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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不是狗？毫无疑问的是，在

至少20年前，狗才是当之无愧的正牌宠

物，它的品种、血统甚至毛发、步态都

可以彰显主人的地位与品味，不过越来

越多的小型犬与家猫逐渐改变了这一格

局。

日本宠物食品协会曾有过这样一个

统计，2012～2016年日本宠物犬数量从

1153万只持续下降到987万只，同期的

猫数量则从953万只增长到984万只。也

就是说，日本的宠物猫饲养数自1994年

开始调查以来首次超过宠物狗。这个变

化不只发生在亚洲，美国的养猫家庭占

全国总数的三分之一，猫咪的总数量近

一亿只，为全球最高，平均每三个美国

人拥有一只猫；在饲狗文化悠久的英国

，宠物猫的数量也在几年前超过了家犬

；即便在视猫如害畜的澳大利亚，也有

五分之一的家庭养猫，很多刷朋友圈、

微博、Instagram的人渐渐发现，他们可

以接连看到来自社交媒体上不同用户晒

出的猫照，却很少再见到狗的踪影了。

一个毫无争议的事实是，家猫较宠

物狗更符合城市及人们的日常生活作息

。如果粗算一笔账，养狗需要耗费的财

力和时间成本几乎是猫的数倍，在空间

和互动上，狗需要更大的居住空间与规

律的陪伴，因此在预算少、空间小、时

间紧张的条件下，选择猫还是狗，就有

了明显的答案。猫经济气候最早成形于

日本，招财猫的传说也并非空穴来风，

江户时代，一只名叫小玉的猫咪住在没

落的东京豪德寺内，无意中的一个举爪

行为竟让几位东瀛武士躲过了雷雨。这

个粗糙的历史脚本让猫在日本成为了一

种祝福符号。“二战”后，庞大的691

万的婴儿潮在成长期格外缺失关爱，他

们不得不在荒芜的城市生活中寻找新的

精神安慰，于是，很多作家、漫画家开

始注意到与他们处境相似的流浪猫世界

。

从1974年诞生的凯蒂猫（Hello Kit-

ty）到之后的哆啦A梦、《甜甜私房猫

》和《夏目友人账》中的猫咪老师；从

《海边的卡夫卡》里听普契尼歌剧的咪

咪，到由猫主演的电视剧《猫侍》，日

本的猫形象从单纯的性格，发展到具有

和人类一样丰富的情感。

在日本，提到“猫猫经济学”，很

多人会想到关西和

歌山县一只寄身在

小车站杂货店的名

为小玉的雌性三花

猫。2006年，因为

线路亏损，电铁公

司社长借助“吉祥

物文化”，封小玉

为站长，这只猫随

着广告的人气积累

而走红，给当地带

来了数十亿日元的

旅游收益。随后，

《岩合光昭的猫步

走世界》热播，濑

户内海便兴起了所

谓猫奴巡礼圣地的

六座“猫岛”和一

座“猫町”，奠定

了猫经济的不断上

涨趋势。当然最荒

谬的，也是令猫迷

颇为兴奋的，是有

一大批年轻猫迷希

望可以把哆啦A梦或是凯蒂猫印在日本

的钞票上，替代那些他们并不熟悉的人

。

在日语中还衍生出一些和猫相关的

有趣新俗语，例如“给猫放鲣鱼干”，

比喻无法安心；“小猫的金币”是指送

人所不了解的昂贵礼物是徒劳的；“想

借猫的手”是在形容非常忙的样子；

“像一只小猫”，是在比喻一个人总是

不见人影；“谢绝鱼的猫”是在说假装

拒绝喜欢的事物，内心窥视，表面拒绝

，等等。不过，日本并非猫的经济专属

区，几乎任何一只猫都可以成为触发话

题的“噬元兽”。在YouTube上，每年

发布有近千万条有关猫的视频，它们的

单个点击量大多过万，远高于新闻、创

意视频等其他分类。根据CNN的统计，

全球网络上流传着65万亿张以猫为主题

的图片，多年前曾经流行一时的“不爽

猫”Grumpy Cat，“钻纸盒猫”Maru至

今仍经久不衰。杜莎夫人蜡像馆曾宣布

为“不爽猫”制作蜡像，《纽约时报》

也认为，猫文化才是互联网时代的核心

内容。

在社交网络上，任何有关猫的表情

包都是无国界流传的，在一轮接一轮的

“造猫星运动”中，猫咪叫嚣，各国的

年轻人也是彼此呼应。虽然没有像日本

那样形成太多的文艺作品，但是从几年

前，猫就开始占据着中国互联网上的流

量。在微博和微信上，有关猫的话题阅

读量高达几十亿，几乎是狗的十倍之多

。2017年10月14日，当一只名叫楼楼的

网红猫病逝后，随之而来的是一场庞大

的“云哀悼”，数十万粉丝沉浸在悲痛

，以及对猫主的谩骂指责中。如果你不

知道这只猫是谁，不妨翻查一下手机微

信中的“猫表情”，就是那只看起来圆

滚滚，具有丰富的表情的中华田园黄虎

斑。随着楼楼返回到它的喵星球，网络

上的大量猫迷们也在生成一种严重的孤

独感。

这不过是中国网络云养猫的一个缩

影。很多人因为居住条件或是健康原因

不能养猫，却常常抱着手机在平台、朋

友圈里关注各种猫咪的生活动态，这种

“在线撸猫”的行为被统称为“云吸猫

”或“云养猫”。

在庞大的网红猫阵列中，“瓜皮”

可以称得上是楼楼之外的鼻祖了。这只

曾经的流浪猫自从被主人收养后，率先

成名于豆瓣，后来主人特地为它开了微

博，“瓜皮的ID酱”，以600万粉丝称

霸微博。瓜皮的灵感其实来自日本的

“猫叔”，猫叔是一只日本田园猫，头

上常常顶着各种“装饰”，无论主人如

何给它凹造型，猫叔都会眯着眼睛，摆

出一副“叔辈”的安逸与慈祥；“会说

话的刘二豆”来自抖音，它是一只白色

折耳，扁扁的脸总是憨态可掬的萌状，

眼神里偶尔流露出哀怨、委屈和一点忧

伤；快手上还有一只名叫松子的小奶猫

，每天直播吧唧嘴吃小鱼干，在小视频

中，喵星人总是躺在沙发上前爪贪婪地

握着食物，即便是这样雷同的视频，也

会招来数十万的粉丝围观，甚至有人留

言，打开视频只是为了得到听觉上的满

足。

此外还冒出一大批网红猫主，在B

站的动物圈频道，猫咪也几乎占据了绝

对流量，一个名叫“花花与三猫”的up

主，最近上传了一条名为“B站第一只

吃帝王蟹的猫，人不如猫巅峰”的视频

，获得了上百万的点击，对于人吃昂贵

食材的视频，弹幕中往往会聚集着很多

恶意的评论，而换作猫吃，反而会招来

一片赞叹与羡慕。

从小视频开始流行时，“云养猫族

”很快成为了互联网上最为普遍的群体

分布。随着社会中“无孩”和“老龄”

