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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號出口

星期四
9：00AM

星期日
10：30AM

44號出口
送$10元或$12餐券

請注意：
新開11:00AM班車 送$5元或$10餐券

25號出口
送$5元或$10餐券

每週七天 天天開車
9：00AM, 11:00AM,
1:00PM, 4:00PM,
6:30PM, 8:30PM
11：00pm

二家賭場任選，兩小時一班車

星期一 ～ 星期日
8：30AM, 6:00PM,
8：00PM, 10:30PM

T07_GREATLAND COACH八達旅遊567C_16

713-777-9988

上車地點: Houston Trade Center -100 Sharpstown Center #108 Houston, TX 77036

離休斯頓最近的賭場
只需要1小時

每週七天
9:00(直班）

車費$15享用$25

To learn 
more about 
fair housing 
contact the Fair 
Housing Hotline 
at 832.394.6200 
or visit our 
website at  
www.houstontx.gov/
housing

THE FAIR HOUSING
ACT PROTECTS
MY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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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能够选择的话，想必大多数人

都希望，在最一开始的时候，就遇到一

份堪称完美的爱情，轰轰烈烈的爱过之

后，与人携手走进婚姻，大团圆结局。

可是，谁都没有未卜先知的能力，

谁也不知道眼前说着爱你，说着要跟你

结婚的人，是不是真的就能如你所愿。

说不定走着走着，就会各奔东西，再无

瓜葛。

感情的事情，并不仅仅是主观意愿

的事，还受着太多客观因素的约束。就

算你想从一而终，也许生活，却不肯给

你这样的机会。

那么，“男人会介意，妻子婚前跟

人同居过吗？”他们的答案很一致。

他是我的一位读者，跟妻子结婚有

几年了，两个人一直过得甜甜蜜蜜的，

生了宝宝之后，婚姻的甜度不降反升，

一家三口的日子，可以说是幸福无边。

可这一切的幸福，却在他的一次偶

然发现下，瞬间就荡然无存了。

他在妻子废弃不用的一部旧手机里

，无意之中看到了一些，他这辈子都不

想看到的东西。

原来，在与他结婚之前，妻子曾有

过一个同居男友，两个人在一起过了有

两年多。看着妻子与同居男友的亲密照

片，想象着从前两个人的甜蜜画面，他

觉得心都要碎了。

终究是忍无可忍，他第一时间就去

质问妻子，要求她坦白一切。

“男人会介意，妻子婚前跟人同居

过吗？”他们的答案很一致

妻子并没有否认，而是原原本本的

和盘托出。叙述了过去之后，妻子跟他

说：“我也是想好好谈恋爱，然后结婚

的。”

他知道妻子说的没有错，可终究心

里是有了疙瘩，觉得自己无形中就吃了

亏，自己清清白白，没想到妻子却早已

五颜六色。那种被蒙在鼓里，忽然间又

发现真相的感觉，如同吞了只苍蝇进去

。

从那之后，妻子还是从前的妻子，

可他却像变了个人一样，有事没事的就

想跟妻子找事

发脾气，偶尔

对妻子表现的

好一点，就在

心里骂自己卑

贱，瞬间把这

些好，变成了

恶语相向。

由此，两

个人的感情被

彻底拉开了裂

口，再也不是

从前般的恩爱

。而他更是倍

受煎熬，无论

他对妻子好还

是不好，心里

都像堵着一口

气一般，各种

的纠缠与痛苦

。

当一个人

为了过去的事

情而懊恼，气

愤，并因此而

伤害对方的时

候，其实就是

在拿他人的错误，在不停地惩罚自己。

无独有偶，我的另一位读者，也发

生了类似的状况。

在他知道了，自己一直以来疼爱的

妻子，没有嫁给他之前，居然和一个有

家男人同居过，而且，居然只是为了对

方的物质。

这种事情在他看来，简直是无法饶

恕的。他可以接受一个女人在结婚之前

谈过恋爱，哪怕是谈过许多次，却没有

办法接受，一个女人为了钱去充当这样

的角色。

那个在他眼里，又顾家、又孝顺父

母的妻子，忽然之间就面目可憎起来。

各种无法接受之后，他最终选择跟妻子

离婚。

“男人会介意，妻子婚前跟人同居

过吗？”他们的答案很一致

只是离婚后，他不无悲哀的发现，

他没有办法接受妻子婚前所做的事，但

他心里对妻子却全都是割舍不下，又考

虑到孩子，所以离婚没多久，他又跟妻

子复婚了。

问题是，无论离婚还是复婚，都没

有办法改变过去曾经发生的事情。复婚

之后的他，依旧对妻子的从前耿耿于怀

，每次一靠近妻子的时候，从心底里就

散发出无法抑制的厌恶感。最终因为无

法靠近，他选择了和妻子分居。

一边是爱着，一边是深深的厌恶，

这两种情绪纠结在一起，简直把他拉入

了痛苦的深渊，让他无力反抗，又无力

自拔。

过去已然无法补救，却又把眼前弄

得一团糟，这其实才最让人难过。

男人跟女人的思维，终究是不一样

的。在很多男人的潜意识里，自己的另

一半都应该是洁白无瑕的，哪怕自己的

过去有诸多的劣迹。

于是，不管是因为什么，结婚之后

，一个男人若是突然发现自己的妻子，

根本不是自己想的那般单纯，有过丰富

的恋爱史，甚至跟人同居过之类，通常

都很难过得了心里那道坎。

那就像一根刺，深深地扎在男人心

上，让他吐不出来，又吞不下去，时刻

被疼痛所侵扰。

可是，当你对过去耿耿于怀的时候

，你不但改变不了过去，反而会伤害到

现在。

“男人会介意，妻子婚前跟人同居

过吗？”他们的答案很一致

有些事情，并没有绝对的对或者错

，特别是在感情问题上。如果在同居之

前，都能预想到最终的结局，恐怕没有

哪个女人，会轻易做出这样的选择。

其实，谁都是奔着结婚而去，只是

最终的结果，不尽如人意罢了。

只是，婚姻里，拔不掉心里那根

“刺”的男人，只会毁了婚姻。

你心底的这些放不下，便忽然间忘

记了对方所有的好，不停纠结的同时，

也会去不停地伤害对方。无论你是无意

中的行为，还是刻意在惩罚对方，这对

婚姻而言，几乎是灭顶之灾。

因为没有对错，所以，如果你能接

受这一切，那么就同对方好好的把日子

过下去，如果你接受不了，当然你也可

以选择离婚，还对方以自由。

最可怕的就是这种，既不肯放过对

方，又不肯放过自己，一味地沉浸在纠

结之中，对于两个人来说，这种伤害才

最可怕。

婚姻终究是为了幸福，一定不是为

了彼此折磨。

“男人会介意，妻子婚前跟人同
居过吗？”他们的答案很一致

「亞裔美國人也是美國人」
一封致共和黨全國委員會主席和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的公開信

