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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住房購房補助計畫自住房購房補助計畫(Homebuyer(Homebuyer
Assistance ProgramAssistance Program﹐﹐簡稱簡稱 HAP)HAP)
最高可補助最高可補助$$3030,,000000﹐﹐購屋者須符合以下的條件購屋者須符合以下的條件::

11.. 是首次自住房購房者是首次自住房購房者
22.. 家庭收入不超過規定的限制家庭收入不超過規定的限制
33.. 能夠獲得自住房購屋貸款能夠獲得自住房購屋貸款
44.. 參加參加 88 小時的購房者教育課程小時的購房者教育課程
55.. 有工作有工作﹑﹑每年有付稅每年有付稅﹐﹐是美國公民或綠卡持有是美國公民或綠卡持有
者者
66.. 願意提供所有的相關文件願意提供所有的相關文件
77.. 為休斯頓市居民為休斯頓市居民

洽 詢 電 話 中 文洽 詢 電 話 中 文 : (: (713713)) 725725--17031703 ﹐﹐
英 文英 文 : (: (832832))549549--02820282 Mr.Mr. KimKim

商家名店商家名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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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流浪樂隊著正裝走上街頭墨西哥流浪樂隊著正裝走上街頭 為醫護人員演奏小夜曲為醫護人員演奏小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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塌在意大利托斯卡納大區馬薩在意大利托斯卡納大區馬薩--卡拉拉省拍攝的垮塌的大橋卡拉拉省拍攝的垮塌的大橋。。 當日當日，，

在意大利托斯卡納大區馬薩在意大利托斯卡納大區馬薩--卡拉拉省卡拉拉省，，壹座大橋發生垮塌壹座大橋發生垮塌，，目前暫無目前暫無
人員傷亡報告人員傷亡報告。。

法國確診病例超法國確診病例超1111萬例萬例
““戴高樂戴高樂””號航母疑現疫情提前返航號航母疑現疫情提前返航

法國新冠肺炎累計確診病例超過11萬例，累計死亡病例10869例。法國海軍航
空母艦“戴高樂”號被懷疑出現新冠肺炎疫情而提前結束任務返航。根據法國衛生總
署署長薩洛蒙當晚公布最新疫情統計數據，法國醫院確診病例達82048例，養老院確
診病例達30902例，合計確診病例已達112950例。 圖為當地時間1月21日的“戴高
樂”號航母從土倫海軍基地啟航，前往東地中海執行數月反恐任務的資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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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何佩珊

聽眾在看蝴蝶歌表演時還要學會聽
歌。林振玉說，好的歌手唱蝴蝶歌優美
動聽，如成群的黃蜂振翅飛過發出的美
妙聲音，形容為“黃蜂音”，又叫“波
浪音”。唱功不好的人唱蝴蝶歌，旁人
就取笑像街上賣桐油的，拉着嗓子喊，
卻沒有音樂的美感。

“唱蝴蝶歌都是二男或二女的同聲
二重唱，且同起同收。”林振玉說。蝴
蝶歌分為長短歌，短歌一般四句，長歌
以短歌為基礎在第三句可隨歌手之意任
意加長，又稱“雙飛蝴蝶歌”，有經驗
的歌手可以一口氣不停頓連唱一百多個
字。

演唱蝴蝶歌的歌手們，都有快速
演唱並吐詞清楚的特長，這是長期實
踐及其特殊的二聲部民間訓練方法所
致，較之西方音樂中“快速說唱”
（饒舌，rap），實在強得太多。一對
好的蝴蝶歌歌手，女孩在十二、三歲
即開始尋找自己的唱歌搭檔。

林振玉說，瑤族蝴蝶歌為五聲性調
式，多宮、徵、商、羽調式，風格明快
活潑，頻繁使用襯詞，使歌曲顯得熱烈
活潑，這在中國民歌中堪稱獨樹一幟。
流傳久遠，技藝精良，聲部結構嚴謹，
曲調歡快優美的蝴蝶歌，體現中國民族
民間多聲部音樂發展到相當高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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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西富川瑤族自治縣11
歲的蝴蝶歌小歌手盤季昀。

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曉峰攝

富川瑤族遺存着濃厚的百越歌圩遺風，凡節
日會期、婚嫁喜慶、禮儀交往等群聚活動，男女
老少都唱蝴蝶歌，特別是男女青年戀愛擇偶，唱
蝴蝶歌是主要手段之一。每年農曆正月初六、二
月初八、三月三、八月十五等日子，富川瑤族叫
“趕會期”，是瑤族盛大的歌圩。會期晚上方圓
數十里的男女青年都興高采烈地穿上盛裝趕來參
加，少則幾百人，多則達數千人甚至上萬人，一
時間人山人海，歌聲嘹亮，甚至幾天幾夜歌聲不
絕，把村寨變成了蝴蝶歌聲的海洋，年輕人用歌
傳情，互贈信物，幾經往來，有的就會定終身之
約。

“趕會期”歌圩 歌聲定終身

走進廣西賀州市富川瑤族自治縣瑤寨，時常能
聽到蝴蝶歌，它是瑤民勞作之餘，在感受大

自然的美妙中抒發情感之作，具有即興創作、出口
成章、一唱群和的民族藝術韻味。為傳承蝴蝶歌，
當地積極推進蝴蝶歌走進校園。在當地很多學校，
跳“長鼓舞”（富川縣另一項國家級非遺）和唱蝴
蝶歌，已經成為學齡兒童課間活動的主要內容。

“算是勉強合格了，自從三月三去新加坡演
出歸來後，我們已經幾個月沒能在一起練歌了。”
歐玉梅說。同為54歲的歐玉梅、李滿鳳是國家級
非物質文化遺產蝴蝶歌的傳承人，她們從七八歲開
始作為一對搭檔學唱蝴蝶歌，至今已近40年。

方言演唱 融入生產生活
在富川，客人來了唱迎客歌，客人進村時唱

攔路酒歌，喝酒時唱敬酒歌，喝油茶時唱敬茶歌，
客人走了唱別客歌。歌聲已經代替了語言，成為瑤
族表達情感的最好形式，蝴蝶歌用一種叫做“梧州
土白話”的方言土語演唱，內容涉及記事、傳情、
祭祖、述史等瑤族人民生產生活的各個方面。

富川縣文化館副館長林振玉告訴香港文匯報
記者，蝴蝶歌靈動而秀美，“蝴的蝶”、“蝶的
蝶”、“黃的蜂”、“留的西”、“啦的咧”這些
襯詞頻繁出現，使歌曲熱烈活潑，曲調富有彈性，
給人以活躍歡快、熱情奔放之感。

口耳相傳、歌書記錄、世代相襲、民間傳授
是多年來瑤族蝴蝶歌的主要傳承形式，瑤胞自幼學
歌，有着良好傳承民歌的傳統，儘管也經歷了一段
時間的衰微，但當地通過免費辦培訓班、進校園等
方式，讓蝴蝶歌的傳承逐漸走出困境。

富川縣文化館是一棟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小
樓，當地政府在辦公條件十分緊張的條件下仍然擠
出一塊固定場所和經費，長年為蝴蝶歌愛好者舉辦