的逐渐蔓延，随着人们适应孤独的能力

越来越强，随着实体社交的日渐式微，

宠物生意几近母婴市场。这也推动着猫

角色的转变，曾经的那句“你养猫了吗

？”，也随之变成了“你有猫吗？”。

在一篇题为《中国猫奴撸猫简史》

的文章中作者写道，除了金钱、房子和

时间因素之外，年轻人热衷养猫还跟一

整代的心态有关。至于为什么年轻人甘

愿成为猫奴，有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猫的行为特征符合青年人的自身价值追

求——不打扰、不麻烦。另一方面，年

轻人还深信猫的情商中有我们所不能理

解的情感区域，甚至常常认为猫一直在

“控制”着我们的思想与表达。年轻人

也相信他们的情感中枢比成年人更加复

杂敏感，喜欢把人类的性格特点赋予其

他生物，网络社交行为则进一步强化了

这种给一切动物拟人化的倾向。总之，

猫是我们情感的某种延伸。

为什么中国年轻人甘愿成猫奴？

疫情之下
資本為何逆勢加倉互聯網企業？

在新冠肺炎疫情對全球經濟都帶

來直接影響的背景下，不少行業都受

到了嚴重的影響，對於資本市場而言

更是引發了不小的擔憂。但是相對於

全球市場而言，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

顯然更加堅實和具有活力，也成了在

疫情之下資本重點關註的對象。而在

眾多行業中，走在世界發展前沿的移

動互聯網行業更是格外得到資本的青

睞，即使在疫情導致全球經濟發展蒙

上陰影之下，來自中國的互聯網企業

依然得到資本的逆勢加倉。

互聯網“新貴”獲資本“加碼”
在中國互聯網的“下半場”，傳統

被認知的互聯網三巨頭（百度、阿裏巴

巴和騰訊）發展增速明顯放緩後，更多

的“新貴”開始占據了C位，也得到了

資本的青睞。

日前有消息顯示，作為今日頭條

、抖音等互聯網產品的母公司，字節

跳動公司獲得了來自老虎環球基金的

新壹輪投資，而最新的估值更是達到

了 1000億美元。據老虎環球基金在致

投資者的壹封信中稱，在過去的 21

個月中，該基金以“較低倍數”的未

來自由現金流購買了字節跳動的股票

，而據外界預計，字節跳動最新壹輪

融資已經獲得了過億美金的支持，也

為其繼續開拓業務加快發展提供了有

力的支持。

獲得資本“加碼”的不僅有體量已

經不可小覷的字節跳動，體量更小的創

新企業同樣也沒有被資本“放過”。就

在3月31日，國內在線教育公司猿輔導

宣布，近期已經完成最新壹輪10億美元

的融資，本輪融資由高瓴資本領投，騰

訊、博裕資本和IDG資本等跟投，融資

完成後，猿輔導公司的估值達到78億美

元。

據記者了解到，雖然近期受疫情影

響，但是互聯網行業的融資消息卻並不

少見，此前包括二手車電商平臺瓜子二

手車、“物聯網+生活服務”平臺怪獸

充電、跨境電商平臺洋碼頭等紛紛宣布

獲得了新壹輪的投資。在業內人士看來

，這些獲得資本“加碼”的互聯網“新

貴”們雖然來自不同的細分領域，但是

無壹不是細分領域的龍頭企業，而所在

領域也正是代表了中國新經濟環境下，

最具活力和前景的領域，而在資本的推

動下，無疑是給予行業繼續發展的信心

和動力。

“成長性”成互聯網行業“真金”
“雖然如今整體經濟環境並不理想

，但是卻更能考驗‘真金’的價值，也

更能體現具有成長性企業的價值。”在

投資行業人士看來，當資本泡沫散去，

如今再加上疫情影響下的經濟環境不佳

的雙重影響下，曾經因資本和“故事”

走紅而缺乏真正成長性的互聯網企業則

露出了真實的面目，相反具有真正成長

性的互聯網企業則顯得更有價值了。

以發展相對成熟的電商行業為例，

雖然不少巨頭已經在為“成長性”苦惱

，但是同樣有不少的“新貴”憑借著模

式和技術的創新得到了快速的發展，從

而獲得了資本的支持。

據網經社電子商務研究中心發布的

《2020年2月中國電子商務行業投融資

數據報告》數據顯示，在今年2月，中

國電子商務行業共有22起融資，融資總

金額達25.41億元，同比去年同期44.05

億下降42.3%。但是與此同時，新電商

平臺拼多多的11億美元定向增發股份

卻順利地得到了投資人的認購。據拼

多多公布的財報顯示，截至 2019年底

，平臺年活躍買家數達5.852億，單季

度凈增 4890 萬，較上壹年同期凈增

1.67億，而在這樣的增速下，拼多多在

用戶量上距離阿裏巴巴已經相差無幾

，而正是這樣的“成長性”才讓資本投

下了“真金”。

從拼多多、洋碼頭這樣的運用新模

式和細分領域電商平臺，到以休閑社交

為代表的字節跳動和在線教育為代表的

猿輔導先後獲得資本“加碼”可以看

出，即使在疫情的影響下，部分領域依

然能夠展現出不俗的潛力和前景，而在

逆境中不僅是檢驗企業本身，也給予了

資本尋找有真正價值的企業的最好投資

機會。

3月宏觀數據有望改善 下半年經濟企穩回升可期
綜合報導 隨著復工復產的有序推動，經濟正

逐漸重回正軌。復工率、發電耗煤量等壹系列指標

回暖，表明3月份工業增加值、投資和消費等宏觀

數據或將明顯改善。

先行指標 PMI 率先釋放積極信號。此前

公布的 3 月制造業 PMI 和非制造業 PMI 雙雙

重返擴張區間，尤其是制造業 PMI 創下 7 年

以來同期新高，意味著制造業景氣度明顯

提升。

PMI 的走勢與近期多項中觀高頻數據表現

相壹致。3 月份以來，隨著復工進度加快，生

產端出現持續改善，六大發電集團耗煤增速逐

旬回升，汽車、鋼鐵和化工等主要行業開工率

普遍上行。

基於此，多家研究機構均預測，3月份工業

增加值同比增速跌幅將大幅收窄。海通證券預計

，3月份工業生產增速雖仍為負增長，但降幅將

收窄。

近期國家出臺了壹系列穩投資政策，強調

要發揮好有效投資關鍵作用，加大新投資項目

開工力度，加快5G網絡、數據中心等新型基礎

設施建設進度。配套政策方面，加大地方專項

債發行力度，優化投資項目審批流程。

政策效果或在 3 月份數據中有所體現。

中金公司、興業證券、海通證券等機構均

認為，3 月固定資產投資增速仍會是負增長

，但降幅較 2 月份的 24.5% 會有較大幅度收

窄。

“當前我國投資持續平穩增長的基本面沒有

改變。”國家統計局投資司司長彭永濤表示，隨

著政策的推進落實和疫情防控形勢持續向好，我

國投資將逐步回歸常態，投資活力將進壹步激發

，有效投資需求將持續釋放，投資有望逐步恢復

向好。

疫情對消費市場沖擊較大，前兩個月消費

增速壹度降至-24.5%。隨著疫情防控形勢持續向

好，消費活動重啟。興業證券宏觀團隊表示，

不管是商品消費還是服務消費，3月份都會有明

顯回升。

近期中央多次強調擴大居民消費，多部委

也出臺政策推動消費擴容提質，部分地區開始

發放消費券提振消費。分析人士預計，後期消

費市場將進壹步平穩回升，在部分領域還會出

現補償性消費。

盡管當前經濟面臨諸多不確定性，但從機

構判斷來看，下半年中國經濟反彈正在成為壹

種確定性。

中信證券首席經濟學家諸建芳表示，在逆

周期政策發力下，年內經濟運行有望回到合理

區間，三四季度經濟增速或高於6%的正常路徑

水平，下半年反彈的程度取決於壹攬子宏觀政

策的力度和海外疫情能否在二季度得到有效控

制。

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毛盛勇此前也表示，壹

系列更大力度對沖政策出臺後，政策效果會不斷顯

現，下半年經濟會走得更加穩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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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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敦煌植牙 牙周病專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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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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美國海軍代理部長在開除羅斯福航母總指揮官後辭職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導】因為指責羅斯福

航空母艦總指揮官“太天真” 或”太愚蠢”，甚
至“故意不服從” 的美國海軍代理部長托馬斯·
莫迪（Thomas Modly）週二向美國民眾道歉並辭
職。

羅斯福號上的一名海軍戰士在聽到事態發展
後對《福克斯新聞》說：“ 甩掉了包袱”。

據《福克斯新聞》獲悉，美國國防部長馬
克·埃斯珀（Mark Esper）與莫迪進行了一對一的
私下談話。消息人士說，莫迪得出的結論是，他
應自行提出辭職。埃斯珀隨後與總統會談，總統
接受了辭職的原因。

埃斯珀在星期二下午發推文說：“今天早上
我接受了代理部長莫迪的辭職。” “經總統批准
，我任命現任陸軍副部長吉姆·麥克弗森（Jim
McPherson ）為海軍代理部長。 ”

根據麥克弗森的官方記錄，他本人於1988年
在羅斯福航空母艦上服役。

特朗普總統週一在白宮冠狀病毒新聞發布會
上表示，他可能會捲入公共危機，因為他善於

“解決爭端”。
特朗普稱莫迪對指揮官布雷特·克羅齊爾上

尉的批評為“粗略的表態”。
最近幾天在線上流傳了莫迪的一些言論的聲

音，似乎是羅斯福航母上一些機組人員的震驚反
應，以及早先的錄像帶顯示機組人員為克羅齊爾
卸任而歡呼。

克羅齊爾上周向新聞媒體散發了一份備忘錄
給海軍領導人，備忘錄中他敦促迅速採取行動，
在冠狀病毒開始升級時撤離近 5,000 名水手。西
奧多·羅斯福號航空母艦上大約有155名機組人員
的COVID-19測試呈陽性。

克羅齊爾在備忘錄中寫道：“這將需要政治
解決方案，但這是正確的事情。” “我們沒有交
戰，水手不需要死。如果我們現在不採取行動，
我們將無法適當地照顧我們最值得信賴的資產-
水手。”他補充說：“由於軍艦固有的空間限制
，我們沒有這樣做。” 他指的隔離。

他因沒有徵得上司海軍代理部長莫迪的同意
向媒體發布消息而遭到撤職。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導】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
週三（4月8日）停止了他的民主黨總統競選活動，有效地確保
了前副總統喬·拜登（Joe Biden）將成為民主黨總統候選提名人
，儘管佛蒙特州自由黨參議員發誓要繼續領導他的“運動”。

這位參議員是民主黨提名的領先者，在周三上午的全體員工
電話會議上宣布這一決定，隨後在中午前向支持者直播了講話。

桑德斯引用拜登的300多名代表領先後宣稱：“通往勝利的
道路實際上是不可能的。”