自從COVID-19病毒開始流行﹐種族主義和歧
視性的言論在美國日益增多﹐對亞裔社區造成
嚴重的威脅﹒聯邦調查局（FBI）已經提出警告﹐
並且敦促在各地的聯邦調查局分局對此嚴加警
惕﹒聯邦調查局最近的一項分析顯示﹐上個月
在德州米德蘭 (Midland)發生的兇殺事件﹐兇嫌
企圖殺害包括兩名年幼孩子在內的一家亞裔美
國人﹐是因兇嫌以為他們是「用冠狀病毒使人致
病」的華人﹐這類暴力事件更為全美﹑尤其是德
州的亞裔社區添加了許多焦慮﹒
正當全美亞裔正在日以繼夜地全力支援美國各
地的抗疫工作﹐提供幫助給一線的醫務人員﹑急
救人員﹑老年人﹐和無家可歸人士的時候﹐德州
第二十二國會選區的候選人凱瑟琳·沃爾﹐居然

在競選視頻廣告中
把受到各界一致譴
責﹐而且已經被束之
高 閣 的 「Chinese
Virus」說 法 再 次 提
出來﹒這一個廣告
在電視和 YouTube
上傳播﹐嚴重危害了
大休斯敦亞裔社區

的安全﹒休斯敦和德州各地的16個亞裔團體忍
無可忍﹐在 6 個全國性亞裔團體的支持下﹐於 4
月7日聯名發表公開信致共和黨全國委員會主
席羅納·麥克丹尼爾（Ronna McDaniel）和民主
黨全國委員會主席湯姆·佩雷斯（Tom Perez）﹐
呼籲民主和共和兩黨要求所有的官員和候選人
不要再以疫情為題﹐博人眼球﹐打種族牌﹐製造

矛盾﹒
公開信中更列舉了自
從美國疫情暴發以來
﹐亞裔通過與亞洲製
造商和專業人士的聯
系﹐不但為大休斯敦
地區的醫院﹑診所﹑警
察局﹑消防隊提供了
大量的個人防護裝備
（PPE）﹐還通過個人
聯系﹐網路會議等各
種方式﹐向大休斯敦
的醫護人員和一般民
眾提供了許多有關

COVID-19病毒的醫療﹑公共衛生﹑心理健康等
資訊﹒
此外﹐美國華人聯合會（UCA）一直在收集各地
亞裔團體支援抗疫的行動﹐存在一個全國的數
據庫之中﹐這次也把大休斯敦地區接受了亞裔
團體捐贈的醫院﹑診所﹑警察局﹑消防隊等共36
個單位的名單附在公開信之後﹒
公開信發表之後﹐已經得到了德州的共和黨和
民主黨雙方的廣大回應﹒
共和黨參議員康甯（Cornyn）來信表示﹐「明確譴
責種族歧視和暴力﹐深深為我們州的族裔多元
化感到驕傲﹐並且重視亞裔美國人對德克薩斯
社區和我們全國所作的貢獻﹒請隨意分享我的
回信﹒感謝你們抽出寶貴時間與我聯系﹐並且
與我分享你們對這個重要問題的看法﹒」
休斯敦華人參政的前輩﹐前共和黨州議員黃朱
慧愛（Martha Wong）也來信表示「德州亞裔共和
黨俱樂部（TARC）會獨立發信給這些違規者
（offenders）﹒」
民主黨州議員吳元（Gene Wu）之在接受記者訪
問時指出﹐「在過去的兩周內﹐我幾乎每天都馬
不停蹄地在把個人防護設備﹐防護口罩﹐防護服
送給休斯敦急需的單位﹒ 我經手的設備99％來
自亞裔和華人團體﹒ 他們特別對我說﹐他們這
樣做的部分目的是為了抗議針對亞洲社區的不
公平言論﹐說 『我們不夠美國人』﹒」
亞裔社區除了將繼續支援當地的抗疫的行動之
外﹐還將要透過當地和全國性的英文媒體﹐積極
把亞裔對抗疫的貢獻介紹給非亞裔的民眾和政
府官員﹒

致共和黨全國委員會主席和民主黨全致共和黨全國委員會主席和民主黨全
················
國委員會主席的公開信國委員會主席的公開信
··········
尊敬的共和黨全國委員會主席﹐羅納·羅姆尼麥
克丹尼爾議員﹑尊敬的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
湯姆·佩雷斯議員﹕
我們謹代表下列署名的德州和全國性的亞裔美
國人組織﹐呼籲您公開譴責在COVID-19病毒開
始流行之後﹐對亞裔美國人社區日益增多的種
族主義襲擊和歧視性言論﹒
最近﹐針對亞裔的仇恨犯罪在全國各地激增﹒
聯邦調查局警告說﹐針對亞裔美國人的仇恨犯
罪有所增加﹐並敦促其在各地的分局對此嚴加
警惕﹒
在特朗普總統已經不再把COVID-19病毒叫作

「Chinese Virus」﹐並且強調要對亞裔社區提供
「完全保護」之後
﹐德州第二十二
國會選區的共和
黨 候 選 人 凱 瑟
琳·沃爾不顧聯
邦調查局的警告
和亞裔社區的強

烈抗議﹐仍然在視頻廣告上把COVID-19病毒稱
之為「Chinese Virus」﹒
病毒沒有國籍﹒他們是對全人類的威脅﹒休斯
頓和全國各地的華裔和亞裔一直在全力支援當
地的抗疫工作﹒但是﹐即使亞裔美國人日以繼
夜地為全國各地的一線醫務人員﹐急救人員﹐老
年人和無家可歸的人提供幫助﹐沃爾女士仍然
以憤世的態度發表煽動性言論﹐挑起仇外心理
和種族主義﹒
我們要求沃爾女士立即撤下這個視頻廣告﹐並
且為她在這次病毒流行的危機期間對亞裔造成
的危害道歉﹒
我們呼籲所有的官員和
候選人加入我們的行列﹐
譴責這些公然的種族主
義競選策略﹒
我們特別要求民主和共
和兩黨要求所有的官員
和政治候選人﹐實踐他們保護「所有」社區的安
全的承諾﹒對抗目前的疫情是我們共同的首要
任務﹐而不是攻擊作為美國整體一部份的亞裔