免費的蝴蝶歌培訓班。

辦培訓班 雷打不動教歌
數十年來，歐玉梅和李滿鳳除了代表中國民

歌出國演出或應邀參加政府節慶活動，從未參與過
任何商業演出，她們在勞作之餘，最快樂的事情就
是在縣文化館與學校教授愛好者和孩子們唱蝴蝶
歌。“我八歲開始跟着師傅學唱蝴蝶歌，這些年來
只要一有機會就去參加少數民族演出，每周四雷打
不動的就是去縣文化館教唱蝴蝶歌。”李滿鳳告訴
香港文匯報記者，至今她們已經教出了200多對能
獨立完整演唱蝴蝶歌的徒弟，還有學生考上了廣西
藝術學院。

“學會蝴蝶歌沒那麼容易，甚至可以說很
難，”林振玉說，徒弟找師傅不易，師傅招一個有
天賦的徒弟更難，學唱蝴蝶歌需要特殊的語言環境
和興趣愛好，最難的則是堅守，沒有一群又一群蝴
蝶歌老歌手的堅持不懈的傳唱，蝴蝶歌也不可能走
到今天。

唱進校園 傳承瑤族文化
為傳承蝴蝶歌，當地政府更積極推進蝴蝶歌

走進校園。除了在文化館教唱，林振玉和李滿鳳經
常去當地中小學校給孩子們上蝴蝶歌音樂課和組織
以蝴蝶歌傳唱為主題的課外活動，通過這些校園活
動，把蝴蝶歌帶進校園，讓學生們對瑤族文化有了
更深入的了解，以此喚醒新一代年輕人保護非物質
文化遺產的自覺意識。

林振玉說，從小學甚至幼兒園開始，培養蝴
蝶歌種子歌手，是蝴蝶歌文化能夠持續傳承的關
鍵，通過舉辦周期性的校園蝴蝶歌大賽等各種校園
音樂活動，將民族傳統音樂融入學生的生活世界。
在富川二小和蓮山鎮初中各開了一個蝴蝶歌傳承

班，資深老歌手們輪流來給學生們上課。
11歲的瑤族少年盤季昀是富川二小五班的學

生，從二年級開始，他就是學校蝴蝶歌合唱團的團
員。他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每個學生都發了一本
蝴蝶歌音樂課本，除了每周有老歌手來給他們上音
樂課，每天上午大課間的20多分鐘，全校學生都會
一起來唱蝴蝶歌，其中音準音色比較好的學生就會
吸收進合唱團。現在，盤季昀能夠完整地唱兩個曲
牌，而且可以一口氣不停頓不換氣地連唱50多個
字，差不多是一段歌的四分之一。

“以後上了中學、大學，還會繼續唱蝴蝶
歌。”盤季昀說，他很喜歡唱蝴蝶歌，可能是因為
媽媽的原因，聽媽媽說在懷着他的時候，一有空就
會唱蝴蝶歌。用他媽媽的話說就是“可能是胎教的
原因吧，孩子現在一唱起蝴蝶歌，真的是眼睛會放
光的那種樣子”。

“剛才錄下了嗎？刪掉吧，還是刪掉吧！”剛剛和老搭檔李滿鳳唱了一段蝴蝶

歌短歌的歐玉梅對剛才的表現很不滿意。稍事休整，歐玉梅和李滿鳳再次唱了一段

蝴蝶歌的長歌《流水歡歌迎客來》：臘竹結蕊燈結綵，百花爭春朵朵開；疊疊青山

對笑臉，流水歡歌迎客來……一人唱高聲部，一人唱低聲部，優美的和聲旋律沁人

心脾，尤其是一口氣毫不停頓地唱出八九十字而未見絲毫停滯梗澀，令人震撼。

■記者朱曉峰廣西報道

蝴蝶歌進校園蝴蝶歌進校園 瑤族瑤族raprap後繼有人後繼有人
瑤歌傳承人搭檔四十載瑤歌傳承人搭檔四十載堅守教出逾二百對徒弟堅守教出逾二百對徒弟

■■蝴蝶歌非遺蝴蝶歌非遺
傳承人歐玉傳承人歐玉
梅梅、、李滿鳳李滿鳳
20192019 年三月年三月
三節慶在新加三節慶在新加
坡演出坡演出。。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富川二小蝴蝶歌合唱團的孩子們在
非遺傳習活動上演唱。

香港文匯報記者朱曉峰攝

“冰封”的旅遊業何時“解封”
剛剛過去的清明假期是新冠肺炎疫

情發生後的首個“小長假”，安徽黃山

、雲南昆明、貴州遵義等地著名景區迎

來回暖跡象。但從全國層面來看，旅遊

業中多種業態仍然處於“停擺”狀態。

在境外疫情持續蔓延影響下，許多國家

采取限制入境、減少人員流動等非常措

施，對國內旅遊市場沖擊持續加劇。

近日，記者走訪了多家旅遊相關企

業及多位從業者。他們坦言，疫情影響

超出了業內的最初預期，在經歷了數以

億計的“退單潮”後，盼著“春天”到

來的旅遊業卻遭遇“倒春寒”。“2019

年中國旅遊業總收入為6.5萬億元，平均

壹天178億元。停滯壹天，就是這樣的

損失。”中國旅遊協會休閑度假分會會

長魏小安說。

當下，疫情對旅遊業的考驗還沒有

停止，旅遊企業正在積蓄力量，重整待

發：或復盤“非典”，從歷史中汲取經

驗，探索高質量發展的創新路徑；或通

過員工培訓修煉內功，打造“雲旅遊”

平臺挖掘需求，創新產品，以求市場恢

復時迅速反應，抓住復蘇的紅利。

行業“冰封”
距離農歷2020年春節不足兩天，旅遊

業被迫緊急按下“暫停鍵”。1月23日，

武漢關閉離漢通道。1月24日，文化旅遊

部門發出緊急通知，要求全國旅行社及在

線旅遊企業，暫停經營團隊旅遊及“機

票+酒店”等旅遊產品。這意味著預計4.5

億人次的遊客出行被叫停，5139億元的預

測收入“化為泡影”，旅遊業全鏈條“急

凍”，迅速進入“冰封期”。

在國內遊、出境遊、入境遊三大板

塊幾近停擺之余，旅遊平臺面臨的是前

所未見的千萬級的“退單潮”。風險在

全產業鏈中的傳遞，使整個旅遊市場集

體陷入壹場不知何時結束的“抗疫戰”

和“求生戰”中。

“新冠肺炎確定‘人傳人’之後，客

戶電話、退訂單瞬間湧進來。23日，訂單

取消量上來了。24日開始，大家不睡覺，

忙著退款。”去哪兒網CEO陳剛說。

從業者表示，相關部門在疫情發生後

的數天內連續推出11項政策，每壹次政策

的推出都會引起新壹波的退改訂單潮。

為了應對千萬級的退單訴求，平臺

企業所有可用的客服人力幾乎全部到崗，

“超長待機”。來自去哪兒的數據顯示

，相較於去年春節，用戶咨詢量增幅高

達近10倍，並在除夕當天達到了25倍的

峰值。陳剛說，受到不斷變化及延長的

退單政策影響，平臺原有的“格式化”

