地区的广东人都要被吓到。

在潮汕地区，水果加“卤汁”

本就是极为流行的吃法。甘草水

果的“卤汁”，可以细分做甘草

汁、酸梅汁和甘草梅汁，甘草汁

偏甜，往往用来拯救酸度高的水

果，如青芒；酸梅汁则长于搭配

甜味重的水果，用以解腻。这么

看来，还算蛮诱人的。

然而，当第一个潮汕人，发现

酱油其实也可以作为“卤汁”，

对水果进行调味，整个果盘的画

风就为之一变——菠萝蘸酱油，可

以替代食盐水，分解一部分有机

酸，让菠萝变得更甜；荔枝蘸酱

油，能起到消食、去腻的效果，

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荔枝病”

；杨梅蘸酱油，主要是用酱香的

醇厚，来中和杨梅的酸涩感，使

味道更丰富。

而且，潮汕人水果+酱油的组

合，还能产生一些“玄学味道”

。西瓜蘸酱油，可以唤起脑海里

对寿司的回忆；草莓蘸酱油，可

以诞生类似杨梅的口感；牛油果

蘸酱油，再抹上一点芥末，仿佛

是在吃油肥肉厚的三文鱼刺身。

在潮汕人的手里，水果和酱油，

达成了甜与咸的和解。

在广东人眼里，一切皆可蘸酱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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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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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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華時間》

《新聞面對面》

展示風貌建築、特色美食、傳統文化，探尋人文故事

▲ 節目截圖

節目介紹：
CCTV4“城市1對1”欄目是全球唯一一檔固定的城市交流訪談欄目，
每期節目選擇中外兩個城市，通過小片展示以及演播室嘉賓講述，展示
風貌建築，特色美食，傳統文化，探尋人文故事，展現城市魅力。
本期主題：《城市1對1》康養勝地 中國·石柱——·聖克拉拉

▲ 節目截圖

《城市一對一 》精彩
節目介紹

播出時間：
播出時間為晚上7：30-8：30，重播時間次日下午1：00-2：00敬請關註。

4/6/2020 -4/12/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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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7 8 9 10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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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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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0-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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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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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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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2020

美南新聞聯播 (直播)

中國輿論場  (重播)

中國輿論場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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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份 電視頻道節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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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美南大咖談  (重播) 轉轉發現愛 (重播)

今日亞洲

今日環球央視國際新聞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轉轉發現愛

美南大咖談 (重播)

體育報導 中華醫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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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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轉發現愛 (重播)

中國輿論場

中華情  (重播) 遠方的家 (重播) 休士頓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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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鹽健康園地 遠方的家

光鹽健康園地 (重播)

中國文藝 (重播) 國家回憶 (重播) 轉轉發現愛 (重播)

休士頓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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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轉發現愛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今日關注 (重播)

海峽兩岸 (重播)

今日亞洲 (重播)

美南大咖談  (重播)

中華情  (重播) 遠方的家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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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三       2020年4月8日       Wednesday, April 8,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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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由於全世界受到冠狀病毒的攻擊，幾
乎每個國家的服務業，娛樂，航空，運輸，旅遊，餐館和勞動密集
型生產業務都被迫關閉或大大降低了其運營利潤。由於強制性關閉
或縮減業務，美國股市已下跌近25％，失業率已經超過13%，而且
這種影響在世界股市中也有所波動。 不可避免的大量失業導致每
個國家人民的恐慌和混亂。 為了穩定社會秩序和改善衰退的經濟
，許多國家發起了經濟紓困計劃，以幫助人們，特別是幫助窮人維
持生計，例如支付食物，房租，抵押貸款和損失的工資。英國將幫
助英國人民支付三個月打折的工資，上限為2500英鎊/月，減少人
們無薪假期的損失和混亂的治安問題。 日本，新加坡，加拿大和
許多其他國家也將執行類似的政策，以幫助人民抗擊冠狀病毒和可
怕的經濟衰退。

美國國會不久前剛剛通過了史上最大規模的高達2.2萬億美元
的經濟援助法案，現在新一輪的新冠疫情救援計劃又開始在積極醞
釀之中。美國總統Donald Trump表示，在嚴重的疫情流行和經濟

停滯期，美國人民需要更多的援助。週一（6日）Trump在白宮每
日記者簡報會上說：“我們要照顧好我們的人民。” “這不是他
們的錯。”據美聯社6日下午得到的消息，白宮和國會都在積極醞
釀新一輪高達1萬億美元的經濟援助計劃，將在本月內提出。