美國人﹒您的決定和行動將保證亞裔社區的安
全和美國抗疫的結果﹒
感謝您對這一個嚴重危害亞裔社區安全情況的
立即關注﹒
團結就是力量﹐
白先慎, 美國華人聯合會榮譽主席
H.C. Chang, 美華協會 (OCA) 大休斯頓地區分
會會長
孫盈盈, 休斯敦華裔聯盟主席
喻斌﹐休士頓亞裔商會主席
2020年4月7 日
發起公開信的亞裔團體
United Chinese Americans (UCA)
OCA-Greater Houston
Houston Chinese Alliance (HCA)
Asian Chamber of Commerce (ACC)
參加公開信連署的德州亞裔團體（還有其他的
組織在陸續加入）
APAPA Houston TX
APAPA Texas Region
Asian Culture and Education society USA
(Dallas)
Chinese Community Center (CCC)
eMgage -TX
Fort Bend Chinese American Voters League
Houston 8020 Asian American Political Ac-
tion Committee
Houston Guangxi Association
Join Chinese College Alumni Association (JC-
CAA)
Society of Chinese Bioscientists in America
(SCBA) - Texas Chapter
Texas Asian American Organizations

VN TeamWork, Inc.
參加公開信連署的全國性亞裔團體
80-20 Educational Foundation
80-20 PAC
80-20 SuperPAC
Asian American Unity Coalition
(AAUC)

Asian Pacific Islander American Public Af-
fairs Association (APAPA)
OCA 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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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当初一帆风顺，蔡红亮可能只是一

个电器维修店的老板；如果当初放弃了创业

的初心，蔡红亮可能只是一个普通的工厂工

人；如果当初没有勇气拥抱互联网，蔡红亮

可能是个活得滋润的连锁店老板。慧眼识得

大学城的发展机遇，敏锐嗅到互联网的百亿

市场，一个农村孩子拥有了上亿身家，也使

得百草园从“小卖铺”发展成为让美国百事

青睐的大品牌。

5年杭漂，6次跳槽，迷茫中找寻

1997年9月，19岁的蔡红亮从职业高中毕

业了。这个来自于浙江磐安县双溪乡梓誉村

的年轻人打小学习一般，他老实的父母想着

技不压身，有一门手艺将来总会有出路，于

是他就读了职高学了电器维修。

毕业后的蔡洪亮踏上了逐梦的旅程，他

那时的梦想是有一间自己的电器维修店。他

先来到横店影视城做了三个月的电器维修学

徒后就打算到杭州开间自己的店铺。

繁华的杭州寸土寸金，蔡洪亮根本找不

到租金合适位置又好的门面。不过杭州工作

机会多，开不成铺子，还可以找个工作，蔡

洪亮应聘成为了康师傅旗下食品厂的工人，

至少可以养活自己。

一年后，蔡红亮从康师傅离职，借来

6000元开起了电器维修店。可店铺仅干了一

个多月就维持不下去了，他只好又回到康师

傅干起了电器设备维修。之后他又相继到杭

州相良塑料食品有限公司和怡得乐电子有限

公司工作维持生计。

在怡得乐工作期间，蔡红亮借了5万元钱

承包了该公司的便利店，聊以自慰自己开店

的梦想。现实早已告诉了蔡红亮电器维修店

已经不属于这个时代了。

8年时间夯实大学城模式，销售额上亿

2002年，蔡红亮来到刚刚建立起来的下

沙高校区，当时这里远离市中心，生活不便

，却有着数十万的大学生。他敏锐的嗅到了

商机，在此开了一家便利店，很快又开了一

家零食店铺，这就是第一家“百草味”。虽

然这时“百草味”只是一家“小卖铺”，但

价格便宜，品种丰富，吸引了大量学生。两

个月下来，店铺营业额就达到了27万。

蔡红亮认准了大学城模式，一家一家的

扩张，4年后百草味店铺在下沙大学校区遍地

开花，并扩张到其他省份的大学城，全国门

店已达140多家，全年销售额达1.5亿。

6年时间转型为互联网电商模式，市值近10亿

元

2010年 12月6日，蔡红亮又一次看准了

互联网商机，力排众议关闭了十分赚钱的线

下门店，入驻天猫。仅用了4个月“百草味”