退單流程全部被打亂，客服人員只能采

取壹單壹單的人工手動調整，讓消費者

盡早拿到退款。記者了解到，在這種情

況下，壹些平臺企業客服每天的平均工

作時間是往常的1.5倍。國內最大的在線

旅遊平臺攜程更是動員了14900余名客

服以及產品、業務等職能部門員工投入

到這場漫長的退單“拉鋸戰”中。

對於部分主營業務是境外遊的團隊

而言，“晚上跟境外合作夥伴溝通，白

天跟客戶溝通，成為常態。”去哪兒網

武漢客服主管向麗君說，這樣持續緊繃

的工作狀態，她從業至今第壹次遇到。

原本退票量很少的機票業務，也成

了退改簽大頭。“這次國內航空公司的

損失也很大，我們先進行墊付，之後需

壹至兩個月才能回款，有些航空公司需

要半年才能陸續回款——在Booking等海

外旅遊平臺，以及部分海外航空公司，

他們是拒絕給用戶退款的，理由是疫情

屬於不可抗力。” 陳剛說。

與此同時，關聯的酒店業也瀕臨“絕

境”：不僅面臨現金流的收縮，還承受著

巨大的資金壓力，包括房租成本、企業間

的應收賬款風險以及人力成本。

“正常情況下門店壹線員工的人力

成本每個月需6000元左右，10萬員工，

每月就是6個億……假如疫情持續6個月

，就是36個億。加盟商和我們合起來都

負擔不起。”在華住創始人季琦發布的

關於疫情的第二封內部信中，他對當前

形勢迅速做出的判斷令人沮喪。

比旅遊業各細分“賽道”共同陷入

停滯還要殘酷的是，隨著疫情在多個國

家的蔓延，遍及全球旅遊行業的失業風

險正在暴露。

美國旅遊行業協會預測，由於疫情

蔓延，美國有460萬個旅遊相關從業人

員將失去工作，這壹數字超過美國1580

萬名旅遊從業者的1/4。業內預計，美國

旅遊相關從業者的失業，可能在未來幾

個月內將美國整體失業率拉高6.3%。

在國內，盡管部分旅遊企業宣稱不

裁員，然而上千萬的從業者不可避免地

暫時處於“沒活幹”的狀態。

中國旅遊研究院發布的《2019年旅

遊市場基本情況》顯示，2019年旅遊直

接就業2825萬人，旅遊直接和間接就業

7987萬人，占全國就業總人口的10.31%。

“疫情發生後，全國2萬多家旅行社的

40至50萬名從業人員，超過10萬家酒店

，接近100萬間的住宿設施，受到普遍

波及。酒店、景區商戶、航空公司等超

過1000萬的從業人員，在未來三四個月

的時間裏沒有工作。”同程集團創始人

、董事長吳誌祥說。

中國旅遊研究院測算，受疫情影響

，2020年壹季度及全年，國內旅遊人次

將分別下降56%和 15.5%，國內旅遊收

入分別下降69%和 20.6%；預計全年同

比減少旅遊人次9.32億，減收達1.18萬

億元。

再遇“春寒”
中青旅首席品牌官徐曉磊用“前所未

有”形容此次疫情給旅遊行業帶來的沖擊。

盡管旅遊訂單的退訂潮已在2月趨於

平穩，但疫情在全球範圍內的流行和控制

，運力的減少或暫停，不只是切斷了人們

出遊的可能性。疊加人們對未來旅行安全

的疑惑和擔憂，以及經濟波動對收入的影

響，都會對年內的旅遊消費產生抑制。

遊客對出遊安全問題的擔憂首先反映

在已開放景區的客流和收入上。“烏鎮東

柵等部分景區2月26日已經開放，但目前

客流恢復還很不理想。正常狀態下，烏鎮

景區正常的客流量可達1000萬人次，平均

每天二三十萬人次的流量，現在壹天能有

5000人就不錯了。”徐曉磊說。

業內預判，如果沒有境外疫情的蔓

延，隨著中國疫情得到控制，預計3月

底、4月份就能看到旅遊業復蘇的跡象

。“但目前境外疫情洶湧，假設全球疫

情在上半年得到逐步控制，下半年從國

內旅遊開始，景區、酒店、出入境遊會

逐漸復蘇。就目前境外疫情傳播的形勢

，如果做悲觀預判，今年全行業的‘顆

粒無收’都有可能。”徐曉磊說。

春節旺季的虧損、春遊旺季的失去

、暑期旺季的不確定，不僅使2020年旅

遊業的多半旺季化為泡影，讓旅遊業

“寒冬”變得更加漫長難熬。

針對文旅行業面臨的實際困難，從

國家到地方政府都陸續推出了相關補貼

和扶持政策。國家層面發布了《關於積

極應對疫情影響保持導遊隊伍穩定相關

工作事項的通知》《關於暫退部分旅遊

服務質量保證金支持旅行社應對經營困

難的通知》《旅遊景區恢復開放疫情防

控措施指南》等政策，各地也分別圍繞

資金支持、金融扶持、稅費優惠、社會

保障、物業租金等多個方面對涉旅企業

給予幫助。

然而凜冬之下，對企業來說，抱團

取暖、破冰自救更為重要。景區、酒店

的從業者創建了多個旅業互助群、行業

學習群等線上“組織”，共研機遇和對

策。平臺方之間的攜手，品牌方與加盟

商、行業之間的互助比以往來得更為迫

切。

飛豬、去哪兒、同程藝龍、馬蜂窩

等平臺企業均采取不同措施扶持上遊供

應商。2月5日，在長達半個月的旅遊訂

單退訂潮趨於平穩之際，攜程向其平臺

上的機票、酒店、旅遊度假等領域的合

作夥伴推出“同袍”計劃，投入10億元

合作夥伴支持基金和100億元額度小微

貸款，幫助供應商為用戶墊付退款，減

輕其經營壓力。

首旅如家、錦江、華住、開元、亞

朵等在內的多家連鎖酒店集團也推出並

實施了針對加盟商、合作夥伴的加盟管

理費減免政策；錦江國際籌措35億資金

，支持旗下存在流動性困難的酒店渡過

難關。

還有企業在數據分析等方面為合作

夥伴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有的旅遊企

業通過幫景區做打折預售，回收壹部分

現金流；有的景區，嘗試通過線上營銷

或者互動遊戲，進行獲客；有的平臺與

疫情低風險地區的地方政府合作，資源

共享，聯合開放旅遊景區景點、公園、

餐館等場所；壹些旅遊平臺上，預售、

促銷產品被擺在醒目位置，酒店、航線

分別推出4至8折優惠力度不等的預售價

，多數可延長至全年使用。

靜待暖春
“報復性增長”會到來嗎？是否能

重復後非典時期的市場復蘇奇跡？這也

許是當前每壹位旅遊從業者都在思考的

問題。

“旅遊業復蘇的曲線主要有三

種，V型就是我們曾在‘非典’時期

經歷的復蘇曲線，U型是目前我們所

處的階段，我們盡力通過多種手段刺

激旅遊消費，縮短U型底部的時間段

，加速曲線變化，嚴防 L型曲線的發

生。”北京市文化和旅遊局研究室主

任劉斌說。

盡管全球疫情比預計中漫長，但

在國家和地方財政、文旅、商務等多

部門促進消費回補和潛力釋放的相關

政策的刺激下，從業者堅信，疫情的

沖擊是階段性的，國人的旅遊需求並

沒有消失。

“疫情沒有破壞中國旅遊市場的健

康基礎，它將加速行業整合以及低線城

市的在線滲透率。對於國際市場，國人

依然存在龐大的潛在旅行需求。壹旦疫

情結束，復蘇即將展現。”攜程創始

人、董事局主席梁建章說。

“旅遊業韌勁兒強，旅遊消費是信

心消費，可以說是‘給點陽光就燦

爛’。”徐曉磊說，即使遭受了疫情期

間的巨大影響，但國人消費能力和需

求沒有消失，企業只要做到“隊伍在

、標準在、品牌在”，市場恢復後，

就可以得到壹定的消費補償，較快地

恢復高位。

中山大學旅遊學院教授保繼剛認

為，如果疫情在上半年結束， 2020年

下半年國內旅遊將出現恢復性增長，

2021年下半年將超過2019年同期規模水

平，旅遊業的復蘇時間大約需要1年左

右。

正如 2003 年“非典”時期壹樣，

旅遊業在暴露出它的環境敏感性的同

時，也將逐漸顯現出它的韌性。在市

場恢復時，誰能快速反應，誰就能抓

住復蘇的紅利。因此在等待旅遊業復

蘇的過程中，如何充分反思、做好準

備迎接機遇，是當前旅遊企業面臨的

首要問題。

壹些旅遊企業經營者通過審視反思

，總結企業在此次疫情中暴露的問題。

隨著壹些旅遊企業因現金流壓力被迫退

出行業，頭部企業也越發體會到把握現

金流的重要性。

吳誌祥深有感觸地說，現金流就是

企業的生命線。“企業壹帆風順的時候

，1000萬妳覺得不是錢，壹筆就劃出去

了。真正過難關的時候，可能30萬就能

把妳壓死。所以服務型企業壹定把財務

盤點清楚，保住現金流。”

同樣不容忽視的還有旅遊行業的人

才隊伍。不少受訪企業的創始人表示，

現金流的困難是階段性的，如何保住旅

遊人才隊伍，為日後蓄力，是關乎企業

