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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by Chen
Broker / 企管碩士
德州 /加州地產經紀人

國、台、英語

Grace Wang
工商管理碩士
房地產經紀人

54 Sugar Creek Center Blvd., #300 Sugar Land, TX 77478
買的稱心，賣的放心，售屋高價又快速

值得您依賴的房地產投資專家

專精:房屋 商業 公寓 土地開發 物業管理 

◆西北區75個單位Condos出售，地點佳
，入住率高，現收租金，高報酬近8%，
售$3,990.000。

◆糖城Tang City Plaza 店鋪出
    租，1F&2F請來電洽詢
◆Warehouse 出售，位於
    Rosenberg，近59號高速
    33,885呎，地大5.50AC，售
    $1,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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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風味
零距離

AMA On-The-Go
一站訂餐 

滿足全家的味蕾 

凱蒂亞洲城

免費送餐服務 滿$35, 限KAT 8 miles 內
KAT 8 miles 外需收運費

www.KatyAsianTownTX.com
Pick Up @ Katy

Asian Town #A1

 整合外賣平台

 832-674-1688

給您家的感覺

服務人員專業、友好
及時解決問題

免費WiFi、室內冰箱
本地電話、報紙、咖啡和茶

房間寬敞、整潔
免費早餐新鮮、健康

緊鄰中國城  交通購物方便
2930 W Sam Houston Pkwy S

Houston, TX 77042

(713) 785-3899

（綜合報導）2019冠狀病毒疾病疫情擴散，無症
狀感染者成抗疫隱憂，密西根州最大醫院體系現正展開
全美最大型新冠肺炎抗體檢測，盼藉此判定誰已經感染
，或已對這種病毒免疫。

華盛頓郵報'報導，'博蒙特醫療服務'（Beaumont
Health）將檢驗3萬8000名旗下員工、數千名醫師以
及分支機構員工的血液樣本，受檢者都是自願參加，但
院方表示，應該會有許多職員希望參與檢測，特別是在
急診室和加護病房工作、感染風險特別高的醫療人員。

密西根州新冠肺炎確診案例是美國第3多的州。
這項檢測並非為了診斷新冠肺炎，而是要找出誰的

體內帶有中和病毒的抗病蛋白質，藉此辨識無症狀感染
者，或找出因症狀輕微、可能被誤診為其他疾病者。

博蒙特研究人員也希望，藉著檢視單一醫療照護體
系，可以更了解這種冠狀病毒如何傳播，也能知道為何
有些人會得病，有些人不會。

美國疾病管制暨預防中心（CDC）估計，1/4感染
者不會出現症狀。

辨識隱形感染者 美推最大規模抗體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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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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中原律師
DANIEL LEE

C.Y. LEE LEGAL GROUP, PLLC

www.leelegalgroup.com

11122 Bellaire Blvd., Suite 103, Houston, TX 77072
(Tues-Thur 9:00am-5:00pm)

1305 Prairie St., Ste. 300, Houston, TX 77002
(Mon-Fri 9:00am-5:00pm)

A02_LEE李中原律師C_16

Of Counsel Mark Thering and Of Counsel Glenn Loethen.

精通國語、英語
粵語、西班牙語

休士頓最佳律師  獲獎無數

歡迎來電預約:
832-632-4639
英語、國語、粵語、西班牙語

資深出庭辯護律師

刑事事故/車禍意外/人身傷害
家庭法/離婚官司/子女扶養
商業/房產糾紛/各類案件

專
精

為服務華人社區已於美南新聞大樓一樓設有辦公室

manager.v@houstondivorcenow.com
E-mail:

法學博士 ATTORNEY AT LAW

（綜合報導）英國情報機構認為，在新
冠疫情平息之後，英國需要重新評估與中國
大陸的關係，並考慮是否需針對高科技與和
其他戰略產業實施更嚴格的控制。

英國《衛報》13日引述情報機構說法報
導，中國宣稱成功應對新冠病毒，並將更堅
定地捍衛 「一黨制」 ，英政府須考慮如何應
對。目前英方正在考慮的問題包括是否需要
限制大陸對數位通訊、人工智慧等高科技企
業的收購，以及是否應減少陸生在英國大學
等機構的科學研究機會等。

情報機構還指出，大陸明顯低報了1月
與2月的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和死亡人數。美
國情報機構也有類似發現。