就做到了当时食品类目的第一名。而此时后

来互联网知名坚果品牌三只松鼠都还没有成

立。

从线下转移到线上，百草味转变的不仅是

销售模式，而是必须要从一个渠道零售商变成

一个生产商。蔡红亮开始带领团队满世界地寻

找原料供应商。原材料、包装、物流和销售每

个环节都和原来的零售模式大不相同。蔡红亮

用了一年，将电商的里里外外都学了个透，并

用两年时间来改善供应链、物流体系和用户体

验，终于成为了一个真正的电商。

2014年，百草味电商销售额超过10亿。

同时百草味斥资4亿元，建设总面积约10万

平方米的全智能综合体——杭州大江东临江

基地，再造生产、物流线。

2015年双十一，百草味销售额达1.56亿

的惊人销售额。百草味已经在全国建立了九

大仓储基地，覆盖华北、华东、华南、西南

等地，日发货能力可达40万件（快递）。

2016年上市公司“好想你”以9.6亿元收

购百草味 ，蔡红亮功成身退。

2020年，百事以7亿美元收购百草味，百

草味将从一个小卖铺走向国际化大品牌。而

蔡红亮经过三年闭关，在2019年又带着他的

“自嗨锅”重出江湖，仅双12期间，十分钟

产品销售就突破半个亿，又将续写传奇。

百草味往事：农村小伙从身无分
文到身家上亿的逆袭之路

今天进公司第一件事，就是请大家

喝一杯瑞幸咖啡。

昨天（4月2日），瑞幸咖啡“自

爆”称，发现公司2019年二季度至四

季度期间虚增了22亿人民币交易额，

相关的费用和支出也相应虚增。

而涉及此事的首席运营官刘剑及向

他报告的几名员工目前已经停职。

受次影响，开盘后瑞幸咖啡股价6

次熔断，暴跌75.57%。

面对造假事件，美国投资者愤怒，

而国内消费者却把瑞幸咖啡视为“国货

之光”。

担心以后再也喝不到便宜、味道和

星巴克相同的咖啡，短时间大量的订单

涌入，让瑞辛咖啡的小程序和APP崩溃

了。

国货之光还是负面榜样？

瑞幸咖啡怎么就成了消费者心中的

“国货之光”了呢？它是用外资的钱来

请国内的消费者喝咖啡。

你去回顾这几年瑞幸咖啡的发展，

它在做什么事情呢？用大量的资金来抢

占市场份额、通过低价格培养中国人喝

咖啡的习惯，等到市场份额足够大，消

费习惯养成后，瑞幸咖啡的盈利阶段也

就来了。

钱从哪来呢？其实瑞辛咖啡除了神

州系的资本外，后来融资的资金几乎都

是外资。

瑞幸咖啡用动听的故事打动了外国

资本市场，什么故事呢？

一瑞幸咖啡好喝不贵，有竞争力；

而瑞幸是咖啡界的新物种，采用轻门店

新零售模式，复制性高增长性高；三未

来中国咖啡消费市场足够大。

于是，外国资本市场相信了，并受

到了资本的大力追捧。

在瑞幸上市之前，就完成了四轮融

资，平均三个月完成一轮，融资速度很

快了。

拿到融资后，瑞幸咖啡开始用钱来

做促销、拉新、获客，不断增长的用户

数和交易额又推高公司估值，吸引融资

。

但是投资者迟迟没有等来瑞幸咖啡

的盈利。

至于瑞幸咖啡造假的具体原因还不

明确，但有一点应该可以肯定，造假目

的之一是想让数据好看些，给投资者信

心，从而获得持续的资金。

虽然站在大众消费者角度，瑞辛咖

啡可以算是“国货之光”，但站在企业

经营的角度，瑞幸造假却是一个负面榜

样，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

瑞幸造假，谁最开心？

瑞幸咖啡造假新闻出来后，谁最开

心呢？国内消费者吗？不，是做空机构

。

先介绍下“做空”是怎么一个操作

，简单来说是做空机构掌握了某家上市

公司的负面新闻，比如财务造假，如果

这个新闻曝光后会引起公司股价下跌，

于是做空机构会向券商借入股票并高价

卖出，然后再发布负面新闻的报告对上

市公司进行打压使其股价下跌，以便在

较低价格买入股票还给券商，赚取中间

差。

也就是说，做空机构的目的就是获

利。

而著名的做空机构就做空了瑞幸咖

啡，今年2月，浑水发布了一份来自第

三方的匿名报告，提供了公司业绩造假

的证据，以及分析了瑞幸商业模式的内

在缺陷，尤其是关于公司业绩造假，

报告发布后，瑞幸股价一度大跌超

25%，很快瑞幸咖啡否认，股价又大涨

了15%，但现在，瑞幸终于承认了业绩

造假。

提到“浑水”，它的名字还是来自

中文的“浑水摸鱼”之意，之前它就发

布报告揭露了四家在北美上市的中国公

司，东方纸业、绿诺科技、多元环球水

务、中国高速传媒，导致股价大跌，分

别被交易所停牌或摘牌。

而这次瑞幸造假新闻一出，浑水和

其背后的做空势力应该是最开心的，可

以从中获得不小的收益。

造假事件发生后，瑞辛咖啡会不会

面临倒闭，还是个未知数。

但可以确定的是，对投资者来说，

已经失去了对瑞辛咖啡的信任；瑞幸这

个行为，对未来想赴美上市的中国企业

也是一种信任上的减分。

瑞幸造假，谁笑了？

（（休士頓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 ））COVID-COVID-1919肺炎疫情在全球加速擴肺炎疫情在全球加速擴
散散，，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今晚召開緊急記者會表示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今晚召開緊急記者會表示，，東京面臨東京面臨
疫情爆發的重大局面疫情爆發的重大局面，，呼籲民眾週末盡量不要外出呼籲民眾週末盡量不要外出。。東京都持續東京都持續
四天新增確診四天新增確診，， 每天超過每天超過150150人人，，創當地確診單日最高紀錄創當地確診單日最高紀錄。。有有
人從海外旅遊返國人從海外旅遊返國，，許多人的感染途徑不明許多人的感染途徑不明。。小池百合子緊急召小池百合子緊急召
開記者會說開記者會說：： 「「本週可能發生疫情大爆發的不安增高本週可能發生疫情大爆發的不安增高，，現在正面現在正面
臨重大局面臨重大局面。。平日最好在家工作平日最好在家工作，，夜間盡量不要外出夜間盡量不要外出。。」」 小池小池
在記者會上拿出寫上在記者會上拿出寫上 「「疫情爆發重大局面疫情爆發重大局面」」標語的看板標語的看板，，呼籲市呼籲市
民要有危機意識民要有危機意識，，週末非必要盡量不要外出週末非必要盡量不要外出。。東京醫科大學教授東京醫科大學教授
濱田篤郎接受日媒採訪時表示濱田篤郎接受日媒採訪時表示，，東京東京44天內逾天內逾600600人確診肺炎人確診肺炎，，
疫情擴散速度加快疫情擴散速度加快，，顯然已進入與以往不同局面顯然已進入與以往不同局面。。除了賞櫻人潮除了賞櫻人潮
多多，，正值日本財會年度更替時正值日本財會年度更替時（（新年度新年度44月月11日起日起），），許多日本許多日本
人調職人調職、、搬家等搬家等，，是人潮大移動時期是人潮大移動時期，，疫情可能擴大疫情可能擴大，，如果東京如果東京
封城的話封城的話，，將對日本經濟造成嚴重打擊將對日本經濟造成嚴重打擊，，情況會一團亂情況會一團亂，，後果無後果無
法想像法想像。。日本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日前拋出日本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日前拋出 「「東京封城東京封城」」，，日日
本首相安倍晉三認為封城將對經濟帶來更進一步重大影響本首相安倍晉三認為封城將對經濟帶來更進一步重大影響。。日媒日媒
分析分析，，法律上難以做到封城法律上難以做到封城，，只能靠政府籲請及民眾配合達成只能靠政府籲請及民眾配合達成。。
日本放送協會日本放送協會（（NHKNHK））報導報導，，由於東京都內確診病例快速增加由於東京都內確診病例快速增加
，，安倍今天在參議院預算委員會備詢時說安倍今天在參議院預算委員會備詢時說，，假設真的造成封城的假設真的造成封城的
情況情況，，將對日本經濟帶來更進一步重大影響將對日本經濟帶來更進一步重大影響，，他和小池有相同的他和小池有相同的
危機感危機感，，接下來將跟包括東京都在內的各地方政府進行更加密切接下來將跟包括東京都在內的各地方政府進行更加密切
的合作的合作，，團結一致因應疫情團結一致因應疫情。。