他繼續說：“我得出的結論是，這場爭取民主黨提名的鬥爭

不會成功。 ...我不會輕易做出這個決定。”
桑德斯在一個奇怪的時刻說，拜登“將被提名”，但強

調繼續為自己的競選活動贏得代表的重要性，以便他能夠
在民主黨的平台上發揮“影響力”。

桑德斯稱這是一個“艱難而痛苦的決定”，他強調說：
“儘管這場運動即將結束，但我們的運動並未結束。”

桑德斯的競選活動超過其他任何民主黨候選人，它是一
支由民粹主義、自由派、基層青年人和其他人組成的運動
，這些運動吸引了他的民主社會主義信念，並將其從邊緣
帶到了黨的主流。

現已成為總統候選人的拜登在一份聲明中說，桑德斯和
他的支持者“改變了對話”。

他說：“但是，除了任何一個問題或一系列問題之外，
我要讚揚伯尼在更公平、更公正的發出強大的聲音。像伯
尼的聲音拒絕讓我們只接受什麼是-拒絕接受我們無法改
變我們國家的問題-拒絕接受我們同胞和地球的健康和福
祉也不是我們的責任。伯尼對問題的熱情倡導贏得了很多

讚譽。但是他沒有得到足夠的聲望，因為他的聲音迫使我們大家
認真照鏡子，問我們是否做得足夠。”

“我非常了解伯尼。他是個好人，一個偉大的領袖，是我們
國家變革的最有力聲音之一。很難一口氣總結他對我們政治的貢
獻，所以我不會嘗試這樣做。”拜登發推文。

“伯尼和簡作為吉爾和我朋友：您不僅在進行政治競選；您
創建了一個運動。毫無疑問，我們相信今天的運動和昨天一樣強
大，這對我們的國家和我們的未來都是一件好事。”

一段時間以來，桑德斯幾乎似乎準備要獲得提名，因為他和

其他一些人在2020年初成了曾經是一度龐大的主要競爭者。
桑德斯贏得了新罕布什爾州的初選，並在2月下旬在內華達

州的預選賽中取得了壓倒性的勝利，因為他在提名競選中一舉成
為領跑者。

然而，這位民粹主義立法者在連續第二次競選總統時遭受了
一系列重大的主要失敗。

在南卡羅來納州，隨後在超級星期二以及隨後的競選中取得
決定性勝利之後，拜登穩步積累了幾乎不可逾越的帶頭人-在冠
狀病毒措施迫使日曆上的大多數初選推遲。

但是直到現在，桑德斯仍拒絕退出競選、而是迫使拜登接受
進步的政策立場。桑德斯在競選中揮之不去的存在激怒了拜登的
盟友，擔心他將繼續使拜登難以完全專注於與特朗普總統的大選
之戰。

然而，拜登已經在前進，計劃考慮選配副總統候選人，甚至
淡化與桑德斯進行任何未來辯論的可能性。

桑德斯在2015年春季提出首次白宮競選時，被認為是最長
鏡頭。在愛荷華州初選幾乎擊敗希拉里·克林頓（Hillary Clinton
），然後在新罕布什爾州初選中擊敗前國務卿之後，他最終在整
個主要日曆中被提名。

2016年夏天，他與希拉里達成了令人不安的和協，但他的許
多進步和年輕支持者從未擁護民主黨候選人，缺乏團結是幫助唐
納德·特朗普戰勝希拉里的一個促成因素。

拜登還接受了一些漸進的提議，例如破產改革和公立大學的
免學費計劃-桑德斯推行的政策。但是他沒有接受桑德斯的“全
民醫保”的招牌政策，該政策在國會民主黨人中有很多支持者。

桑德斯退出總統競選 拜登成為民主黨總統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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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創原創 白衣山貓白衣山貓
((本報訊本報訊））44月月11日日，，德國慕尼黑德國慕尼黑、、柏林和英國柏林和英國

劍橋團隊在劍橋團隊在《《NatureNature》》上發表了上發表了《《Virological asVirological as--
sessment of hospitalized patients with COVsessment of hospitalized patients with COV--
ID-ID-20192019》》一文一文。。

上面是研究論文開頭部分的截圖上面是研究論文開頭部分的截圖，，方便有興方便有興
趣者找原文閱讀趣者找原文閱讀。。

該研究拿新冠病毒和該研究拿新冠病毒和SARSSARS病毒做對照的方病毒做對照的方
式式，，顯示了新冠病毒與顯示了新冠病毒與SARSSARS病毒的許多不同病毒的許多不同。。

文章有力支持了新冠病毒無癥狀者感染者具文章有力支持了新冠病毒無癥狀者感染者具
有傳染性有傳染性。。

該文章在世界上首次提出了新冠病毒的三大該文章在世界上首次提出了新冠病毒的三大
重要發現重要發現。。

第一大重要發現第一大重要發現：：
感染新冠病毒的患者感染新冠病毒的患者，，出現輕微癥狀後的五出現輕微癥狀後的五

天內天內，，病毒可在病人的咽喉以及肺部活躍復制病毒可在病人的咽喉以及肺部活躍復制。。
而且而且，，在患者的整個病程中在患者的整個病程中，，這五天最具有傳染這五天最具有傳染
性性。。在患者出現癥狀在患者出現癥狀99天後天後，，盡管患者的樣本裏盡管患者的樣本裏
還能夠驗出相當高的病毒量還能夠驗出相當高的病毒量，，不過再也不能成功不過再也不能成功
分離出有傳染性的新冠病毒分離出有傳染性的新冠病毒。。

也就是說也就是說，，新冠病毒感染者在出現癥狀新冠病毒感染者在出現癥狀99天後天後
，，即使核酸檢測是陽性的即使核酸檢測是陽性的，，但是但是，，該患者很可能該患者很可能
已經沒有傳染性了已經沒有傳染性了。。

我們知道我們知道，，同樣作為冠狀病毒的同樣作為冠狀病毒的SARSSARS病毒病毒
。。SARSSARS病毒感染者病毒感染者，，一般在出現癥狀一般在出現癥狀77--1010天後天後
，，患者樣本中檢測到的病毒量才會達到最高峰患者樣本中檢測到的病毒量才會達到最高峰。。

也就是說也就是說，，SARSSARS病毒感染者病毒感染者，，一般在出現癥一般在出現癥
狀狀77--1010天後傳染性才達到高峰天後傳染性才達到高峰。。

新冠病毒很特別新冠病毒很特別，，在出現癥狀的在出現癥狀的55天內天內，，患者患者
樣本中的新冠病毒樣本中的新冠病毒RNARNA量就到達巔峰值量就到達巔峰值。。而且峰而且峰
值可以高出同樣病期值可以高出同樣病期SARSSARS病毒感染者樣本濃度病毒感染者樣本濃度
的的10001000倍倍！！

這個重大發現這個重大發現，，就能說明為什麽新冠病毒能就能說明為什麽新冠病毒能
有如此驚人的傳染力有如此驚人的傳染力。。

第二個重大發現第二個重大發現，，就是在新冠肺炎患者樣本就是在新冠肺炎患者樣本
中檢測到了新冠病毒的中檢測到了新冠病毒的RNARNA ，，並不一定就表示患並不一定就表示患
者具有傳染性者具有傳染性，，並不一定表示該樣本中具有感染並不一定表示該樣本中具有感染
活性的新冠病毒活性的新冠病毒。。

研究表明研究表明，，新冠病毒感染者是不是具有傳染新冠病毒感染者是不是具有傳染
性性，，和以下因素有關和以下因素有關：：

11、、患者癥狀出現的時間患者癥狀出現的時間。。患者出現癥狀的前患者出現癥狀的前
55天最有傳染性天最有傳染性。。但是但是，，患者出現癥狀患者出現癥狀99天後天後，，就就

算樣本中核酸陽性算樣本中核酸陽性，，也沒有了傳染性也沒有了傳染性。。
如果這點被證實如果這點被證實，，我們許多出院病人我們許多出院病人，，只要只要

發病到出院已經超過發病到出院已經超過99天天，，即使他的樣本核酸檢測即使他的樣本核酸檢測
陽性陽性，，也沒有必要隔離了也沒有必要隔離了。。

22、、患者樣本中的病毒量患者樣本中的病毒量。。
研 究 者 認 為 患 者 樣 本 中 病 毒 濃 度研 究 者 認 為 患 者 樣 本 中 病 毒 濃 度

10000001000000copies/mlcopies/ml或可作為取代或可作為取代PCRPCR陰性反應作陰性反應作
為的傳染性的指征為的傳染性的指征。。

如果這個觀點可證實如果這個觀點可證實，，那麽那麽，，很多臨床已無很多臨床已無
癥狀又已完成隔離癥狀又已完成隔離1010天以上的確診病患就能至少天以上的確診病患就能至少
離開負壓隔離病房離開負壓隔離病房。。這樣可以節省很多醫療資源這樣可以節省很多醫療資源
。。

33、、不同檢體采集來源不同不同檢體采集來源不同，，傳染性也不同傳染性也不同。。
很多不同檢體中都能發現很多不同檢體中都能發現COVID-COVID-1919病毒核病毒核