上周末，15名保守黨議員致函首相強森

，要求在疫情緩解後， 「重新考慮我們與中
國的廣泛關係」 。上月也有38位保守黨議員
也要求在2023年前把大陸電信巨擘華為排除
在英國5G網絡建設之外。

據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統計，目前英國確
診人數逼近9萬，死亡人數超過1.1萬。政府
自3月20日發布全國封鎖令後，店家紛紛關
門，許多零售業者撐不住而宣告歇業，造成
房地產連帶受到嚴重影響。倫敦凱投巨集觀
（Capital Economics）諮詢公司房產經濟學
家伍德（Amy Wood）預期，倫敦商業空間
的房產價值將在第2季狂跌；在英擁有眾多
零售業資產的房產投資信託公司Intu也指出
，第2季只收到29％的租金，與去年同期相
比，少了一半以上。

英情報機構促重評對陸關係

（綜合報導）薩塞克斯公爵夫人梅根從
不掩飾，她反對血腥的狩獵活動。國際知名
保育人士珍古德（Jane Goodall）說，由於
梅根不喜歡這項運動，哈利可能會放棄狩獵
。

據《衛報》（The Guardian）14日報導
，現年86歲的珍古德是梅根夫婦的忘年之交
，也曾到他們浮若閣摩爾小別墅（Frogmore
Cottage）的家中作客。她透露，哈利和哥哥
威廉都熱愛大自然，只是他們會狩獵。不過
，她認為，由於太座梅根，哈利狩獵的日子
可能已經結束。

此外，她認為，梅根夫婦遷居北美，對
哈利來說，可能有點富挑戰性。珍古德說，

至今她仍和他們夫妻保持聯繫，但不知哈利
將如何規劃未來的事業。但她認為，他仍會
支持保育工作。

為了梅根擔任客座編輯的英國《時尚》
（Vogue）雜誌特輯，哈利曾專訪珍古德，
後來兩人一直保持良好的關係。而珍古德還
透露，其實早在夫妻倆拋出震撼彈，公開宣
布要淡出英國王室前好幾個月，哈利就曾
「暗示」 ，他想脫離王室。

珍古德說，當專訪快結束時，梅根抱著
寶貝兒子亞契走過來聽。當時她抱了睡眼惺
忪的小寶貝，還逗他擺出女王揮手的姿態，
並說 「我想他得學會這個」 ，可是哈利卻回
答， 「不，他不會那樣成長」 。

梅根超不喜歡 哈利連這也要放棄

新冠肺炎疫情蔓延至全球，許多專家認為此
情疫情與2003年爆發的SARS，都是因為食用野
生動物而觸發，而在新冠肺炎剛爆發時，當局下
令禁止濫食和交易野生動物，不過近期中國疫情
慢慢控制後，卻傳出野味市場將計畫重啟，讓澳
洲總理莫里森相當憤怒，痛批世界衛生組織
（WHO）坐視不管， 「簡直難以理解。」

近日，有歐美媒體發現，中國在疫情逐漸控
制後，野味市場也悄悄重開。對此，澳洲總理莫
里森（Scott Morrison）相當憤怒，認為此次新冠
肺炎就是起源於中國武漢的一處野味市場，對於
中國計畫重啟野味市場，WHO竟坐視不理，痛批
「這簡直是難以理解。我們需要保護全世界，要

對付這類病毒引爆疫情的潛在來源。」 而澳洲聯
邦衛生部長韓特（Greg Hunt）也表示，對於中國
重新開放野味市場，感到相當不安， 「疫情很有
可能是源自武漢的一處野味市場，明顯地，那是
危險的傳染媒介」 。

對此，WHO特使納巴羅（David Nabarro）做
出回應，他表示WHO只能提出建議，並沒有管制
任何國家的權力， 「眾所周知WHO和其他國際組
織的運作情況，我們並無監管世界各國的權力；
我們的職責是提供意見和指引」 ，除了WHO之外
，聯合國糧農組織（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
nization, FAO）也清楚表示野味市場確實有風險，
但這僅是給予給世界的建議。

中國野味市場重新開放！澳洲總理批WHO 「坐視不理」 ：難以理解

（綜合報導）新冠肺炎疫情延燒至全球，之前有謠傳因新冠
病毒怕熱，所以到了夏天疫情就會趨緩，不過有專家就指出至少
要在高溫50度以上的環境，病毒才可能無法存活。而法國最新
研究指出，新冠病毒可以長期存活於高溫環境中，且要提高至將
近沸點的溫度，才能殺死病毒，因此疫情可能會持續到夏天，仍
無法減緩。