法國與義大利法國與義大利，，已實施附帶罰則限制移動的已實施附帶罰則限制移動的 「「衛生緊急事態衛生緊急事態
法法」」及政府命令等法律制度及政府命令等法律制度，，嚴格禁止民眾外出嚴格禁止民眾外出；；西班牙也基於西班牙也基於
憲法公佈憲法公佈 「「警戒事態宣言警戒事態宣言」」，，在全境限制民眾移動在全境限制民眾移動。。德國禁止德國禁止33
人以上的聚會人以上的聚會，，並設有罰則並設有罰則；；英國雖然公佈禁止英國雖然公佈禁止33人以上的聚會人以上的聚會
及禁止外出命令及禁止外出命令，，但因為法律制度未完備但因為法律制度未完備，，讓英國警方在相應作讓英國警方在相應作

為很傷腦筋為很傷腦筋。。美國則是因州而有不美國則是因州而有不
同同，，例如紐約州並沒有公佈禁止外例如紐約州並沒有公佈禁止外
出命令出命令，，而是採取命令民眾在家工而是採取命令民眾在家工
作的形式作的形式，，不罰個人不罰個人，，而是罰企業而是罰企業
。。

最近最近，，總統川普計劃在總統川普計劃在20202020年年55
月重新開始美國的商業活動月重新開始美國的商業活動，，以挽以挽
救急劇下滑的美國經濟和嚴重的失救急劇下滑的美國經濟和嚴重的失
業悲劇業悲劇。。 川普說川普說，，這是他擔任總統這是他擔任總統
以來最困難以來最困難，，最重要的決定最重要的決定。。但是但是
，，許多由共和黨統治的州長擔心許多由共和黨統治的州長擔心，，
開啟城市活動可能為時過早開啟城市活動可能為時過早。。如果如果
冠狀病毒惡化並傳播得更多冠狀病毒惡化並傳播得更多，，它將它將
給脆弱的美國經濟帶來毀滅性的損給脆弱的美國經濟帶來毀滅性的損
害害。。但是但是，，白宮還有另一個挽救美白宮還有另一個挽救美
國經濟的建議國經濟的建議。。有人支持它有人支持它，，也有也有
人反對它人反對它。。 44月月99日日，，美國白宮國家美國白宮國家
經 濟 委 員 會 主 任 拉 里經 濟 委 員 會 主 任 拉 里 •• 庫 德 洛庫 德 洛
（（Larry KudlowLarry Kudlow））提到提到，，一種可能吸一種可能吸
引美國企業從中國回流的政策是引美國企業從中國回流的政策是，，
將回流支出將回流支出 100100%%直接費用化直接費用化（（imim--
mediate expensingmediate expensing）。）。按照他的解釋按照他的解釋
，，這樣就這樣就““等於我們為美國企業從中國搬回美國的成本埋單等於我們為美國企業從中國搬回美國的成本埋單”。”。
庫德洛當天對福克斯商業頻道表示庫德洛當天對福克斯商業頻道表示，”，”例如例如，，可以將可以將（（他們的他們的））
回流支出回流支出100100%%直接費用化直接費用化。。廠房廠房、、設備設備、、知識產權結構知識產權結構、、裝修裝修
等等。。換句話說換句話說，，如果我們將所有相關支出如果我們將所有相關支出100100%%直接費用化直接費用化，，實實
際上等於我們為美國企業從中國搬回美國的成本埋單際上等於我們為美國企業從中國搬回美國的成本埋單。”。”目前目前，，

美國政府正在找尋辦法美國政府正在找尋辦法，，以提振因新冠病毒大流行而陷入困境的以提振因新冠病毒大流行而陷入困境的
經濟經濟。。庫德洛的提議則是針對美國如何擺脫對中國製造業依賴的庫德洛的提議則是針對美國如何擺脫對中國製造業依賴的
這一問題提到的這一問題提到的。。目前美國國內疫情形勢不容樂觀目前美國國內疫情形勢不容樂觀，，受此影響受此影響，，
美國國內失業情況也愈趨嚴重美國國內失業情況也愈趨嚴重。。彭博社稱彭博社稱，，在上週又有在上週又有661661萬人萬人
初請失業金初請失業金（（連續三週這一人數累計約連續三週這一人數累計約16801680萬人萬人））後後，，白宮正白宮正
考慮如何安全地敦促美國人重新開放經濟活動考慮如何安全地敦促美國人重新開放經濟活動。。

世界許多大國都在執行封城計劃 預防冠狀病毒
日本首相安倍 擔心東京封城將重創日本經濟
美國總統川普計劃在5月重啟美國的商業活動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最
近，冠狀病毒的影響已在世界
各地廣泛傳播。除了3個月前
報導的一系列公主遊輪外，還
有幾個國家還擔心軍隊中的病
毒爆發，包括新加坡，美國和

法國。新加坡已宣布要求其3000名新兵留在家中，並取消原定的
新兵軍事訓練。自3月24日以來，美國海軍“羅斯福”號航母中
有3名船員，確診感染新冠病毒；兩天后，這一數字上升至25名
。截至4月8日，共有286名船員的病毒檢測呈陽性。截至4月8
日，“羅斯福”號航母中已有93%的船員接受了病毒檢測，其中
286名船員的病毒檢測呈陽性。