酸酸，，但樣本的傳染性不同但樣本的傳染性不同。。
如果測得同樣的病毒核酸量如果測得同樣的病毒核酸量，，痰液的傳染性痰液的傳染性

最高也最持續最高也最持續，，相較之下相較之下、、糞便中糞便中PCRPCR病毒量雖病毒量雖
能測得能測得、、但均未能分離出活性病毒但均未能分離出活性病毒。。

因此因此、、呼吸道保護呼吸道保護、、也就是戴口罩也就是戴口罩，，仍可能仍可能
是預防是預防COVID-COVID-1919感染的最重要關鍵因素感染的最重要關鍵因素。。

44、、抗病毒抗體陽性血清轉換抗病毒抗體陽性血清轉換(seroconver(seroconver--
sion):sion):

患者血清中出現抗病毒抗體患者血清中出現抗病毒抗體，，不代表病毒已不代表病毒已
經消失經消失，，只能表示抗病毒抗體轉陽後有助於患者只能表示抗病毒抗體轉陽後有助於患者
體內病毒量下降加快體內病毒量下降加快。。

要留意的是要留意的是，，患者沒有臨床癥狀患者沒有臨床癥狀，，不一定代不一定代
表他的體內新冠病毒量減少表他的體內新冠病毒量減少。。

這表示這表示，，無癥狀感染者仍舊會有很強的傳染無癥狀感染者仍舊會有很強的傳染
性性。。

第三個重要發現第三個重要發現，，是可使用是可使用SARS-CoVSARS-CoV抗體抗體
進行免疫螢光法進行免疫螢光法IIFIIF 及及 IgG/IgMIgG/IgM抗體量測定抗體量測定COVCOV--
ID-ID-1919病人產生血清轉換病人產生血清轉換。。

機體的免疫系統在受到抗原機體的免疫系統在受到抗原((包括細菌包括細菌、、病毒病毒

、、甚至自身腫瘤細胞等甚至自身腫瘤細胞等))刺激後會產生抗體刺激後會產生抗體，，我們我們
從免疫細胞從免疫細胞(B(B細胞細胞))開始產生抗體算起開始產生抗體算起，，將血清中將血清中
無法檢測到抗體至能夠檢測到抗體的這個無法檢測到抗體至能夠檢測到抗體的這個""轉換點轉換點""
定義為血清轉換定義為血清轉換。。

簡單地說簡單地說，，我們可以用我們可以用SARSSARS的檢驗試劑方的檢驗試劑方
法法，，可以檢測可以檢測COVID-COVID-1919。。

這也是新冠肺炎病毒早期被檢測機構檢測為這也是新冠肺炎病毒早期被檢測機構檢測為
““SARSSARS病毒病毒””的原因的原因。。

新冠病毒感染者新冠病毒感染者，，感染感染77天時天時，，用用SARSSARS的檢的檢
驗試劑方法檢測到約驗試劑方法檢測到約5050%%的人新冠病毒陽性的人新冠病毒陽性，， 感感
染染1414天可用天可用SARSSARS的檢驗試劑方法檢測到新冠病的檢驗試劑方法檢測到新冠病
毒陽性毒陽性。。研究也顯示其他研究也顯示其他44種種Co-VCo-V抗體間也具有抗體間也具有
共通性共通性。。

這篇研究結果三大重要發現這篇研究結果三大重要發現，，有很重大的意有很重大的意
義義，，參考文章來看參考文章來看，，目前新冠病毒的臨床診療決目前新冠病毒的臨床診療決
策以及防疫措施策以及防疫措施，，需要一些改進了需要一些改進了。。

《《自然自然》》最新研究最新研究：：
新冠病毒特性的三大重要發現新冠病毒特性的三大重要發現！！

【【全旅假期全旅假期】】溫馨信息溫馨信息:: 【【十步十步】】教你快速填寫防疫健康碼教你快速填寫防疫健康碼!!!!
【【十步十步】】教你快速填寫防疫健康碼教你快速填寫防疫健康碼
自自44月月88日起日起，，中國民用航空局中國民用航空局、、中華中華

人民共和國海關總署聯合發布人民共和國海關總署聯合發布《《關於中國關於中國
籍旅客乘坐航班回國前填報防疫健康信息籍旅客乘坐航班回國前填報防疫健康信息
的公告的公告》。》。從意大利從意大利、、美國美國、、西班牙等西班牙等2626
個國家已購買回國機票的中國籍旅客需要個國家已購買回國機票的中國籍旅客需要
提前填報防疫健康信息提前填報防疫健康信息。。

根據根據《《公告公告》，》，自自44月月88日起日起，，從意大從意大
利利、、美國美國、、西班牙西班牙、、德國德國、、伊朗伊朗、、法國法國、、
韓國韓國、、瑞士瑞士、、英國英國、、荷蘭荷蘭、、奧地利奧地利、、比利比利
時時、、挪威挪威、、葡萄牙葡萄牙、、瑞典瑞典、、澳大利亞澳大利亞、、巴巴

西西、、土耳其土耳其、、馬來西亞馬來西亞、、丹麥丹麥
、、加拿大加拿大、、以色列以色列、、捷克捷克、、愛愛
爾蘭爾蘭、、菲律賓菲律賓、、泰國等泰國等2626個國個國
家已購買回國機票的中國籍旅家已購買回國機票的中國籍旅
客需要提前通過防疫健康碼國客需要提前通過防疫健康碼國
際版微信小程序填報防疫健康際版微信小程序填報防疫健康
信息信息。。旅客未按要求填報的旅客未按要求填報的，，
將無法登機將無法登機；；填報虛假信息填報虛假信息，，
將導致行程受阻將導致行程受阻，，並須承擔相並須承擔相
應法律責任應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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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休斯頓報導) 在新型冠狀
病毒肆虐期間，用肥皂洗水20秒被
各個專家及媒體一再強調，民眾逐
漸養成勤洗手的習慣，一天之中要
洗許多次手。然而，當一個模式被
大量的人重複採用之後，所衍生的
後遺症也很可觀。全球有許多專家
在呼籲，新型冠狀病毒可能會帶來
缺水的危機。
為什麼呢？

原來，當民眾在搓手的20秒鐘
中內，如果水龍頭是開著的話，嘩
嘩的水大量流出，將會有1.5升到2
升的水被浪費掉。

由於勤洗手，一個人每天將可
能浪費15升到20升的水。想想看，
如果一個家庭有五口人，一天內就

會浪費100升的水。
對於目前防疫為先，勤洗手是

非常重要的事，否則無法防抑病毒
，民眾應該怎麽做才好呢？

在搓洗手的二十秒鐘時，請將
自來水關掉

防疫當前，洗手不可避免，但
是，如果你自認是個有責任感的地
球公民，有個方式可行。

那就是，在搓洗手的二十秒鐘
時，將自來水關掉。每一次洗手，
都用你那沾滿肥皂的手將水龍頭關
掉，這樣水龍頭就被清潔過了，水
也就不再被浪費了。 所以你每次洗
手時，水龍頭會被摸過四次，順序
是：

1、 打開水龍頭，把手弄濕。
2、 關上水龍頭，將肥皂抹上

手和水龍頭
3、 肥皂在手上各部位充分搓

洗，起泡20秒鐘
4、 打開水龍頭，清洗你的手

與水龍頭，最後，關上水龍頭。
想想看，一個人的用水也許不

能帶來太大改變，如果一家人都做

同樣的事，你家將每天省下 100 升
的水。如果十個家庭、一百個家庭
、一千一萬個家庭都相同的節約水
，省下來的水有多可觀？

水量調小 & 接水沖馬桶
其次，在清洗手時，盡量把水

龍頭的水量調小，如果你仔細觀察
，大水量與中小水量浪費的水相差
非常多，只要把手洗乾淨就可以了
，不要浪費過多的水資源。

還有，在沖洗手時，可以用水
盆或是桶子把水接起來，等需要沖
馬桶時便可以派上用場，這是廢物
利用，更是省水省錢，幫助地球節
約水資源。

聰明的民眾，請你為自己、為
下一代、也為地球這麽做下去，並
請將這個訊息分享給身邊的朋友與
家人，使大家能避免在無意間又新
添了缺水危機。

節約用水！每個人都可以做到
！

在洗手的在洗手的2020秒鐘秒鐘，，你的水龍頭是開著嗎你的水龍頭是開著嗎？？
預警預警！！冠狀病毒可能帶來缺水危機冠狀病毒可能帶來缺水危機 請節約用水請節約用水！！

莫小棋众叛亲离来到W城，异地恋

的男友却已有了新人，把自己的身份变

成了前男友。

莫小棋甩了男友一个响亮的巴掌，

拖着行李箱走了，但不知何去何从。

繁华的大街，华灯初上，莫小棋坐

在街边的长凳上，看着行色匆匆的人，

心里翻江倒海地难受。

“嗨，你好。”莫小棋抬起脸，看

到一张男子的脸。

“我不认识路，你找别人吧。”

“我不找路，只是请你帮个忙。离

这一百米处，有一个火锅店，开业大酬

宾，情侣消费半价……”

莫小棋站起身，拉起行李箱准备离

开。一个宽大的手掌，却拉住她的胳膊

。

“好人有好报啊。”