當這場傳染病疫情在全美各地蔓延的時候，在華盛頓無論白宮
還是國會都把這場罕見的公共衛生事件視為與戰爭和大蕭條相提並
論的危機。一名未獲授權的匿名消息人士告訴美聯社，眾議院議長
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在周一晚些時候的電話會議上表示
，她希望向美國人提供另一輪直接付款的援助，並希望公司企業有
更多資金可供運營，除了剛剛通過的2.2萬億美元紓困法案，還需
要再增加1萬億美元。

這位消息人士說，前美聯儲主席珍妮特•耶倫（Janet Yellen）
參加了這個小範圍的電話會議，並警告說，為遏制疫情流行所採取
的一系列措施，會將美國經濟推向衰退，而且沒有人知道這場經濟
停滯衰退期會持續多久。耶倫在電話會議上說，目前失業率已經超

過13%，到本週結束會更高。預計今年GDP會衰減3成，但有更加
悲觀的經濟模型預測，今年美國經濟或面臨50%的衰退。

3月底已獲通過的紓困法案中，除了用於醫院的資金、失業金
和對企業的貸款和援助，還包括一次性向所有美國人支付每人
1200美元直接援助。佩洛西認為，這個援助計劃還不夠，還需要
做更多的援助工作。佩洛西提出要加強食品券的援助計劃，而川普
則傾向於對美國人給予直接的現金支票，並表示會支持下一輪的相
關提案，他說：”這絕對是要認真對待的。 “參議院多數黨領袖
麥康奈爾在此前曾表示，下一輪援助計劃需要側重首輪紓困法案中
不足的地方，他認為要把醫療健保的需求放在首位。

美聯社的消息稱，新一輪援助計劃正在積極醞釀之中，雖然出
於防疫要求，國會眾議院和參議院本月大部分時間內休會，不過，
佩洛西誓言要在5月眾議院恢復投票之前推出新的提案。鑑於如此
多的聯邦援助有望在短期內推向公眾，國會也在迅速組織成立監督
小組來監督援助預算的決策和資金流向。

Trump總統表示美國人民需要更多的援助
新的1萬億經援計劃醞釀在5月推出提案

（本報訊）大休斯頓地區的華人,
華裔組織：亞裔商會（ACC),JJClem-
ence 義工團隊，休期頓華人協會(HCA)
及其它17個社團在2020年三月，共同
發 起 了 ” Together, We are Stronger
“的 Campaign。共同幫助在美國大休
斯頓地區受COVID病毒威脅的來自大
休期頓地區的各個城市的醫院，警局
，消防隊，軍人，老年人群體等。

自 三 月 以 來 ， Together, We are
Stronger 團隊在各個地區進行了多方面
的捐贈:

亞裔商會於3/23/2020組織了和休
期頓市的正式捐贈活動及新聞發布會

3/25, 亞裔商會組織了對 Houston
Downtown 警局及 Galveston 市 EMS 的
捐贈，得到了當地組織的大力感謝。

J.J.Clemence義工團隊在4/2組織了
向福遍郡警局的捐贈活動，福遍郡警
局在臉書的媒體上，對此活動予以表
彰和感謝。

4/3, 亞裔商會，湖南同鄉會和你J.
J.Clemence義工團隊共同為糖城地方醫
院捐贈，受到了醫生們的大力支持。

4月7號J.J.Clemence團隊牽頭的糖
城市的正式捐贈儀式及新聞發布會即
將召開，各個合作社團非常積極的參
與和捐獻。

由HCA 休士頓華人協會牽頭的捐
贈活動也在各個醫院中有條不紊的進
行 中 。 由 HICC 牽 頭 的 捐 贈 活 動 在
Clear lake 地區緊鑼密鼓的行動著。未
來，各種各樣，各種方式的捐贈活動
，還會隨著疫情的變化，繼續進行。
各個社團從不同方向，用不同方式，
以不同層面，向美國社區展示了華人
力量。並且以實際行動告訴他們，
“我們也是驕傲的美國人，我們是社
區的一部分，我們愛自己的家園，我
們會和美國社區的所有朋友攜起手來
保護自己的家園，為我們共同的社區
做貢獻“。

“Together, we are Stronger”活動
參與方有：亞裔商會，JJClemence義工
團體，HCA,安徽同鄉會，廣東同鄉會
，J-Tech Digital，江蘇同鄉會，浙江
同鄉會，休斯頓國際文化中心(HICC
), 關懷慈善基金會，川渝同鄉會，休斯
頓華星義術團，東方藝術教育中心，
騰龍學校，清華校友會，華夏學人學
會，靑田世界華人協會，中大美南校
友會，上海同鄉會，聯合校友會. 歡迎
更多的組織和個人加入我們大家的”
Together, We are Stronger”活動！