根據《南華早報》報導，法國南部艾克斯-馬賽大學
（Aix-Marseille University）教授查雷爾（Remi Charrel）和同
事做了一項實驗，他們發現就算將新型冠狀病毒加熱到攝氏60
度並持續1個小時，仍然有部分病毒能繼續複製；而有份論文也
指出，想要完全殺死新冠病毒，需達到將近沸點的高溫才能達成

。
法國研究小組也進

行了一項實驗，他們使
用德國柏林1名病患身上
的病毒，感染非洲綠猴腎臟細胞，並分別裝在2根不同試管中，
其一為模擬生物活動的環境，另外一根則僅放置腎臟細胞，接著
同時加熱2根試管，結果發現僅放置腎臟細胞試管內的病毒完全
被消滅，不過模擬生物活動的環境的試管，仍有病毒存活。研究
人員也在論文中提到，儘管高溫能使病毒活性降低、傳染力下降
，但在高溫下存活的病毒，仍可能造成新一波的感染。

許多病毒在溫度攝氏60度並持續1個小時的情況下，都會

被消滅，包含伊波拉病毒也是；不過新冠病毒卻要在攝氏95度
的高溫下，持續加熱15分鐘才能完全被殺死。

日前國際權威醫學期刊《美國醫學會雜誌》（JAMA）子刊
《Network Open》也刊登了一起研究，以中國三溫暖群聚感染
為例，研究指出，新冠病毒在高溫、高濕的環境下仍可存活，這
也與法國的研究相互呼應。

新冠病毒難消滅！最新研究： 「95度加熱15分鐘」 才能全殺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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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發表19萬字保險專欄，
www.johnleeins.com 歡迎索取

7001 Corporate Dr. #201. Houston, TX 77036（華埠大廈）
電話: (832) 500-3228請找謝經理

李元鐘保險
我們擁有最多美國政府認證的
各項保險專業證照、得獎無數

美國保險碩士、台灣淡江保險學士

美國及台灣前十大保險公司理賠專員

汽車、房屋、商業、人壽、醫療、老人保險

真耶穌教會
True Jesus Church

中英安息日崇拜：週五晚上7:45週六早上10:45
中英文分組查經：週六下午1:30
英文兒童宗教教育：週六早上11:00 下午2:00

TJC

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電話: (281)631-5260
網址: www.tjc.org
電子郵件: Houston@tj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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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新冠肺炎疫情正在全球蔓延

，歐美共確診超百萬例，形勢嚴峻。非

洲大陸確診人數已突破壹萬，疫情蔓延

至52個國家，情況也不容樂觀。

世衛組織指出，病毒在非洲出現時

間較晚，但近幾周感染卻呈指數級增長

。未來幾周可能出現大量感染病例。同

時，非洲大陸脆弱的醫療衛生體系，也

是各國應對疫情面臨的巨大挑戰。

確診病例破萬
各國升級防控措施
近期，新冠肺炎疫情在非洲大陸迅

速蔓延，目前報告病例的國家已多達52

個。非洲疾控中心疫情數據顯示，截至

北京時間4月10日9時，非洲大陸累計確

診病例超1.1萬例，累計死亡超570例。

世界衛生組織表示，病毒在非洲出

現時間較晚，但近幾周感染卻呈指數級

增長。世衛非洲區域辦事處主任莫提9

日警告說，隨著社區傳播的增加，各國

未來幾周內可能出現大量感染病例。

莫提曾表示，“新冠疫情不僅可能

致使成千上萬人死亡，更可能在經濟和

社會領域造成破壞。病毒傳播到主要城

市以外的地區，意味著抗疫鬥爭已進入

新階段。”

為應對不斷升級的疫情，非洲許多

國家已采取“封城”、宵禁等舉措。

作為非洲確診病例最多的國家，南非自

3月27日零時起實行為期21天的“封鎖令”