这个男子有着一张好看的脸，他说

自己在追求一个女孩，无奈囊中羞涩，

所以有折扣，绝对要享受。

莫小棋最后在路灯下和这个叫陈雨

翀（音冲）的男子拍了一张合影，把那

张合影上传到火锅店的微群里，以拿到

那张五折的优惠券。

下地铁时，莫小棋发现随身的行李

箱不见了踪影，怎么办？她傻眼了，正

在这时，手机响了。

不等莫小棋说话，陈雨翀就在那边

兴奋地说：“我约的人没来，你来吧，

我点了很多菜，不吃浪费啊……”

半个小时后，陈雨翀赶到莫小棋所

在的地铁站，一边安慰着莫小棋，一边

打电话报警。

从警察局出来，莫小棋才注意到陈

雨翀手里打包的东西：一份麻辣火锅底

料，一大包各种火锅材料。

陈雨翀邀请莫小棋去他的住处涮火

锅。莫小棋摇摇头，又点点头。

那晚，莫小棋和陈雨翀一起涮着火

锅。莫小棋觉得，一切不真实，自己怎

么就跟一个陌生人在一起涮着火锅，而

陈雨翀呢，对着火锅，吃得满头大汗。

莫小棋随手拍了一张相片，发到了

朋友圈，备注的文字是：“感谢有你。

”

吃着火锅，喝着饮料，陈雨翀突发

感慨说：“这涮火锅跟谈恋爱一样。

“这火锅底料，就是两个人性格铺

垫的爱情基调。麻辣的锅底，就是两个

脾气急躁，做事直接的人在一起的感觉

。三鲜锅底，就是两个性格温柔的人，

在一起谈着不温不火的爱情。鸳鸯锅底

呢，就是一个暴躁一个温和，感觉时而

激烈，时而清淡。个人根据自己的喜好

，往这爱情底料里，加各种‘烫菜’，

于是，爱情也就有了百般味道。”

莫小棋来回搅拌碗里的一个鹌鹑蛋

，若有所思地问：“那调料呢，是什么

？”

陈雨翀满足地打了一个饱嗝说：

“火锅的各种调料，就像一个人有的恋

爱史，因为它们，火锅里的烫菜，变成

了自己喜欢的味道。有了那些过往，自

己也会给当下的恋人加分减分。”

莫小棋盯着杯子里的饮料，看着那

气泡一直在跳，莫名地笑了，笑着又哭

了。

“你的火锅底料早该换了。”陈雨

翀举起杯子，要为莫小棋的失恋干杯，

“今晚，你睡床，我等会去客厅沙发上

睡。”

夜里，躺在陌生的床铺上，闻着那

被子上的阳光味道，一夜无梦，莫小棋

睡得很好。

第二天，陈雨翀先出门上班，莫小

棋准备走的时候，看见了客厅茶几上的

钥匙。她试了试，正是开这门的钥匙，

她把钥匙装在了口袋里。

莫小棋在一家银行办了一张银行卡

，让闺密给自己汇了款，在电脑城买了

一个笔记本电脑，去超市买了一些生活

用品，又买了一些海鲜、一些现成的火

锅材料。

晚上，陈雨翀回来，他从酒柜里拿

出一瓶红酒，说今晚要庆祝一下，他签

了一个单子。

“钥匙是你专门留下的？”一杯下

去，莫小棋心里想说的话，就开始嘟嘟

往外冒。

“是的，我希望你不会走。”

“你认识我，对不对？”

“嗯，早在五年前，我就认识你，

而且，我那时就已经喜欢你，无奈你是

我哥们的女朋友啊。”

大一那年，中文系的才女莫小棋，

众所周知，只是，哥们早早俘虏了她的

心，陈雨翀只能把爱慕化成心中的祝福

。

大学毕业后，莫小棋被家人强制带

回老家，哥们那时，工作已经安排在了

W城，他现在的女朋友，就是这家公司

老总的千金。

他一直偷偷关注她，所以，知道她

来W城，从火车站一直尾随她，直到看

到那条街火锅店的折扣活动，他灵机一

动，想起那么一个“相遇”的机会。

“你以为你很聪明呢，你用微信扫

那个火锅店二维码时，我在你好友栏里

，一眼就看到了他的名字，心里就知道

，你俩肯定认识。只是，你不够了解我

，我不喜欢麻辣锅。”

陈雨翀仰起脸，觉得不相信，莫小

棋和哥们在一起时，一直都吃麻辣锅底

的。

“那是因为他喜欢吃。”

“ 我 说 什 么 来 着 ， 涮 火 锅 就

如 同 谈 恋 爱 ， 你 不 喜 欢 的 锅 底

， 就 像 不 适 合 你 的 爱 情 ， 迟 早

会 让 你 吃 苦 。 现 在 的 我 们 ， 就

如 放 在 电 磁 炉 上 的 三 鲜 锅 底 ，

我 的 秘 密 公 开 ， 就 如 开 了 电 磁

炉 的 电 源 ， 至 于 锅 底 什 么 时 候

沸 腾 ， 何 时 放 上 烫 菜 ， 只 需 等

时 间 足 够 就 可 以 。 ”

在 火 锅 里 涮 着 爱 情 ， 锅 底 和

材 料 都 很 重 要 。 吃 着 喜 欢 的 食

物 ， 就 如 在 合 适 的 时 间 ， 遇 见

对 的 人 ， 做 着 自 己 喜 欢 做 的 事

。

火锅
爱情
理论
了解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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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復活節到﹐休城市長特納籲﹕勿尋彩蛋﹑進行集會﹐但不會關閉城市公園

【美南新聞記者蕭永群報導】休斯頓市市
長 特 納（Sylvester Turner）9 日 在 Minute
Maid Park舉行新聞發布會﹐宣布了數十例

新病例和與一起冠狀病毒
相關的死亡﹒並呼籲隨著
復活節到來﹐民眾勿前往公
園舉辦尋蛋活動﹒
截至9日﹐休斯頓市地區就
新確診了60例冠狀病毒案
例﹐使全市總數達到 1320
人﹒他表示﹐一名 60 歲健
康狀況不佳的非洲裔美國
婦女於4月5日因病去世﹒
特納表示﹐在目前 12 例死
亡病例中中﹐有8例是非洲
裔美國人﹐其中2例是西班

牙裔美國人﹐2例是白人﹐都有潛在的健康
問題﹒

他更指出﹐好消息是﹐在聯邦政府的幫助下
﹐將有更多的測試盒提通給休斯頓﹒
根據數據顯示﹐目前普通病患佔加護病房
病床總數的 33％﹐冠狀病毒患者佔 25％﹒
他指出﹐該市的醫院病床數仍在容納範圍
內﹒他也呼籲﹐只要人人有有個人防護設
備﹑並嚴格執行社交距離﹐即使在疫情高峰
期﹐休斯頓市的醫院就可以幫助所有患者﹒
隨著復活節周末到來﹐特納要求休斯頓民
眾請勿聚集在公園﹑或進行尋蛋活動﹒
特納說﹐目前城市公園仍然開放﹐但不能進
行社交聚會﹒他建議民眾﹐如果公園人滿
為患﹐請馬上前往別的公園﹒他也下放權
力給公園護林員﹐一旦發現人們沒有執行
社交距離﹐他們可以自行關閉公園﹒

相比休斯頓市﹐哈裏斯郡郡長伊達戈爾
（Lina Hidalgo）8日簽署了關閉公園的行政
命令﹐哈裏斯郡內的公園將於周五開始關
閉﹐並強力建議休斯頓市也這麼做﹒
伊達爾戈說﹕「我們正處於與疫情作戰的關
鍵時刻﹐我們不能放鬆警惕﹒」並指出「我們
正在採取的行動﹐已經挽救了哈裏斯郡多
達 4500 人的生命﹒對於我們許多居民而
言﹐復活節和逾越節是進行團契的時候﹐我
鼓勵在這個關鍵時期﹐繼續在家中和線上
進行﹒我們越早渡過這陣子﹐我們就越快
地恢復正常﹐並使我們的經濟狀態回歸正
軌﹒」

失業補助領取人數史上新高﹐全美過去三週申請人數達1680萬

【美南新聞記者蕭永群報導】冠狀病毒爆發
之下﹐使得世界經濟幾乎陷入前所未有的
停滯﹒根據數據統計﹐在短短叁週之內﹐美
國被捲入失業浪潮的人數竟高達 1680 萬
人﹒
有鑑於疫情升溫﹐世界各國領導人和衛生
官員強烈警告﹐在復活節週末期間﹐若是鬆
懈了﹑未執行社交距離﹐將會有不堪後果﹐
歐洲各地的政府﹐也禁止民眾假日旅行﹐並
設置路障﹒
隨著企業紛紛倒閉﹐就在市場正在迅速瓦
解﹐上周美國共有 660 萬人尋求失業救濟
補助﹐創下歷史新高﹒截至過去叁周中﹐有
超過十分之一的工人因冠狀病毒爆發而失