長遠發展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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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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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sting 醫療診所
毛誌江醫生 MD PHD. 40 多年臨床經驗

主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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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346-777-6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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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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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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蹤海峽熱點，反映兩岸民意

▲ 節目截圖

節目介紹：
“海峽兩岸”是中央電視台惟一的涉台時事新聞評論欄目，節目宗
旨是“跟踪海峽熱點，反映兩岸民意”節目分為兩個版塊：第一個
是“熱點掃描”，主要報導當日和近期台灣島內的熱點新聞;第二個
是“熱點透視”，當日或近期涉台熱點深度報導及兩岸專家對此事
的評論，並對兩岸各個層面的交流交往進行跟踪報導。
《海峽兩岸》江啟臣成為國民黨主席 

播出時間：
首播時間：週一至週五晚上9點30分，重播時間：次日早晨8:00。 ▲ 節目截圖

《海峽兩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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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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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0-07:30

07:30-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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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0-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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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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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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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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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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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二       2020年4月14日       Tuesday, April 14,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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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福市醫護用品告急﹐華裔社團熱心募捐﹐市府盼社區慷慨解囊

【美南新聞記者蕭永群報導
】隨著大休斯頓地區疫情
升溫﹐各地政府都面臨醫護
用品短缺等問題﹒斯坦福
市為此於 13 日上午舉行記
者會﹐宣布將於本周四16日
早上 10 點至 12 點﹐在 Staf-
ford center 舉行募捐活動﹐
呼籲社區人士踴躍捐助物
資貨款項﹐讓一線醫護人員
可以有最妥善的保護﹒

記者由國會議員國會議員艾
爾·格林（Al Green）代表號召
﹐會現場政商雲集﹐包括斯坦
福市市長史卡西拉（Leonard
Scarcella）﹑休斯頓市長特納
（Sylvester Turner）﹑福遍郡長
KP George﹑密蘇裏市市長是
尤蘭達·福特（Yolanda Ford）
﹑斯坦福市議員譚秋晴﹑休斯
頓國際區區長李蔚華﹑亞裔

商會主席喻斌等﹒

格林表示﹐此
次記者會目的
在於「複製休
斯頓市的模式
」﹐呼籲社區捐
助物資協助斯
坦福市﹒特納
於致詞中指出
﹐這個病毒沒
有地域限制﹐

不論在休斯頓
市﹑在福遍郡都有案例﹐大家都在同一條船
上﹐所有前線人員都極需物資﹒福遍郡長
KP George 也重申病毒沒有地域性的問
題﹐並指出目前防護衣﹑口罩資源都十分
缺乏﹐呼籲民眾善心捐助﹒
格林也分享﹐許多企業在疫情當前﹐都紛
紛慷慨解囊﹐並感謝休斯頓國際區區長暨
美南新聞集團創辦人李蔚華﹐向休斯頓市
捐贈了一萬個PPE口罩﹐以及亞裔商會捐

贈了200個N95口罩﹑1000個醫療
口罩與乾洗手給該地區﹒
李蔚華也表示﹐目前是個關鍵時刻
﹐呼籲周四能夠有許多社區團體踴
躍捐款﹐一同對抗疫情﹒亞裔商會
主席喻斌（下圖中）指出﹐透過捐助
行動﹐能幫助提升亞裔美國人與華
裔的形象﹒斯坦福市議員譚秋晴
（下圖左）也認為﹐看到目前全美華
裔都動員募捐﹐真的很感動﹐務必
要藉此讓大家知道﹐華人也是社區

的一份子﹒

金融顧問許瑩瑩談疫情時期投資心法:哪些股票該買﹑哪些風險高﹖
【美南新聞記者蕭永群報導】受新冠肺炎疫
情影響﹐美股近來漲幅動盪﹐在這個時期﹐
是否是投入股市的好時
機﹖投資人應該如何選
擇投資產品﹐才能達到保
值效果﹖財富管理顧問
許瑩瑩女士﹐在疫情期間
與民眾解析解疫情期間
的投資心法﹒
許瑩瑩表示近一個月以
來﹐美國股市震盪可謂讓
人「跌破眼鏡」﹐在 2 月 19
日時股市才創下歷史新
高﹐道瓊指數來到兩萬九千點﹒短短一個
月的時間﹐3月24日已跌到一萬八千點﹐迅
速進入熊市階段﹒而近來﹐因為疫情進轉
逐漸轉好﹐市場又稍微回溫﹐截至本月8日
收盤來到兩萬叁千點﹐猶如在坐雲霄飛車﹒

不少民眾好奇﹐最近是否為投資好時間﹖
許瑩瑩認為﹐在做投資以前﹐她會建議民眾

要確保手邊現金足夠﹐由於疫情
使得一切不穩定﹐投資者應該至
少備妥「叁到六個月」的緊急儲備
金﹐才能降低風險﹒
她也指出﹐若有額外資金﹐目前的
確是入市的好時機﹐因為近來市
場漲回來了一些﹐然而價格仍然
相當於一年前水平﹒因此﹐最近
進行投資﹐很可能會讓投資者省
了一年的時間﹐目前對有些股票
而言﹐甚至降至五﹑十年時的低點