據報導：至4月8日，美國國防部累計報告了3160例確診病
例，美軍現役部隊累計確診1975例。其中，美國海軍出現548例
確診病例，“羅斯福”號航母中的確診人數，佔海軍總確診人數
的一半以上。目前，“羅斯福”號中2329名船員已經下船隔離
。 “羅斯福”號航母上的疫情已十分嚴峻。此前，美國海軍作戰
部長吉爾迪曾表示，由於“羅斯福”號航母需要繼續執行核反應
堆的任務，因此無法撤離全體船員，大約1000名核心船員仍需繼

續在船上執行任務。五角大樓領導人周四預計，冠狀病毒很可能
在海上打擊更多海軍艦艇。據美國政治新聞網站politico報導，美
國海軍“尼米茲”號航母出現新冠病毒確診病例，由此成為第4
艘出現新冠肺炎疫情的美國海軍航母。分別是“雷根”號、“卡
爾•文森”號、“羅斯福”號和“尼米茲”號。其中，“羅斯福
”號航母上的疫情最為嚴重。 “雷根”號正在日本進行維護，
“卡爾•文森”號也在太平洋西北區域的普吉特海灣進行維護。

國防部副部長戴維•諾奎斯特（David Norquist）在五角大樓
與海騰（Hyten）一起對記者說，國防領導人意識到，冠狀病毒
不會成為軍事上的短期問題。諾奎斯特說：“我們將需要改變和
適應，因為即使在接下來的幾個月中，該病毒也不會消失。”
“我們將必須能夠在COVID環境中運行。”對於大多數人來說
，新的冠狀病毒會引起輕度或中度症狀，例如發燒和咳嗽，這些
症狀會在兩到三週內消失。對於某些人，特別是老年人和存在健
康問題的人，它可能導致更嚴重的疾病，包括肺炎和死亡。據歐
洲新聞報導，4月8日，法國國防部發布聲明，“戴高樂”號航
母中至少40名船員出現新冠肺炎的相關症狀。因擔心新冠肺炎疫
情暴發，“戴高樂”號現已提前返航。

新加坡新加坡 美國和法國擔心軍隊中的病毒爆發美國和法國擔心軍隊中的病毒爆發
美國防部提醒美國防部提醒 冠狀病毒可能打擊更多海軍艦艇冠狀病毒可能打擊更多海軍艦艇

美國總統美國總統TrumpTrump在新聞發布會上談論簽署在新聞發布會上談論簽署22萬億美元刺激美國經濟法案萬億美元刺激美國經濟法案
TrumpTrump和美國未來和美國未來100100天內計劃通過製造或其他方式獲得天內計劃通過製造或其他方式獲得1010萬台呼吸機萬台呼吸機

日本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日前拋出日本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日前拋出 「「東京封城東京封城」」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認為封城將對經濟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認為封城將對經濟
帶來更進一步重大影響帶來更進一步重大影響。。

雷根戰艦的檔案圖片雷根戰艦的檔案圖片，，是冠狀病毒感染的是冠狀病毒感染的44個戰艦之一個戰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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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5日上午十時，美洲菩提中心按

原 訂計劃，如期舉行了清明法會。由於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今年的清明法
會不對外開放。中除
了主和尚宏意師父外
，只有菩提中心常住
法和數位義工居士。
法會內容與往年一樣
，包括：虔誦 《阿彌
陀經 》、唱頌 讚佛偈
、念前大供和回向，
歷時約１小15 分。

宏意師父於法會
中除了將功德回向會
眾先人往生淨土 , 見佛
聞法，早 成正覺；同
時祝願在生者身體健
康、平安吉祥、增福
慧消災免難。對於目
前疫情嚴峻，宏師父
開示：願大家好保重

，多發善心願轉不淨為淨，轉不善疫情
能夠早日化解、消除。宏師父同時提醒
大眾不要為了疫情過於擔憂，要時注意

保持樂觀、輕鬆和愉快的心情。
今年的清明法會，以同步錄影方式

於facebook 上向會友大眾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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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