業﹐僅花了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就超過大蕭
條時期44周累計的失業人數﹐專家預計還
會有更多人慘遭裁員﹒
本月恐怕將有超過2000萬人失業﹐4月份
就業報告中失業率可能達到歷史新高的
15％﹒
稅務諮詢公司RSM的首席經濟學家約瑟
夫•布斯拉斯（Joseph Brusuelas）指出﹕「美
國勞動力市場的大屠殺將持續進行﹒」
據悉﹐病毒爆發已經使得美國本季度的經
濟產出減少了近叁分之一﹐48個州關閉了
非必要的業務﹒
投行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的數據
顯示﹐與去年同期相比﹐3月的最後一周非
雜貨零售業務暴跌 97％﹒運輸安全管理
局篩選的航空公司乘客人數比一年前下降
了95％﹒美國酒店收入下降了80％﹒
而且﹐申請失業救濟金的數據﹐只是大概給
出了裁員人數的粗略概念﹐因為自己沒有
業務過失者才能申請﹐實際上失業人數可
能更多﹒
週四﹐美聯儲正加緊腳步﹐通過一系列貸款
計劃來為經濟注入多達2.3萬億美元的資

金﹒主席傑羅姆·鮑威爾（Jerome Powell）
認為﹐病毒爆發之前的經濟實力﹐有可能意
味著下半年美國經濟能迅速反彈﹒鮑威爾
說﹕「我們有充分理由相信﹐一旦經濟開始
反彈﹐力道將會十分強勁﹒」
也因疫情帶來的不確定性﹐經濟學家都極
力評估損害的時長和嚴重程度﹒標準普爾
全球評級公司（S＆P Global Ratings）的首
席美國經濟學家貝絲·安·博維諾（Beth
Ann Bovino）就
說﹕「我們必須扔
掉教科書所學﹒」
白宮也為了挽救
經濟﹐通過了一
系列救助方案﹐
其 中 一 項 便 是
3500億美元的小
企業貸款計劃﹐旨在防止裁員﹒小公司可
以因此有足夠的錢來支付工資和其他八週
的費如果小企業繼續或重新僱用員工﹐這
部分貸款將被免除﹒
財政部已經開始發放貸款﹐但款項大小不
一﹐許多小企業在獲得貸款申請方面遇到

不少麻煩﹒許多經
濟學家說﹐這 3500
億美元是不夠的﹒
財政部長史蒂芬·
姆 努 欽 （Steven
Mnuchin）表示﹐他將從國會為該計劃再尋
求2500億美元﹒
此外﹐救助計劃還增加了每週 600 美元的
失業救濟金﹐這將使許多低收入工人能夠

支付生活開銷﹐甚至增加購
買力﹒此外﹐計畫中也放寬
失業救助的申請條件﹐其中
包括自雇者﹑約聘人員﹑Uber
和Lyft司機等﹐所謂的「零工
經濟」工人﹒
就業市場崩盤問題正在全球
蔓 延 ﹒ 聯 合 國 勞 工 組 織

（United Nations’labor organization）稱﹐由
於病毒暴發導致企業停業﹐第二季度可能
失去相當於1.95億個全職工作﹒據估計﹐
今年全球失業人數將增加2500萬﹒而且﹐
這甚至還沒算上因為疫情被減少工時和薪
水的工人﹒

武漢肺炎全球肆虐武漢肺炎全球肆虐，，美國各州疫美國各州疫
情頻傳且有加劇趨勢情頻傳且有加劇趨勢。。休士頓鄉親在休士頓鄉親在
國家急難時刻發揮愛心國家急難時刻發揮愛心，，自自33月底開月底開
始分批送出超過始分批送出超過30003000片醫療口罩片醫療口罩，，緊緊
急救援在各地服務的台裔新生代及當急救援在各地服務的台裔新生代及當
地醫護人員地醫護人員，，希望對防疫工作略盡綿希望對防疫工作略盡綿
薄之力薄之力。。

據瞭解據瞭解，，以休士頓台灣同鄉會成以休士頓台灣同鄉會成
員為主的鄉親先後分贈醫療口罩給休員為主的鄉親先後分贈醫療口罩給休
士 頓士 頓 Memorial Herman MethodistMemorial Herman Methodist

Home careHome care 、、德州德州TempleTemple 醫院醫院、、加加
州州 CupertinoCupertino的的Garden GroveGarden Grove 養老院養老院
，，以及馬里蘭州以及馬里蘭州、、密蘇里州密蘇里州、、紐澤西紐澤西
州州、、紐約州醫療機構紐約州醫療機構。。這項愛心捐贈這項愛心捐贈
行動仍在持續中行動仍在持續中，，鄉親們希望在口罩鄉親們希望在口罩
之外之外，，未來還能購贈合於美國醫衛標未來還能購贈合於美國醫衛標
準的防護衣準的防護衣、、護目鏡等其他防疫物資護目鏡等其他防疫物資
。。這群默默行善的台美人希望傳達休這群默默行善的台美人希望傳達休
士頓臺美社區對各州醫護人員的關懷士頓臺美社區對各州醫護人員的關懷
，，成為全美抗疫團隊的一分子成為全美抗疫團隊的一分子。。

休士頓台灣同鄉會會長宋明麗表休士頓台灣同鄉會會長宋明麗表
示示，，只有醫護人員受到安善的保護只有醫護人員受到安善的保護，，
疫情才能有效控制疫情才能有效控制，，大家的生活也才大家的生活也才
能儘早恢復正常能儘早恢復正常。。現時全球防疫物資現時全球防疫物資
極端匱乏極端匱乏，，她也希望台灣在充分供應她也希望台灣在充分供應
內需之後內需之後，，盡早開放醫療口罩出口盡早開放醫療口罩出口，，
結合台美人的熱心捐輸結合台美人的熱心捐輸，，主流社會更主流社會更
能看到台灣的醫療實力及對全球醫護能看到台灣的醫療實力及對全球醫護
安全的貢獻安全的貢獻。。

全美醫護人員缺口罩全美醫護人員缺口罩
休士頓鄉親千里送愛心休士頓鄉親千里送愛心

疫情之下疫情之下，，無保險人士如何免費緊急申請健康保險無保險人士如何免費緊急申請健康保險??

SBASBA中文資源中文資源((普通話普通話))

由於由於COVID-COVID-1919的社區傳播的社區傳播，，近近
期有很多沒有健康保險的民眾向光鹽期有很多沒有健康保險的民眾向光鹽
社詢問如何申請健康保險社詢問如何申請健康保險。。對於目前對於目前
沒有保險的人沒有保險的人，，有如下幾種方法可以有如下幾種方法可以
申請健康保險申請健康保險：：

11，，1818歲以下的未成年人歲以下的未成年人。。如果家如果家
庭收入低於一定的標準庭收入低於一定的標準，，並且子女是並且子女是
公民或綠卡公民或綠卡，，可以申請州政府提供兒可以申請州政府提供兒
童的童的Medicaid/CHIPMedicaid/CHIP。。只要收入符合條只要收入符合條
件件，，可以隨時申請可以隨時申請。。

22，，孕婦孕婦。。如果家庭收入低於一定如果家庭收入低於一定
的標準的標準，，可以申請州政府提供的孕婦可以申請州政府提供的孕婦
的的Medicaid/CHIPMedicaid/CHIP。。只要收入符合條件只要收入符合條件
，，可以隨時申請可以隨時申請。。

33，，住在住在Harris countyHarris county的居民的居民。。如如
果家庭收入低於一定的標準果家庭收入低於一定的標準，，可以申可以申
請金卡請金卡。。只要收入符合條件只要收入符合條件，，可以隨可以隨
時申請時申請。。註註：：金卡並不是醫療保險金卡並不是醫療保險，，
只是一種醫療補助只是一種醫療補助。。

44，，發生以下幾種個人情況變化發生以下幾種個人情況變化
———家庭成員的變化—家庭成員的變化//搬家搬家//失去健康保失去健康保
險險//身份轉變等身份轉變等———可能會符合特殊註—可能會符合特殊註
冊期冊期。。如果符合如果符合MarketplaceMarketplace的特殊註的特殊註
冊期冊期，，可以通過可以通過MarketplaceMarketplace申請個人申請個人
健康保險健康保險。。需要在發生重大情況變化需要在發生重大情況變化
的之前或者之後的之前或者之後6060天申請天申請。。

光鹽社在此提醒廣大民眾光鹽社在此提醒廣大民眾，，醫療醫療
健康保險的主要目的是為投保人應付健康保險的主要目的是為投保人應付

無法預測的醫療服務需求無法預測的醫療服務需求，，並且避免並且避免
財務風險財務風險。。而且對於而且對於MarketplaceMarketplace來說來說
，，如果錯過了市場開放期如果錯過了市場開放期（（1111月月11日日
至至1212月月1515日日），），除非您有重大情況的除非您有重大情況的
改變改變，，否則無法通過否則無法通過MarketplaceMarketplace申請申請
健康保險健康保險。。