﹒
那麼哪類型的股票﹑或是投資產品﹐是最近
值得入手的﹖許瑩瑩表示﹐會推薦購買歷
史悠久﹑評級較高的大公司股票﹐如科技龍
頭微軟﹑亞馬遜﹑谷歌等﹐公司實力雄厚﹐雖

然短期內出現下跌﹐但只是反映了大盤走

向﹐但當恐慌散去﹑經濟回歸正常後﹐便會
回漲﹒
此外﹐她也認為生活用品類也可以考慮﹐如
P&G 等大公司﹐受疫情衝擊小﹐公司歷史
悠久﹐因此也相對較穩健﹒
另外﹐她認為有些產業﹐近來
跌幅比較大﹐但這樣的跌幅
並不是長期合理的﹐如石油
業近來因為需求減弱加上石
油戰﹐價格跌至比水還便宜﹐
長久看來並不是合理的﹐因

此她也會建議客戶購買一些此類型商品﹐
未來可能會有不錯的投報率﹒
相反地﹐什麼樣類型的股票最近較不建議
﹖她認為﹐有些表現亮眼﹑歷史較短的公司
﹐雖然被大家看好﹐然而業務模式風險性相
對高﹐比如Uber﹑Tesla這陣子都因為受到
重創﹒而科技公司 Zoom 在疫情期間﹐因
為遠端工作需求增加而股票上漲﹐然而公
司成立時間相對短﹐未來表現未知﹒
許瑩瑩認為﹐若想要買這類型相對新興的
公司股票﹐可以選擇「小量」購買﹐若漲了可
能會有不錯的投報率﹐跌了也不至於損失

太多﹒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導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導】】美國總特朗普八天前敦促美國人美國總特朗普八天前敦促美國人
為冠狀病毒大流行的為冠狀病毒大流行的““最艱難的一周最艱難的一周””做好準備做好準備，，但是對於特朗但是對於特朗
普本人而言普本人而言，，未來一周可能會更加艱難未來一周可能會更加艱難，，搖擺不定搖擺不定。。

這是因為，即使死亡人數不斷增加，也有跡象表明，社會隔離
的限制已經開始緩解危機。緩解的好消息使這些限制變得更加困難
，因為美國對抗冠狀病毒戰爭的結果仍然不確定。

這種悖論在白宮內部產生了巨大的交叉壓力。商業利益，經濟
顧問和共和黨保守派尋求結束停工的準備。停工已經停止了正常的
生活，並使1600萬美國人失業。但公共衛生部門警告說，過早活動
可能會造成第二次感染海嘯，從而使生命損失不斷增加，經濟損失
也將進一步加深。

政府最高傳染病專家安東尼·福西博士周五表示：“現在沒有時
間退縮了。” “現在是時候真正踏上加速器了，因為我們正在朝著
正確的方向前進。”

美國大蕭條的教訓
危機的規模及其對國家的複雜要求使人想起了富蘭克林·羅斯福

總統在1933年初大蕭條時期上台時所面臨的困境。他對美國的心理
和經濟構成了挑戰，他斷言“我們唯一要擔心的就是恐懼本身”。

羅斯福在他的就職演說中說：“我們必須作為一支訓練有素的
忠誠軍隊而行動，願意為了共同的紀律而犧牲。” “因為沒有這樣
的紀律，就不會取得進展，領導也就不會有效。”

德克薩斯大學LBJ公共事務學院的學者唐納德·凱特爾說：“這
是我們面臨的關鍵治理問題。” “我們現在面臨的問題是基於不確
定的恐懼。”

受到一時沖動的影響，特郎普並沒有表現出滿足這一關鍵時刻
的決心。他早些時候就是否在複活節之前結束隔離而搖擺不定，然
後屈服於福西才通過將聯邦準則延長到4月30日。

現在，新的流行病學模型預測的死亡人數將比以前少，特朗普
再次動搖，談論下個月經濟將“大爆發”。但是該模型假設社會疏
遠限制持續到5月底，提早放鬆可能會造成致命的後果。

同時，特朗普已將日常冠狀病毒簡報會變成他個人的政治舞台
，而不僅僅是一個傳達證據以幫助美國人應對疑慮的場所。在涉及
整個世界都缺乏免疫力的新感染的大流行中，評估放寬限制的成本

和收益需要對風險進行連續重新校準。
在大流行的中心，紐約州州長安德

魯·庫莫本週強調紀律。他週五說：“軌
跡是我們通過行動創造的。” 馬裏蘭州等
採取積極行動的州在病例增長曲線上排在
紐約之後，但尚未達到危機高峰。

杜克大學健康政策中心的負責人馬
克·麥克萊倫（Mark McClellan）說：“人
們仍然非常緊張。” “人們還將記住事情
變得多麽糟糕。”

關於何時恢複常規生活仍存在分歧
上周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的

一項民意調查顯示，大多數人都希望維持
現狀。 80％的人擔心爆發最嚴重的疾病即
將到來；如果目前的白宮指南於4月30日
到期，則60％的人表示不願意恢複常規。

然而，這些數字背後隱藏著嚴重的黨
派分歧。共和黨人有53％表示，他們可以
舒適地恢複常規生活，但是是民主黨人只
23％的表示。

共和黨的不耐煩情緒被保守的媒體所
放大，形成了一個反饋循環，抑制了白宮
冠狀病毒特別工作組呼籲為遏制這一威脅
而進行的一致的全國反應。正如總檢察長
威廉·巴爾（William Barr）上週指出的那
樣，共和黨當選官員，企業高管和渴望教
堂服務的宗教人士再次將冠狀病毒限制視
為不必要的“嚴厲手段”。

截至目前為止，特朗普以 5 月 1 日為
關鍵點表示反對（估計還會延後），從而承認了適得其反的可能性
。副總統邁克·彭斯說，“我們將跟蹤數據。”

特朗普在兩週前遵循了該數據，拒絕在複活節前取消聯邦指導
方針。隨著形勢改善，現在希望比疫情惡化時更難扭轉黨內為國家

更大的利益而施加的壓力。
凱特爾說：“無論人們身在何處，人們所需要的都是清晰的信

息。” “這是對高層領導的挑戰。”

美國冠狀病毒消息挑戰高層領導人美國冠狀病毒消息挑戰高層領導人
使特朗普搖擺不定使特朗普搖擺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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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乎所以的掌权人，往往会做出令

人啼笑皆非的事来。

科长真风光

阿P最近发福了，挺起他那“将军

肚”，往人前一戳，就像个大干部。为

此，阿P动不动就问工友：“喂，看我

像不像个科长?”大伙拿他开心，就喊他

“科长”。

阿P做梦都想当科长，想不到还真

让他梦到了。

这一天，厂长叫人把阿P找来，一

进门，就通知他去广州参加订货会。阿

P以为自己耳朵出了毛病，他晃晃脑袋

，眨眨眼睛，又捏捏耳朵，这才说：

“厂长，您看您，拿我当猴耍呀。”

其实，厂长没开玩笑，前几天，阿

P帮厂里修好了一台进口机器，厂长一

直想对阿P“意思意思”，现在有了出

差机会，厂长便顺水做了一次人情。

“阿P，这事是厂务会定的，火车票都

给你买好了，后天中午的车。”

阿P说：“厂长，我哪会订货。再

说，我只是个工人……”

厂长胸有成竹：“订货会订货会，

可订也可不订，你的主要任务是多交几

个朋友，扩大咱们厂的影响。关于你的

身份么，我也替你想好了。你既然是代

表我们厂子出去，就是钦差了。钦差大

臣见官大一级。当然，这是老话，你嘛

，出差这些天，就是咱们厂的科长!”