，以遏制病毒傳播。該國總統拉馬福薩9日晚

又宣布，將“封鎖令”再延長14天。

在疫情同樣嚴峻的阿爾及利亞，總

理傑拉德發布通知，要求各省嚴格執行各

種限行和封閉措施，以防疫情蔓延。壹旦

居民違反禁令，將面臨罰款或拘禁。

此外，在確診病例超1500例的埃及

，全國宵禁再延長兩周至4月23日；非

洲人口第二大國埃塞俄比亞於8日宣布

進入緊急狀態；喀麥隆要求從8日起，

搭乘公共交通的乘客壹律佩戴口罩。

世衛東地中海區域負責人曼達裏表

示，“非洲仍有機會減少病例、減緩傳

播。所有國家都必須迅速擴大行動規模

，實施全方位應對……在有效控制病毒

傳播的同時，也要做好最壞的打算。”

醫療系統壓力大增
疫情防控面臨哪些挑戰？
非洲本就飽受瘧疾、艾滋病等疾病

困擾，隨著新冠肺炎疫情蔓延，醫療衛

生體系面臨的壓力也日趨增加。

世界衛生組織指出，部分非洲國家

重癥監護室病床、呼吸機和工作人員數

量嚴重不足。世衛還表示，非洲衛生工

作者的惡劣工作條件也是與新冠病毒作

鬥爭的壹項挑戰。

8日，肯尼亞衛生部首席行政秘書梅西

表示，該國確診病例很快或突破千例，屆時

醫院將“不堪重負”。因此，對於癥狀較輕

的患者，可能需要采取居家護理方案。

此外，當地難民問題同樣不容忽視。

聯合國難民機構日前稱，由於非洲東部

難民營空間狹小、水和基礎衛生設施稀

缺、糧食供應難以得到保障，因此特別

容易受到病毒侵襲。

伴隨疫情而來的，還有沈重的經濟及

就業壓力。聯合國非洲經濟委員會執行秘

書薇拉· 松圭日前表示，非洲2020年經濟

增速可能從之前預期的3.2%降至2%左右

，原油、燃料出口收入將大幅減少，而醫

療支出至多可能增加106億美元。

非洲多國積極“自救”
國際社會伸出援手
面對疫情蔓延可能帶來的嚴重後果，

非洲多國已行動起來，積極“自救”。

經濟、民生上，埃及、肯尼亞等多

國央行近期“集體”降息，南非等國還

推出了壹攬子經濟刺激措施；烏幹達政

府則於4日開始向150余萬“禁足”在家

的城市貧困人口分發救濟食物。

防護物品生產上，摩洛哥工業部發

言人計劃在下周將其口罩日產量從330

萬提高到近600萬；津巴布韋要求多所

大學投入口罩、手套等防護物資生產。

面對這場全球性危機，來自國際的

援助同樣重要。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

曾強調，國際社會應將非洲作為抗疫的

“重中之重”。

南非總統、非盟輪值主席拉馬福薩稱

，世衛組織每天都在和非盟及非洲疾控中

心進行技術和科學方面的合作，提出各種

遏制疫情蔓延的倡議和措施，這些倡議和

措施不斷被非盟落實，比如調動資源、及

時分享信息、提供物質援助等。

目前，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擬籌

集1.3億美元，為津巴布韋提供糧食援助

；世界銀行還將為加納、尼日利亞分別

提供約1億美元和8200萬美元抗疫資金

支持。國際社會捐贈的防疫物資也已陸

續抵達非洲。

“這是對我們大陸的現實威脅，”

非洲疾控中心主任約翰· 肯格松說，“為

了生存，我們必須在非洲贏得與新冠肺

炎疫情的鬥爭。”

國際人道主義協會致信南非政府
要求停止壹切野生動植物貿易
綜合報導 南非政府證實，受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影響，作為全