德州佛教會於清明節
當天，即四月日上午八時
，由 宏意法師帶領德州
佛教會常住法師，在玉寺
大雄 寶殿 虔誦大悲神 咒
，為眾生祈福消災。

是次法會採取網上同
步錄影的方式，讓會員及
普羅大衆在家中也可以與
法師們同步參與法會，猶
如置身現埸。是疫情居家
期間最好的共修方法。

宏意法 師鼓 勵我們
可重覆 觀聽，一起持誦大
悲神咒 。懇 祈諸佛慈佑
，疫情早日平息。

地球已经在宇宙中存在了接近46亿年

，而人类在这个星球上的文明也只不过6到

8000年左右，而人类的文明在这地球文明

中占有极小的一部分，然而地球是有更新

迭替的周期，但这个周期无法预测。如果

，人类从地球上消失30天以后，地球将会

出现哪三种无法阻挡的变化呢？

地球上有数以百亿只马、牛、羊、猪

、狗等许多圈养动物会在铁笼里走投无路

，最终也将有一部分挣脱围栏回到大自然

，这期间会有部分会遭受饥饿与过冬带来

的困境，最终会有一些圈养动物通过适应

于学习，重新回到大自然中过上野生动物

自由自在的生活。

而动物园中的动物就没有那些圈养动

物幸运了，面对动物园的“铜墙铁壁”，

这些“野生动物”将会越来越瘦，撑不过

一个星期，对于没有人类照顾的这些圈养

野生动物，它们是无辜的。

现在人类文明中，电是这个文明中最

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然而，人类消失以后

，地球上除了发光的火山口，剩下的就会

是漆黑一片。一个月之内，有绝大多数大

坝在没有人类干预的情况下，会慢慢的淹

没掉上游的陆地，最终以决堤回到原始状

态，有很大一部分人类文明将会被大水洗

刷，之后带来的是各种植物的疯狂增长，

覆盖一些废墟。

而核电厂也最终会因为没有冷却，然

后自爆，将和切尔诺贝利的结果一样，辐

射会慢慢散去，最终也会变成一片绿色。

人类消失，无论是高楼大厦还是车站

等一些公共场所，都会以人去楼空来做最

后的总结，但这也是一个新的开始，失去

人类活动的场所，30天内会受到湿气的侵

袭，变得破烂不堪，再经历更长的时间，

这些场所就变成沉没在海底的沉船被鱼类

占有一样，而是人类曾经活动的这些场所

，会被鸟兽寄居，变成各自的巢穴。

而我们用过的汽车、电子产品、生活用

品等，在起初的30天以内不会发生任何变化

，但在经历成百上千年以后就会变成地球上

的一粒尘埃，虽然这些时间对于我们来讲是

很漫长的，但在地球的年轮中，这些时间显

得微不足道。

人类的消失尽管在现在看来是不可

能的，但在某天有可能会像 6500 万年前

的恐龙一样消失，无论是疫情、气候、

陨石撞击还是自然灾害，我们人类都要

审视自己，才能让人类文明更长久。如

果真的到了那天，你认为是地球的结束

还是开始呢？

人类消失30天以后地球会怎样？

虽然地球一直在环绕太阳运行

，我们生活在地球上，却感觉不到

一丝毫的动感。这一切，看起来，

都像按照既定的轨迹运行。其实，

这样的情况，是太阳系在过去几十

亿年内形成的一个很稳定的系统。

我们地球与月球之间，也是如此，

经过亿万年的相互影响，也趋于一

种平衡状态。

月球，对于我们来说，应该是

不陌生的，当夜幕降临时，太阳就

会暂时从我们的眼前“消失”，而

月球就会升起来，像一个白白净净

的圆盘，挂在夜空中。看起来，月

球对于我们来说，最直接的作用就

是，在漆黑的夜晚里，为我们增添

一丝光明。如果月亮突然消失，我

们的夜空中，就会少了一个明亮的

天然“照明灯”，从此，每天晚上

都是一样黑漆漆的夜晚。除此之外

，月球的消失，对地球的影响是深

远的，甚至可能是带有一定的毁灭

性。

月球消失，对于地球来说，最直

接的就是失去了一个引力来源，会扰

乱地球的引力场。前面已经说到，经

过亿万年的磨合，这个太阳系的几大

行星的运行轨迹都相对稳定。月球虽

然在宇宙中分量不大，但是对于地球

来说，不可忽视。所以月球消失后，

地球的引力场发生变化，运行轨迹可

能也会有所改变。

月球消失，对地球的潮汐力也将

会发生变化。我们都知道，地球既受

到太阳的引力也会受到月球等天体的

引力。当月球消失，地球的潮汐现象

将会大大地减弱，地球的海洋将会发

生很大的变化。由于月球巨大引力的

影响，海水在地球赤道附近的高度比

其他地球相对较高。失去这一个引力

以后，这些海水会分散到地球的南北

极。

潮汐变弱，对于地球的生态系统

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我们平时看

得到海水潮起潮落，主要就是潮汐力

的影响。月球消失以后，潮汐现象会

减弱为当前的三分之一。海水变得平

静，不再这么翻腾，意味着，海洋深

处的营养物质不能很好地被卷到海面

，生活在海面的浮游生物可能会遭遇

食物短缺的问题，进而影响整个食物

链。这一个影响，对于地球生物来说

，不是一件好事。

由于月球的存在，地球的自转速

度慢慢减下来。当然，这样的微小变

化，我们也是感觉不到的。地球诞生

之初，自转速度比现在快得多，并不

是很适宜生命的存在。由于月球的引

力作用，地球自转才得以减速。即使

是现在，地球自转也是在慢慢地减速

中。如果月球消失了，地球的自转也

会因此而发生变化，到时候，是否还

适宜我们生存，不得而知。

月球消失，地球的四季可能也会

出现变化，甚至消失。地球自转时，

始终保持自转轴23度倾斜，这是月球

存在的结果。也是因为有这样的角度

倾斜，地球才有了四季的轮回。如果

没有四季轮回，赤道附近常年都是被

太阳直射，而南北极某些地区则永远

见不到太阳。整个气候环境都会变化

。

月球，作为地球的近邻，这些年

来，也为地球扛下了很多来自宇宙的

打击。我们看看月球表面就知道，各

种大大小小的撞击坑。如果没有月球

的存在，靠近地月系统的小天体，可

能都会直接撞到地球，而不是撞月球

了。虽然地球有大气层保护，可以抗

住很多较小的小天体撞击，但是撞击

事件越多，对于地球的生命来说，也

不是一件好事。

当然，月球的存在，对于地球的

影响是深远的，对于地球的作用也有

很多。如果月球突然消失，对地球的

影响也会有很多，不止前文所提及的

这些。月球消失虽然看很严重，但是

我们不用担心，毕竟，月球是不会无

缘无故消失的，所以这些后果，理论

上是不会出现的。

月球消失会发生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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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韋霓休斯頓報導) 在疫情期間
，大部分人守著居家令待在家裡，減少
社區感染的機會。然而，有不少工作仍
然需要現場工作人員才能完成，像是超
市收銀員、物流業、第一線醫療人員、
快遞業、警察、農業工作者、交通運輸
工作者、通信部門、政府機構、金融機
構等等都需要出門工作，才能讓大部分
民眾安居家中，讓大眾生活需要的機能
繼續運作。為了減少這些必須出門工作
者的托兒負擔，一個新成立的資源網站
應運而生，幫助這些工作者找到托兒服
務、以及獲得可能的財務援助，由兒童
協作組織(Collaborative for Children)、休
斯頓市政府、哈里斯縣、Workforce So-
lutions、以及其他社區合作夥伴，共同
攜手提供支援。

在四月6日，兒童協作組織(Collab-
orative for Children)、 Workforce Solu-
tions、與休斯頓市政府、和哈里斯縣共
同招開記者會，正式啟動一項新的資源
，致力於幫助必須出門工作者在COV-
ID-19大流行期間找到優質的兒童保育
。

減輕必須出門工作者的托兒負擔
在休斯頓捐贈基金會(Houston En-

dowment)提供的主要支持之下，這項新

資源的成立是為了減輕休斯頓必須出門
工作者的負擔，這些必須出門工作者不
得不離家出門工作，但是在目前這樣困
難時期又很難找到托兒服務。藉由一個
新網站，把必須出門工作者與兒童照顧
中心聯結起來，這些父母們還可以通過
Workforce Solutions 申請兒童照顧財務
援助(child care financial assistance)。對於
必須出門工作者的定義，可參考市府網
站 https://www.cisa.gov/identifying-crit-
ical-infrastructure-during-covid-19。