什么，我阿P真的成了科长?阿P高

兴得真想扑上去，在厂长的秃脑门上亲

一下。

阿P坐着火车，一路浏览风光，那

滋味儿要多美有多美。一到广州，就有

人举着大牌子接站，阿P上前分发名片

，接着握手、寒暄，随后钻进小轿车，

“嘟——”地被送到了宾馆。

当晚，是欢迎宴会，十个人一桌。开

吃前大家互换名片，这个说：“幸会幸会!

”那个说：“久闻大名，今后多多关照哟!

”然后就是觥筹交错，干杯!干杯!再干杯!

有人还念起民谣：“人生难得几回醉，喝

伤了肝脾喝伤了胃……”阿P补充道：

“能喝不喝也不对，对不起革命老前辈!”

大家齐声欢呼：“好!”

宴会过后是卡拉OK和舞会，气氛

很是热烈。

有人点名叫阿P科长唱一首“潇洒

走一回”，阿P本不会唱，可经不住这

些人起哄抬轿子，于是硬着头皮，盯着

荧光屏，哼哼着“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

，何不潇洒走一回……”

刚唱完，就博得齐声喝彩。阿P晃

晃脑袋，沾沾自喜地寻思：敢情我还有

唱歌的天赋，过去咋就没开发呢？看来

我今后还可以搞搞第二职业，挣点烟酒

钱哩。

直到深夜，阿P才回到房间，冲了

个澡，整理了一下收到的名片，一数竟

有九十九张!

他刚要休息，“叮咚”门铃响了。

开门一看，是大会会务组的几个人，笑

容可掬地问对接待有什么意见。阿P咧

嘴笑着说：“太周到了!太周到了!”

为首的张科长说：“阿P科长是大

厂的领导，赶明儿，我们去贵厂取经，

可别不认我们哟!”

阿P一拍胸脯：“放心，到时尽管

找我!”

订货会开了五天，阿P什么货也没

订，只是吃喝玩乐，临散会，还得了一

大包礼品。

阿P回到工厂半个月了，还沉浸在

广州生活的韵味里，肚子腆得高高的，

工装的上兜里总别着两支钢笔，一张嘴

就是：“我当科长那些天……”没事时

爱哼哼“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

这天，阿P正在车间上班，厂办赵

秘书叫他：“阿P师傅，电话!”

电话，谁打电话找我?阿P进了厂办

公室，抄起话筒，里面传来一个既陌生

又有点熟悉的声音：“是阿P科长吗?”

阿P答也不是，不答也不是，“嗯

”着问：“你是——”

“哎呀，贵人爱忘事呀。我是广州

的老张呀!”

阿P记起来，是广州订货会接待组

的张科长，忙问：“噢，是张科长，你

好呀!你现在——”

“我就在你们市，住在白云宾馆，

很想请你过来叙一叙啦!”

阿P只好说：“我就来!我就来!”

放下电话，阿P思来想去，不知如

何对待，只得去请示厂长。

厂长听完，沉吟道：“我叫秘书给

你们车间打个招呼，给你半天假。”

阿P试探地问：“人家来了，总得

招待顿饭吧，这招待费……”

厂长笑笑，说：“你交的私人朋友

来了，怎么能让工厂接待?这样吧，接待

费你自己负担十分之一，其余的由工厂

报销!”

阿P一肚子不高兴：怎么，我为工

厂办事，还让我掏钱?又一想，不是才掏

十分之一吗，我终归还是占了便宜。再

说，又可以过过科长的瘾了。这样一想

，赶紧回家换衣服，又揣上钱，匆匆赶

到白云宾馆。

张科长来了一家三口，说这次是旅

游，因昨晚到得太晚，所以没有惊动阿

P科长，先住下了。

阿P这时已完全进入了角色，摆出

公共关系科科长的架子，天南海北地胡

侃。不一会儿，到了吃饭的时辰，忙请

张科长一家到宾馆内的松鹤厅用饭。

身穿红旗袍的服务小姐递上菜单，

阿P不失风度地递给张科长：“请！”

张科长也不客气，浏览了一遍，就

点上了：“油爆大虾，清蒸大闸蟹，炖

甲鱼……”

阿P粗粗一算，不由暗暗叫苦，这

顿饭得两千来元，我出十分之一，也得

两百来元。乖乖，半个多月的工资啊，

这当科长的代价也太大了。阿P走了神

，直到张科长叫了他好几声，才醒过神

来。

张科长打趣道：“阿P科长吃饭时

还考虑工作呀。请问，您喜欢喝什么酒

，五粮液还是茅台?”

阿P心说：我他妈在家只喝二锅头

。可嘴上却说：“随你，你喜欢什么就

点什么!”

不一会儿，酒菜摆上来了，堆了满满

一桌，光彩夺目，十分诱人。阿 P眼睛一

亮，转忧为喜：嗯，这桌菜四个人肯定吃

不完，待会儿，我可以“打包”呀，这样

，我们家一个星期不用买菜了。

正在这时，又一位小姐走近，轻轻

地问：“哪位先生是阿P科长?”

阿P一愣，问：“什么事?”

小姐嫣然一笑：“先生，你们工厂

来电话。”

阿P一喜，哈，许是厂长怕我难堪

，要出面接待张科长吧？厂长出面宴请

，嘻嘻，我连十分之一的钱也不用掏了

。于是三步并作两步跑到柜台旁接电话

。

电话是赵秘书打来的：“是阿P科

长吗?”

阿P左右扫了扫，用手捂紧话筒：

“小赵，别跟我开玩笑，我是阿P，有

什么事?”

赵秘书仍不改口：“阿P科长，平

顶山市机器厂来了一位副厂长，一共五

个人，说是你的私人朋友，点名找你的

，你赶快去接待一下。”

阿P直想骂娘，我招谁惹谁了，这

些人全凑到一起来找我，再这样下去，

我这个科长真要脱裤子卖家当了。

阿P嘴里骂咧咧地回到餐桌旁，张

科长一家已经吃饱了，见了阿P，嘴里

一个劲地感谢：“阿P科长，真是太谢

谢你了……”

听到有人称自己“科长”，阿P又

有些飘飘然了，管他呢，我先过把科长

瘾再说。这么一想，阿P又笑了。

当了科长倒贴钱

(本報訊) 新冠肺炎疫情加劇持續重創全美，川普總統的執
政團隊11日表示將要求保險業者免費提供抗體測試，擴大疫情
掌握的規模；公衛專家也同意，擴大抗體測試可以加快找出對新
冠肺炎免疫的人，這對國家抗疫以及日後恢復經濟有絕對的幫助
。

日前國會議員曾要求政府協助民眾，包含沒有購買保險的人

，提供每人免費接受新冠肺炎的篩檢；川普政府表示，在近期剛
通過的紓困計劃中已經獲得授權，且政府將協助私人保險企業提
供抗體測試，產出的開銷將由政府埋單。

聯邦醫療保健與補助服務中心（CMS）局長維爾瑪（Seema
Verma）說：‘這對美國人非常重要，當國家面臨緊急公衛危機
時，不需要讓檢測的花費變成民眾防疫的絆腳石。 ’透過抗體

測試更能準確掌握沒有被感染，以及感染但只出現輕微病症的人
數，但目前專家仍無法了解患者在感染後能產生多少免疫力；儘
管如此新政策仍未明確指出，沒有保險的民眾是否也能使用免費
抗體檢測的福利，而CMS也沒有做出任何回應。

疫情報告疫情報告:: 大休斯敦地區大休斯敦地區
病毒感染人數繼續增長病毒感染人數繼續增長

政府將要求保險業者政府將要求保險業者 免費提供抗體測試免費提供抗體測試

（（本報訊本報訊 ））截止到截止到 44
月月1313日上午日上午,, 大休斯敦地區大休斯敦地區
病毒感染人數病毒感染人數 53885388 人人,, 8686
人死亡人死亡,, 953953人人 痊癒痊癒..