華裔社區共同發動”Together, We
are Stronger”的活動，己得到主流有關

社團，個人，英文媒體記者的關注和
支持，並且已有來自別的社區的朋友
積極願意加入義工團體。誠邀各社團
及企業加入我們的隊伍。如果可以，
請在下面加上您社團及企業的名稱，
並幫助轉發捐款。

為了方便大家，我們特意聯合安
徽同鄉會，幫忙收集款項，並提供減
稅捐款收據。請捐款人支票抬頭請寫
“Anhui Association of Texas”, 在備註
（Memo）處註明“Donation for CO-
VID events”和支付人全名及有無接龍
，以便財務核對及張榜公佈.

支票郵寄地址：Jingjing Clemence
， 4127 Turtle Trails ln sugar land tx
77479；
QP賬號：ahatexas@outlook.com（捐款
時請看清屏幕顯示單位是 Anhui Asso-
ciation of Texas） 請 幫 忙 填 寫 Google
form https://tinyurl.com/qvso3pl,幫助和
監督我們做到財務帳目清哳，分明！

現已認捐的有：
1. Joseph: 2300 個 Goggle(received), 1400
個Face Shield (pending)
2. David: 1000 個N95 口罩
3. Katy Nancy $200 (received)
4. 俞曉春 $500 (received)

5. 真合 40件A級防護服(received), 50瓶
消毒液
6. 極光智能：$200
7. 格林: $500 (received)
8. Daniel Wong $500
9. Dan Liu $50 (received)
10. xiaojing $300 (received)
11. 蘇蘇 $300 (received)
12.德州獵人$100 (received)
13.休斯頓華星藝術團/OAEC $500 (re-
ceived)
14. Elaine Xiang $200 (received)
15. Janellnsun 100 （川渝同鄉會）(re-
ceived)
16. 大餘裝修 醫用口睪 100 個 (浙江同
鄉會) (received)
17. Hou, Deyang $200 (received)
18. 周建林 80 個 3M N95，$200 (浙江
同鄉會) (received)
19. 陳灼剛$1000 (廣東總會）
20. James Wu$200 (廣東總會）
21. J.J.Clemence 10,000個醫用口罩
22. 中 國 匿 名 朋 友 1000 人 民 幣 (re-
ceived)
23. Jing Shu $100 (川渝同鄉會）(re-
ceived)
24. 徐瑜 Tracy $200 (川渝同鄉會）(re-
ceived)
25. Jeff Wang(王峻）$1000
26. 匿名朋友 2000人民幣 (received)
27. 龍國錦 $100 (川渝同鄉會)（received
）
28. 美國青田世界華人協會 醫用口罩
1000個(received)
29. 休斯頓清華校友會 一次性口罩2000

個(received)
30. 安徽同鄉會 一次性口罩2000只
31. Don（楊旭東）$200 (中山大學美南
校友會)(received)
32. Wendy 一 箱 disinfecting wipes(re-
ceived)
33. Ying Lu $100 (received)
34. Maple Ridge Investment $240 (re-
ceived)
35. Henry 李懷東 $200 中山大學美南校
友會(received)
36. 吳偉濤 $100 中山大學美南校友會
(received)
37. 中國聯合校友會 $200 （聯絡人：
喬鳳祥、姜晗）
38. Shirely Zhang (上海同鄉會）500 個
protective masks (received)
39. William Zheng $200 大豐收餐廳
40. NSJ $100 (received)
41. Ling $100 中山大學美南校友會 (re-
ceived)
42. Golden Source, LLC $500 (received)
43. 蕭世紅 $100（川渝同鄉會）(re-
ceive)
44. We care Foundation (17個 3M 95, 10
個 Surgical mask, l 個 heavy Duty overall)
(Received)
45. 張悅- $100 (received)
46. Liudan Wen - $200(received)
47. CACAA 咔咔 - 1000 disposable face
masks。 48. 北大校友會 捐贈4000只防
護口罩，50 個 3M 護目鏡和 50 件杜邦
防護
49. 山景 $100
50: 美美: 2盒醫用外科口罩

「團結力量大」 ，由張晶晶義工團、亞裔商會等廿個社團發起
對休市警局、消防隊、軍人、醫院、老年人群體進行捐贈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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