健康保險具體情況請咨詢光鹽社健康保險具體情況請咨詢光鹽社
，，服務免費服務免費。。

光鹽社是個非營利性的服務組織光鹽社是個非營利性的服務組織
，，自自20142014年開始為政府指定的授權的年開始為政府指定的授權的
協助民眾購買健康保險交易市場個人協助民眾購買健康保險交易市場個人
保險的機構保險的機構，，同時也是德州人事與健同時也是德州人事與健
康委員會康委員會（（texas human and healthtexas human and health
servicesservices））指定的社區合作機構指定的社區合作機構，，有多有多

名州政府認證的名州政府認證的Medicaid/CHIPMedicaid/CHIP導航導航
員員。。

為了更好的服務有需要的朋友為了更好的服務有需要的朋友，，
更方便您聯絡我們更方便您聯絡我們，，光鹽社增加以下光鹽社增加以下
方便您的聯絡方式方便您的聯絡方式：：
11，，接受微信服務報名接受微信服務報名。。請掃碼填表請掃碼填表。。
22，，光鹽社手機號光鹽社手機號 832832--206206--34293429 可以可以
接收語音和短信接收語音和短信。。
33，，發電子郵件到發電子郵件到 lsahouston@gmail.lsahouston@gmail.
comcom
44，，辦公室電話辦公室電話713713--988988--47244724，，可留可留
言言。。
我們會在一個工作日之內回復您我們會在一個工作日之內回復您。。

白宮關於亞裔美國人和太平洋島民白宮關於亞裔美國人和太平洋島民
的倡議宣佈的倡議宣佈

對於那些講普通話的人對於那些講普通話的人,,美國小企業美國小企業
管理局管理局(SBA)(SBA)的紐約地區辦公室正在舉的紐約地區辦公室正在舉
辦一些關於聯邦援助的網路研討會辦一些關於聯邦援助的網路研討會。。下下
一個是一個是44月月22日日,,每週三中午每週三中午1212點點(CST)(CST)
繼續繼續。。請直接查看下面的網路研討會日請直接查看下面的網路研討會日
程和程和 RSVPRSVP。。

SBASBA紐約地區辦公室經濟發展專家紐約地區辦公室經濟發展專家
林文麗女士也想為希望為自己的會員安林文麗女士也想為希望為自己的會員安
排排SBASBA網路研討會的組織提供服務網路研討會的組織提供服務。。請請
直接在直接在man-li.lin@sba.govman-li.lin@sba.gov給她發電子給她發電子

郵件郵件———她很樂意藉此機會說明那些需—她很樂意藉此機會說明那些需
要幫助的企業要幫助的企業,,以中文訪問以中文訪問SBASBA相關的相關的
聯邦資源聯邦資源。。

44//22 中午中午 1212 點至下午點至下午 11 點點 CSTCST
中文中文
https://zoom.us/meeting/register/https://zoom.us/meeting/register/
uZYtf-isrTIqTTgPpAQluZYtf-isrTIqTTgPpAQl44RdIygPGmoRdIygPGmo--
iBzAiBzA

44//88 中午中午 1212 點至下午點至下午 11 點點 CSTCST
中文中文
https://zoom.us/meeting/register/uphttps://zoom.us/meeting/register/up--
QsceGqpzQsceGqpz00jj00h-eGYh-eGY1818GnhGnh--

bvbv00y_Ny_N55nMTAnMTA
44//1515 中午中午 1212 點至下午點至下午 11 點點

中文中文
https://zoom.us/meeting/register/uphttps://zoom.us/meeting/register/up--
QsceGqpzQsceGqpz00jj00h-eGYh-eGY1818GnhGnh--
bvbv00y_Ny_N55nMTAnMTA

44//2222 中午中午 1212 點至下午點至下午 11 點點 CSTCST
中文中文
https://zoom.us/meeting/register/uphttps://zoom.us/meeting/register/up--
QsceGqpzQsceGqpz00jj00h-eGYh-eGY1818GnhGnh--
bvbv00y_Ny_N55nMTAnMTA

44//2929 中午中午 1212 點至下午點至下午 11 點點 CSTCST

中文中文
https://zoom.us/meeting/register/uphttps://zoom.us/meeting/register/up--
QsceGqpzQsceGqpz00jj00h-eGYh-eGY1818GnhGnh--
bvbv00y_Ny_N55nMTAnMTA

55//66 中午中午 1212 點至下午點至下午 11 點點 CSTCST
中文中文
https://zoom.us/meeting/register/uphttps://zoom.us/meeting/register/up--
QsceGqpzQsceGqpz00jj00h-eGYh-eGY1818GnhGnh--
bvbv00y_Ny_N55nMTAnMTA

55//1313 中午中午 1212 點至下午點至下午 11 點點 CSTCST
中文中文
https://zoom.us/meeting/register/uphttps://zoom.us/meeting/register/up--

QsceGqpzQsceGqpz00jj00h-eGYh-eGY1818GnhGnh--
bvbv00y_Ny_N55nMTAnMTA

55//2020 中午中午 1212 點至下午點至下午 11 點點 CSTCST
中文中文
https://zoom.us/meeting/register/uphttps://zoom.us/meeting/register/up--
QsceGqpzQsceGqpz00jj00h-eGYh-eGY1818GnhGnh--
bvbv00y_Ny_N55nMTAnMTA

55//2727 中午中午 1212 點至下午點至下午 11 點點 CSTCST
中文中文
https://zoom.us/meeting/register/uphttps://zoom.us/meeting/register/up--
QsceGqpzQsceGqpz00jj00h-eGYh-eGY1818GnhGnh--
bvbv00y_Ny_N55nMTAnMTA



BB88德州本地新聞

R03-CHI AME中美酒樓56B_16

星期五       2020年4月10日       Friday, April 10, 2020

減26% 美下修新冠肺炎死亡人數為6萬人

04/09 疫情報告: 大休斯敦地區病毒感染人數3743人

（本報訊）經常被美國政府和州決策者預測時引用的華盛頓
大學(University of Washington)預測模型，8日大幅下修新冠肺炎
大流行可能在美國造成死亡人數的預測，從先前預測的8萬多人
減少為大約6萬人，減幅達到26%。

華盛頓大學下修預測死亡人數與政治領袖最近相對樂觀的看
法一致，他們認為，新冠肺炎疫情可能在某些地區達到高原期。
截至目前，美國仍是全球確診病例數最多的國家。

華盛頓大學健康計量評估研究中心(Institute for Health Met-
rics and Evaluation)的預測模型，是白宮防疫任務小組經常引用的
多項數據之一。

根據這個模型的最新預測，到8月4日時，美國因為新冠肺
炎死亡的人數將超過6萬人。

這個模型在3月底預測，新冠肺炎將在未來4個月造成美國
將近8萬2千人死亡。

白宮防疫任務小組先前預測，新冠肺炎可能造成10萬到24
萬美國人死亡。

此外，美國疾病管制暨預防中心(CDC)8日表示，暴露在確
診或疑似感染新冠肺炎案例後，無症狀的必要醫護人員可以返回
工作崗位，但應戴口罩並採取其他預防措施。

CDC主任芮斐德(Robert Redfield)在白宮簡報會上，針對加

速醫療保健等必要部門員工重返工作，發表了CDC的新指導方
針。

根據先前的方針，這類員工如果暴露在確診或疑似新冠肺炎
的案例中，會被勸告留在家中14天。

而這項新指針說，如果他們在上班前量體溫，戴口罩，並在
工作中保持社交距離，那麼無症狀員工可望返回崗位。

芮斐德表示， 「我們希望他們不要共用會碰觸到他們臉部的
東西，而且我們希望他們不要聚集在休息室，午餐室和人群擁擠
處。」

(本報訊)截止到4月9日上午, 大休斯敦地區病毒感
染人數3743人, 65人死亡,618人痊癒.

德州感染人數9353人，177人死亡。
全美感染人數435,780。死亡人數 14865
大休斯頓地區冠狀病毒感染人數昨天繼續大幅增

長，福遍縣的感染人數已經成為休斯頓市區附近最多
的地區。

同時，福遍縣在德州感染人數中位居第六位。
天氣提醒：由於近期將有惡劣天氣將對德州東南

地區為生影響，氣溫降至70度左右，包括休斯頓地區
在內的德州部分地區有可能遭遇冰雹，而且形狀大於
高爾夫球，同時伴隨大風和暴雨天氣。

來自休斯頓獨立學區的通知，該學區Madison高中
由於該校工作人員在3月23日至4月6日期間為學生發
放電腦，之後，工作人員被確認感染病毒，因此，學
區已經通知所有學生家長，凡是期間來領取電腦的學
生和相關人員都要自覺隔離14天。

逾40萬移民 11月大選前難入籍
（本報訊）新冠病毒疫情打亂美國生活步

調，根據‘無國際移民’公司統計， 逾40萬移
民因社交距離的防疫規定，無法在11月大選前
入籍成為公民。

這家科技公司的共同創辦人蘭德（Doug
Rand）說，美國公民與移民服務局暫停現場宣
誓、現場面談是對的，這點沒有爭議；但'問題
是下一步要怎麼辦，移民局還沒提出，要不要
遠距離宣誓、面試等都是應該考量的方式'。