德州感染人數德州感染人數 1348413484人人
，，271271人死亡人死亡。。

全美感染人數全美感染人數 561561,,875875
，， 2216122161 人死亡人死亡。。

以下是最新疫情消息以下是最新疫情消息
：：

為了進一步減少冠狀病為了進一步減少冠狀病
毒在德州的傳播毒在德州的傳播，，德州州德州州
長艾博特週日簽署法令長艾博特週日簽署法令，，
繼續延長德州為緊急疫情繼續延長德州為緊急疫情
災區的州府令災區的州府令。。州長確保州長確保
德州各個郡縣有充足的醫德州各個郡縣有充足的醫
療和生活資源支持社區療和生活資源支持社區，，
保護民眾健康安全保護民眾健康安全。。同時同時

呼籲德州人繼續實行社交呼籲德州人繼續實行社交
隔離隔離，，嚴格執行疾控中心嚴格執行疾控中心
的指導的指導，，減少疫情數量減少疫情數量。。
州長州長33月月1313日宣布德州為緊日宣布德州為緊
急疫情災區急疫情災區。。

聯 合 紀 念 醫 療 中 心聯 合 紀 念 醫 療 中 心
（（United Memorial MedicalUnited Memorial Medical
CenterCenter））週一開放市區第四週一開放市區第四
個病毒測試地點個病毒測試地點，，這家私這家私
人醫療機構開放的第四個人醫療機構開放的第四個
檢 測 地 點 位 於檢 測 地 點 位 於 ：： CullenCullen
Middle School,Middle School, 69006900 Scott inScott in
southeast Houstonsoutheast Houston。。

這家醫療機構目前已經這家醫療機構目前已經
投入使用的叁個地點分別投入使用的叁個地點分別
是是：：

Acres Homes medicalAcres Homes medical
site,site, 糖 城 的糖 城 的 Smart FinancialSmart Financial

CentreCentre，， 休 斯 頓 的休 斯 頓 的 ForestForest
Brook Middle School.Brook Middle School.

休斯頓和哈瑞斯縣的公休斯頓和哈瑞斯縣的公
園在經過週末複活節的關園在經過週末複活節的關
閉之後閉之後，，今日宣布對民眾今日宣布對民眾
重新開放重新開放。。盡管如此盡管如此，，公公
園內的許多設施仍然被封園內的許多設施仍然被封
閉閉。。管理方提醒民眾積極管理方提醒民眾積極
嚴格遵守社交距離嚴格遵守社交距離，，注意注意
安全安全

為了更多的掌握病毒對為了更多的掌握病毒對
於休斯頓市民身體和精神於休斯頓市民身體和精神
帶來的沖擊影響帶來的沖擊影響，，對決策對決策
者提出更加合理的資料和者提出更加合理的資料和
建議建議，，萊斯大學最近推出萊斯大學最近推出
兩項網上調查兩項網上調查，，分別是分別是：：
The COVID-The COVID-1919 RegistryRegistry 和和
CovidSense .orgCovidSense .org

豬肉加工商關廠豬肉加工商關廠 警告肉類恐短缺警告肉類恐短缺
(本報訊) 全球最大豬肉加工商史密斯菲爾德食品公司今天

指出，因為有數百員工感染新冠肺炎，將無限期關閉美國的一家
豬肉工廠。這家公司也警告，疫情大流行期間可能出現肉類供應
短缺。

史密斯菲爾德食品公司（Smithfield Foods）指出，對食品雜
貨商的供應正邁向‘接近危險的邊緣’。公司執行長蘇利文
（Ken Sullivan）今天發表聲明指稱：‘如果我們的工廠不運作，

食品雜貨店將不可能維持庫存。 ’
蘇利文還說：‘這些設施關閉也將對供應鏈中的許多人造成

嚴重影響，甚至是災難性影響，首當其衝的是我國牲畜業者。
’美國南達科他州州長諾埃姆（Kristi Noem）昨天表示，設在南
達科他州蘇瀑市（Sioux Falls）的史密斯菲爾德食品公司豬肉工
廠，有238名員工感染2019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佔全
州確診總數的55%。

諾埃姆與蘇瀑市（Sioux Falls）市長譚哈肯（Paul TenHaken
）建議，史密斯菲爾德食品公司應關閉發生疫情的工廠至少兩週
。這座工廠約有3700員工，是全美最大豬肉加工廠之一，占美
國豬肉產量的4%至5%。

史密斯菲爾德食品表示，將在地方、州政府及聯邦官員作出
進一步指示後，恢復蘇瀑市工廠的運作，並將支付員工未來兩週
的薪水。



BB88

休城工商

休城畫頁
星期二       2020年4月14日       Tuesday, April 14, 2020

(本報記者秦鴻鈞 ）我剛來休士頓時
就聽聞唐心琴女士的大名。那時，休市學
影劇出身的人並不多，唐心琴是異校的學
姐，來美之前曾在中國廣播公司高雄台擔
任文教記者並主持一檔廣播節目。後來我
聽說她曾在休市唯一的話劇社 「狂飆社」

擔任導演，導演過 「藍與黑」 「長白山上
」 等劇。1986年我擔任 「狂飆社」 的社長
，籌演我在1984年年初，在台北 「青年
劇展」 自編自導的舞台劇 「行行出狀元」
，我邀請唐心琴擔任該劇的女主角— 「星
媽 」 ：男主角的母親。開始了我們長達
半年多的排戲合作。有時候排戲時我因工
作忙到晚了，她不肯浪費一分一秒時間，
立即在現場指導其他演員上戲，導演功力
一流，我對她充滿了崇拜與感激，我們也
成了一生的朋友。後來，我們同為 「美南
報業傳媒集團」 的同事，她是 「美南電視
」 傑出的節目主持人。

慢慢的，我由於工作的關係，在採訪
過程中，我也漸漸了解唐心琴的能力和素
養，更對她佩服的不得了。她可圖說是十
項全能，能文能武，而且說做就做，絕不
浪費時間。來美生下兒子，兒子才二歲，
她就進入社區大學學電腦製圖、學英文、
學統計，及研習房地產課程。她在石油公
司擔任油管估價工作，一做就是十年。並
在1985 年考取房地產執照，成立了【 達
心地產 】，她從開始學會銷售、管理到
如何開發興建購物中心，這一做就是35

年。在業界因為她服務熱忱、信用卓越，
眾多回頭客和投資客都參與了他們的許多
開發案，都獲得優越的投資回報，於是她
成功的打開了大休士頓地區的房地產市場
，而他們的境遇也像該公司的英文名一樣
— —Dreams Come True Realty, 美夢成真 !