提供三種援助選項
這項新資源為必須出門工作者提供

了三種援助的可能，依不同的需要來申
請：

一是那些目前就需要托兒服務的人
；二是那些需要托兒服務、又需要經濟
援助的人；三是那些已經有托兒服務、
但是需要經濟援助的人。

必須出門工作的父母們可以登錄
FindChildCareNow.org 網站，完成在線
註冊的表格。表格上所提供的信息，將
有助於兒童協作組織(Collaborative for
Children)的工作人員能夠找出最能滿足
你需求的兒童照顧中心，並開始進行審
查流程，由 Workforce Solutions 來確定
是否有資格獲得經濟援助。申請人將在
三個工作日左右收到最多三個高質量的
托兒中心選項，並通知是否有資格獲得
經濟援助。

兒童協作組織總裁兼首席執行官梅
蘭妮•強生博士(Dr. Melanie Johnson)表

示：“作為一個社區共同體，我們要感
謝這些為大眾做出巨大貢獻的必須出門
工作者，我們很高興能與市與縣的官員
合作，來減輕這些寶貴工作者的負擔，
並在兒童的早期教育中，運用我們的專
業知識，來幫助他們找到托兒服務。 我
們認為，即使在這次疫情期間，也必須
為休斯頓地區的幼兒維持優質的早期學
習教育。”

彼此照顧，沒有後顧之憂

休斯頓特納市長表示:“在新型冠狀
病毒(COVID-19)疫情爆發的前所未有
的時期，我非常感謝休斯頓市的員工、
以及所有必須出門工作者為幫助休斯頓
同胞而付出的一切。我們希望在你忙於
照顧別人的同時，你的孩子也同樣得到
照顧”。

哈里斯縣法官莉娜•希達戈（Lina
Hidalgo）表示:“每天，都有第一線工
作者、衛生保健人員、超市店員、和其
他重要人員獻身工作場所，能讓他們沒
有後顧之憂，這就是我們為他們服務的
方式。他們應該可以順利的找到優質的

托兒服務和需要的經濟援助，我很高興
能與市政府一起支持這項獨特的跨部門
工作，來實踐這個目標。”
“墨西哥灣沿岸勞動力委員會(The

Gulf Coast Workforce Board)承諾要支持
這些做出貢獻的日常英雄們，特別是那
些需要財務援助以維持托兒服務和幼兒
教育的必須出門工作者。”主席 Mark
Guthrie表示: “我們Workforce Solutions
團隊的員工，將與所有合作夥伴緊密配

合，以確保必須工作的父母們可以順利
註冊，確定申請合格，並儘快得到托兒
服務。”

FindChildCareNow.org網站
兒 童 協 作 組 織 （Collaborative for

Children）是兒童早期教育領域的領導
者，已經服務休斯頓 13 個縣達 33 年之
久。 自成立以來，此機構一直致力於幫
助家庭找到高質量的兒童保育和早期教
育。

2000 年，該機構啟動了“ Find-
ChildCareNow.org”網站，這是一個適
用於所有家庭的網上數據庫，這個數據

庫列出4000多個托兒中心和家庭教育中
心。 FindChildCareNow.org提供的信息
包括：營業時間、師生比例、和補貼接
受。 它還報告服務中心的質量信息，例
如國家認可、德州新星認證和評級，每
年有超過 25,000 人使用 FindChildCare-
Now.org網站。

必須出門工作的父母們，如果需要
托兒服務或是財務援助，請至 Find-
ChildCareNow.org網站尋找你需要的幫
助。

關於兒童協作組織(Collaborative
for Children)

30多年來，“兒童協作組織”致力
於提高休斯頓地區兒童的早期教育和照
顧質量。此機構與托兒服務提供者和家
庭合作，以建立高質量的學習環境，並
倡導有利於德州早期學習環境的政策。
要了解更多信息，請訪問 www.collab-
forchildren.org

必須出門工作的父母們必須出門工作的父母們 不用糾結托兒問題啦不用糾結托兒問題啦
數個機構合作成立新資源數個機構合作成立新資源 協助減輕托兒負擔協助減輕托兒負擔



BB66醫生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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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日       2020年4月12日       Sunday, April 12, 2020

JY家庭全科及急症

高 血 壓

糖 尿 病

高 血 脂

常見皮膚病

皮膚活檢

婦 科 病

兒 科 病

老年癡呆

骨質疏鬆

憂 鬱 症

感 冒

咽喉痛

鼻竇炎

腹 瀉

尿 路 炎

關節注射

動物抓咬傷

清創縫合

角膜異物清除

地址:6609 W Sam Houston PKWY S STE 98 Houston, TX 77072 (位於8號公路及百利大道東北角及Shell加油站旁廣場)

Tel:(832)433-7159

本診所自2014年起
週一、二、三、五、六： 8:30am - 5pm
週四、週日 公休 

顧瑛 醫學博士
美國家庭醫學會資格認可醫師
美國老年醫學會資歷任可醫師

主 治 急 症
體檢特價  體檢+化驗:$125
①+女科婦科、宮頸膜片+$45
②+男性前列腺表面抗原+$20

移 民 體 檢

D03FA_JY顧瑛567B_8

Southern News Grou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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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B77醫生專頁

D03-FA_YiZhouMD周藝_16C_2467

7850 Parkwood Circle Dr, B6 Houston.TX 77036

（牛皮癬，慢性濕疹， 

老年性皮膚瘙癢和白癜風）。

 JIAXIN LU, M.D

Board Certified by ABIM

星期日       2020年4月12日       Sunday, April 12, 2020



廣 告 BB88星期日       2020年4月12日       Sunday, April 12, 2020

美國醫師助理認證委
員會執照認可
精通國,台,英語

服務項目：
◎皮膚病治療   ◎關節痛治療
◎身體年檢      ◎各種極慢性病治療
◎癌症防治
◎推出減價移民體檢
◎到家診治行動不便患者

接受：
medicare, medicaid, 
molina, ambetter,  
community health choice 
等大多數醫療保險。

吳沛桓
醫生助理

西南紀念家庭全科 皮膚
疾病

Southern News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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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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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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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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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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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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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新網站
www.scdaily.com

廣告

美南論壇

黃頁與分類廣告

個性化訂閱

網速

2020

Relax

地址：4899 hwy 6 ste 210 C, Missouri city,Tx 77456

Southern News Grou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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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412SUN_B1_Print
	0412SUN_B2_Print
	0412SUN_B3_Print
	0412SUN_B4_Print
	0412SUN_B5_Print
	0412SUN_B6_Print
	0412SUN_B7_Print
	0412SUN_B8_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