他說，‘總要想辦法解決這些問題。 ’

蘭德接受國家廣播公司新聞網（NBC News
）節目訪問時說，宣誓典禮目前顯然不宜舉行
，‘我們應該幫忙本來就離變成公民這臨門一
腳的人，跨過這一步。 ’

移民局發言人告訴‘國會山莊報’說，該
局已暫時關閉所有的地方辦公廳，各辦公室會
通知申請人，新的面談和宣誓時間。 ‘一旦恢
復正常辦公，面談和歸化時間會重新排定。 ’

至於會不會影響11月投票權利問題，發言
人說投票規定各州不同，例如選民投票的截止

日期各有不同。
配合政府防止疫情擴散政策，公民與移民

服務局地方辦公廳3月18日起停止辦公，最快
也要5月3日才開門。

NBC新聞說，'無國界移民'公司估計，約有
44萬1000名已獲核准成為公民的人，將無法趕
在11月投票日前宣誓完畢，除非改以遠距宣誓
方式，或把10月底登記（選舉）截止日期延後
。

絕大多數州的選民登記截止日都在10月，

不少州更早在10月第一周就截止登記。
可能因此無法趕上2020總統大選投票的人

，包括12萬6000名已經完成公民申請手續，連
宣誓典禮日期都排定，卻因無法舉行而宕在那
兒的人。也有人面試或英文能力測驗日期排定
，暫停舉行而懸宕。

根據無國界移民公司和美國公民與移民服
務局資料，平均每個月有6萬3000人獲准歸化
為美國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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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力特的奇幻冒險
堪稱壹場災難
重拍重剪推遲壹年上映 感覺還是半成品

2020 年環球影業出品的《多力

特的奇幻冒險》，故事改編自作家

休· 洛夫廷的《怪醫杜立德》兒童

書籍系列，由《泰坦尼克號》最佳

編劇斯蒂芬· 加漢執導，講述了壹

場拯救英國女王性命的冒險故事，

可惜呈現出的電影成果堪稱壹場災

難。

多力特醫師這個角色，是作家

休· 洛夫廷為了娛樂家中的兒子，

在壹戰戰爭前線寄回家的信中所創

造的角色。多力特醫師壹角曾兩次

搬上大銀幕，1976 年由雷克斯· 哈

裏森主演，以及 1998 年艾迪· 墨菲

主演。

2020 年的多力特冒險電影由小

羅伯特· 唐尼主演，歷經重拍重剪

的波折終於上映。片頭以動畫的方

式介紹約翰· 多力特的背景故事：

多力特是壹位英國維多利亞女王時

代的動物醫師，具有說各種動物語

言的天賦，和冒險家老婆共同經營

動物醫院，也環遊世界拯救落難的

動物，逐漸與動物們組成家庭。

愛妻命喪於壹場冒險後，多力

特關起動物世界的大門，隔絕與人

類世界的任何交流。直到壹天，愛

動物的男孩湯姆（哈裏· 科萊特飾

演）抱著被他射傷的松鼠闖入多力

特的家，同時英國女王派來的女侍

羅絲（卡梅爾· 拉尼亞多飾演）帶

來女王得怪病的消息，召多力特到

白金漢宮診治。

多力特打造的“動物莊園”土

地所有權歸女王所有，若是女王過

世，那片土地將充公所有，因此多

力特七年來第壹次踏入人類社會。

更為了救女王性命，收了湯姆做學

童，和動物家族踏上壹場冒險，尋

找救命的解藥。

《多力特的奇幻冒險》有廣受

觀眾歡迎的唐尼飾演多力特醫師，

還有各種毛茸茸又個性鮮明的動物

，重金邀請各大明星替動物配音，

拉米· 馬雷克替膽小的大猩猩配音

，艾瑪· 湯普森替極具母性的鸚鵡配

音，約翰· 塞納飾演怕冷的北極熊，

配音演員還有奧克塔維亞· 斯賓瑟、

湯姆· 赫蘭德、賽琳娜· 戈麥斯等，

這樣的組合似乎不會有差錯。

原定 2019 年春季上映的《多力

特的奇幻冒險》，試映反應不佳又

經過幾次重拍和後期制作，推遲壹

年上映的成品感覺還是半成品。電

影采用故事書的敘事方式，束縛對

角色的動機探討和角色發展，唐尼

壓低說話的音調（還有真心聽不太

懂的口音）更增加距離感。

片中華麗精致的場景不少，但

劇情都在預料之中，沒有太多新意

，段落之間的轉乘交代不清楚，壹

頭霧水就跳到下壹段。

就如去年“真獅”版《獅子王

》證明的，讓超擬真動物模擬人物

表情還是怪，《多力特的奇幻冒險

》還有 CGI 動物和人類互動場景，

要做到可信真實，挑戰性還是很高

。《多力特的奇幻冒險》部分電腦

特效制作的動物，和特效場景的精

致與可信度，都有再進步空間。

《多力特的奇幻冒險》故事裏

有不少寓教時刻，似父子的師徒關

系挺溫馨，各種可愛的動物應會大

受孩子歡迎，也就是壹部爆米花娛

樂電影。

繼「復仇者聯盟4」刷新全球影史

票房紀錄後，好萊塢金牌編導羅素兄

弟（Russo Brothers）再度攜手「雷神

」克里斯漢斯沃（Chris Hemsworth）

，在 Netflix 原創電影「驚天營救」

（Extraction）中大秀驚人動作打戲，

化身「人體致命武器」展開救援行動

，在兩大毒梟夾殺之下殺出一條血路

、營救人質。該片於今天（4/7）發布

的正式預告一開場，克里斯漢斯沃英

勇自百呎高的山崖一躍而下，眼裡沒

有一丁點畏懼，輕鬆自如的態度彷彿

家常便飯般。一心想救出人質的克里

斯漢斯沃，全身上下爆發驚天神力，

獨自突破1600萬大軍封鎖，俐落震撼

的動作大場面絕對讓粉絲大呼過癮，

就連製作人安東尼羅素也表示：「克

里斯那超越人類的體格，讓表演很有

說服力！」。

今年36歲的克里斯漢斯沃在「驚

天營救」中，飾演一名格鬥技巧高超

、冷靜沈著的

黑市傭兵，在

一場任務中為

救出遭綁架的

男孩，意外陷

入富可敵國的

兩大毒梟惡鬥

之中，慘遭大

規模封城圍捕

。他為了保護無辜人質，竟不顧報酬

與自身性命，面對手榴彈、火箭筒齊

發的猛烈炮火，竟然違令不放棄人質

，直到最後一刻仍不退讓。在驚險面

對砲火途中，不僅徒手暴打持槍惡徒

，更冷靜將周遭生活用品秒變致命武

器，就連唾手可得的農用釘耙一到他

手裡也成為致命武器，隨手一揮就能

殺出一條血路。克里斯漢斯沃的好身

手在片中發揮的淋漓盡致，不僅男子

氣概爆棚、魁梧身材一出場就帥翻全

場，每一幕都散發著超MAN賀爾蒙，

難怪魅力席捲全球男女粉絲。

曾擔任過特技演員的導演山姆哈

格雷夫（Sam Hargrave），這次在首部

執導作品《驚天營救》裡率領克里斯

漢斯沃演出飛車追逐、肉搏戰、跳越

屋頂以及從屋頂墜落等驚人畫面，哈

格雷夫表示「克里斯高大健壯，承受

得起這個角色經歷過的折磨！」，更

直呼這根本是完美選角。製作人安東

尼羅素也表示：「看克里斯的表演會

覺得很有說服力，其中一個原因是他

擁有身為演員的利器——那副偶爾會

讓人覺得超越人類的體格，而且他演

戲時還會賦予這副軀體深刻、複雜、

出人意料的內心世界。」喬· 羅素則拍

胸脯保證「克里斯這次的演出十分勇

敢，觀眾應該從沒見過他用這種方式

表演。」

「驚天營救」是羅素兄弟繼「復

仇者聯盟4：終局之戰」與克里斯漢斯

沃再次合作，這次加碼聯手擔任製作

人，故事由喬羅素執筆，電影在多國

取景，包括印度、泰國以及孟加拉，

跳脫傳統的亞洲風情。其他演員陣容

包括演出「怪奇物語」裡飾演警長而

爆紅的大衛哈伯（David Harbour）、

印度童星魯哈克什賈斯瓦（Rudraksh

Jaiswal）等。首次與許多印度明星合

作的經驗，也讓克里斯漢斯沃十分

難忘，昨晚更在 Netflix 官方 IG 上大

讚「在印度的拍攝過程畢生難忘！

」，並在最後溫馨提醒所有影迷

「待在家裡，注意安全」，讓觀眾

看到這位巨星暖男的一面。Netflix自

製原創電影「驚天營救」將於 4 月

24日上線。

雷神索爾攜手 「復4」 導演
新片超爽狠打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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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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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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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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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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文藝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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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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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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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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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0日       Friday, April 10, 2020



BB1111廣告
星期五       2020年4月10日       Friday, April 10, 2020



BB1212廣 告
星期五       2020年4月10日       Friday, April 10,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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