在1986 -1992年間，她多半替客戶做
仲介和銷售工作，當然替加拿大一投資集
團購進 Richmond Center, Fondren Center
和Fiesta Center 三個購物中心，替投資集
團將原來空置多間的物業全部租掉，由虧
損轉為盈餘，三家購物中心售出總價$7，
100，000， 替該集團獲取極大利潤。

1992年和股東斥資$5，000，000 購
買兩個大型商業廣場 Southwest Plaza, Tif-
fany Plaza, 於 2005年以$6，950，000售
出，與股東共同獲利$2，000，000。

達心地產除了做商業中心的買賣和管
理之外，也做房屋的銷售，達心地產有10
位德州房地產執照經紀人，4位全職員工
，兩位半職員工，房屋銷售成績斐然，於
1993年獲得Sugar Land 市年度銷售獎。
她並在1993年為了方便顧客，成立了宏
達貸款公司，買賣房屋和貸款一條龍作業
。

從 1997 -2000 年她開始購買土地，
前後興建十個商業中心，有的已經出售，
目前還有八個商業中心在經營中，每個物
業都成立股份有限公司，都在達心地產名
下。

唐心琴在過去35年房地產經營資產
約美金七仟兩百萬，除去已經出售的約美
金一千二百萬，目前全部資產市值約美金
六千萬元，除了興建商業中心，物業管理

之外，35 年住宅和房屋銷售近萬棟，
2019年獲德州房地產金鷹獎。

達心地產總裁唐心琴在糖城、密蘇里
市和休士市做了近20個大型開發案，三
十五年的磨練已駕輕就熟，她最大的夢想
就是建一個中國城，讓不同族裔和不同文
化的居民相聚一起享受各種美食餐廳、舞
蹈繪畫、健身學校、醫療保健、電腦培訓
中心、高檔酒店...。於是在幾年前，她在
糖城最繁華廣場地段，買進17.5 英畝的土
地，推出密蘇里市第一個中國城—— 「
糖城廣場 」 ，該項目共有六棟大樓，佔
地20萬英呎，145個商舖，包括銀行、學
校、餐館、診所和46間酒店，是當地最
具特色的多功能商業廣場。

唐心琴表示： 「糖城廣場」 最大的特
色，它不只是車來人往的商貿鼎盛之地，
它還滿戴著我的夢想— 留給糖城和密蘇
里市的居民們一塊徜徉休閒的城市綠地。
為此，我設計了一個佔地一萬二千呎的噴
泉廣場，這裡有碧綠如茵的草坪，即可放
電影、開音樂會，孩子們也可以在這裡嬉
戲遊玩與風箏齊舞，從而成為當地最為搶
眼的風景線。 「 糖城廣場 」 將成為當地
居民最喜歡去的地方，也是是華人及各族
裔商舖聚集之地，帶動糖城和密蘇里市的
經濟繁榮，同時也是促進東西方文化交融
的最佳橋樑。

唐心琴的特長不僅發揮在影劇傳媒和
地產的專業上，她更積極參與僑社和主流
社會的公益活動。回顧過去40年，在僑
界和社區碰到重大危難和天災時，總能看
到她奮不顧身，積極投入救災的身影。如
：

1988年榮獲 「美南國建會」 — 獲得
最佳服務獎

1993 年獲得糖城（Sugar Land ) 房地
產年度銷售獎

1994 年任國慶籌備會主任委員及世
華美南分會休士頓會長

2005年參加贊助世華美南分會發起
卡翠娜風災捐款

2009年獲前德州州長 Rick Perry 黃玫
瑰獎

2010 年創立華人專業協會（Houston
Chinese Professional Roundtable ),該協會
為義務性組織，其目的是經常性邀請各行
各業專家舉辦座談會免費傳授專業知識，
幫助新移民僑胞。

2012年榮獲世界華人企管協會第一屆
牽手獎
2014年任福遍郡僑灣社（Fort Bend Chi-
nese Association ，福遍郡最大的華人社
團）副會長，協助華人參選和募款。
2016年,故宮精品文物來休士頓美術館展
覽捐 款協助。
2020年，參加世華總會主辦的婦女論壇
講座贊助捐款休士頓健康衛生局弱勢兒童
基金。

一場新冠疫情，宅在家工作的日子尤
其漫長。致電唐心琴，她仍在公司忙碌。
電話掛後，仔細回味她的話不禁陷入沈思
： 「人生短短數十載，匆匆來去似煙雲，
每個人都過得不太容易，不僅承擔很多責
任，而且還要面臨很多的壓力，每個人都
在追求屬於自己的人生目標。如果對國家
對社會有所回饋，對女性創業有所助益和
鼓勵，儘管在人生的大海中有一絲絲的迴
繞，此生足矣 ! 」

休士頓華商婦女界的一朵奇葩和典範休士頓華商婦女界的一朵奇葩和典範
---- 唐心琴女士唐心琴女士

圖為唐心琴圖為唐心琴（（左左））與其夫婿與其夫婿 「「達達
心地產心地產」」 總經理李達曾總經理李達曾（（右右 ）。）。

圖為唐心琴圖為唐心琴（（右右 ））與國民黨黨主與國民黨黨主
席江啟臣席江啟臣（（左左 ）。）。

圖為唐心琴圖為唐心琴（（右右））在國慶酒會現場在國慶酒會現場。。
圖為唐心琴圖為唐心琴（（右右 ））與夫婿李達曾與夫婿李達曾
（（左左 ））在其主辦的國慶活動之一在其主辦的國慶活動之一

…… 「「眷村美食眷村美食」」 現場現場。。

圖為唐心琴女士圖為唐心琴女士。。

本報記者黃麗珊報導本報記者黃麗珊報導

20192019古柏公寓古柏公寓 (Goldberg Towers)(Goldberg Towers)
中秋與生日晚會中秋與生日晚會

二胡獨奏二胡獨奏 郭尚謨郭尚謨《《女人花女人花》》集體舞集體舞 施麗娟施麗娟 高寶珍高寶珍 向金玉向金玉《《站著站著
等你三千年等你三千年》》

獨唱獨唱 謝合超謝合超《《一壺老酒一壺老酒》》四十二式太极劍四十二式太极劍 王應祥王應祥

詩歌合唱詩歌合唱 詩歌班詩歌班《《唯有耶穌唯有耶穌》《》《輕輕
輕聽輕聽》》指揮指揮：：朱榮湘朱榮湘

集體舞集體舞《《北江美北江美》》舞蹈組舞蹈組 大合唱大合唱 歌唱組歌唱組《《月之故鄉月之故鄉》《》《天邊天邊
》《》《瀟灑走一回瀟灑走一回》》指揮指揮：：周玖周玖

集體舞集體舞 舞蹈組舞蹈組《《又見山里紅又見山里紅》》

大合唱大合唱 歌唱組歌唱組《《月之故鄉月之故鄉》《》《天邊天邊》》
《《瀟灑走一回瀟灑走一回》》指揮指揮：：周玖周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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