世界最有影響力的動物保護組織之壹的國際人道主義協會(HSI)已致信該

國多部門，要求立即采取行動禁止野生動植物的貿易、運輸和消費，尤

其是已知攜帶有冠狀病毒的哺乳動物和鳥類的交易。

當日，南非衛生部，環境、林業和漁業部，農業、土地改革和農村

發展部等部門證實，均收到國際人道主義協會的緊急信函和白皮書。

信中表示，盡管目前尚未確定新冠肺炎的確切來源，但由野生動物

發起傳播的可能性較大。當前的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恰恰說明了野生

動植物貿易存在的致命性：野生動植物貿易不僅對涉及的野生動植物，

而且對全世界人類的生命安全都造成極高威脅。鑒於新冠肺炎疫情對全

球造成的巨大負面影響，南非政府對此應加以重視，並盡壹切努力停止

已有各項野生動物貿易。

作為全球最大的野生動物貿易國，南非以其豐富的動植物資源受到

國際社會關註，特別是其允許合法養殖射殺非洲獅，以及合法狩獵野生

動物的做法，壹直飽受各方爭議和批評。

信中援引國際人道主義協會非洲野生動植物項目負責人奧黛麗· 德

爾辛克(AudreyDelsink)的觀點。她認為，在受到新冠肺炎疫情沖擊被迫

采取“封鎖令”後，南非政府如今應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應采取預防措

施，禁止壹切野生動物貿易的發生，從而確保南非乃至整個非洲不會成

為下壹次全球疫情大流行的重災區。

截至記者發稿時，南非政府目前還未就此事給予回應。

據非盟最新官方數據顯示，非洲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已經突破10000

人，共計10075例，死亡病例為487個。

澳大利亞疫情放緩
當局稱復活節假期至關重要
綜合報導 澳大利亞疫情有所緩解，澳大利亞衛生部長亨特表示，

復活節周末將成為澳大利亞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最重要”的時刻。分析

稱，澳大利亞人在復活節假期期間的表現，將決定政府何時能開始放寬

保持社交距離的措施。

隨著新增病例數量持續下降，澳大利亞國家內閣已經開始討論如何

緩和嚴格的限制措施。政府很可能會把某個州(例如南澳州或西澳州)以

及可能的地區當成試驗對象，嘗試放松限制，並測試放松咖啡館、餐館、酒

吧和健身房等企業。

但同時，當局也警告稱，未來幾天對於鞏固遏制感染的努力將至關重要。

亨特表示，新冠病毒已經“真正得到了遏制”，9日是三個多星期

以來澳大利亞每日新增病例首次低於100的日子。

“這對澳大利亞是壹個非常重要的進展，病例減少、風險減少、生

命危險減少。但是，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他強調道，“病毒不會

休假，因此我們每個人都無法放松我們的工作。在很多方面，這可能是

我們在抗擊疫情整個過程中面臨的最重要的周末(復活節假期周末)”。

他也警告稱，保持社交距離的措施和禁止大規模集會的規定可能會

實施6個月或更長時間。

根據澳大利亞聯邦衛生部4月10日最新統計，截至當地時間早晨6

時，澳大利亞累計確診新冠肺炎病例增至6152例，包括死亡病例52例。

國際疫情觀察：
確診病例過萬 非洲防疫面臨哪些考驗？

加拿大魁北克省發生
養老院30余人死亡悲劇

綜合報導 正值新冠疫情暴發期間，

當地時間4月11日，加拿大魁北克省省

政府向公眾披露，壹間私人養老院近期

發生已導致30余人死亡的異常事件。目

前警方已介入，展開刑事調查。

魁北克省省長勒戈不得不放棄復活

節假期，公布這壹令人震驚的消息。悲

劇發生在位於魁北克省多瓦爾市(Dorval)

的邁森· 赫倫(Maison Herron)養老院。該

院壹名老人3月26日被送入蒙特利爾壹

間新冠肺炎定點醫院。他被確診感染，

其後死亡。

當地衛生部門表示，該養老院拒絕配

合工作，28日方允許壹個工作小組入內。3

月29日，衛生部門前往該養老院時，發現

管理者和工作人員已幾乎全無蹤影。

有護士對媒體披露說，壹些老人們沒有

進食、飲水，有的甚至坐在大小便中。

該養老院有150多張床位。當局調查

發現，該老人院從3月13日起出現人員死

亡。目前已有31人死亡，當中5人被確診

感染新冠病毒，其余26人死因尚待確定。

衛生當局於4月8日獲得法院令後，

才得以從業主那裏獲取入住者檔案，並

通知老人們的家屬。

省長勒戈說，養老院方面“似有重

大過失”，此事不可接受。該省已即刻

對40家私人長期護理機構進行普查。公

共衛生部門和警方已展開調查。

新冠疫情在加拿大蔓延後，卑詩省（又

譯不列顛哥倫比亞省）、安大略省等多地的

養老院都出現了集中感染的情況。其中安大

略省博布凱基恩（Bobcaygeon）壹間養老院

已累計有29例新冠相關死亡病例。

截至加東時間4月11日晚11時，加

拿大累計確診及疑似病例23318例，相關

死亡病例653例。其中魁北克省累計病

例12292例，相關死亡289例。

特魯多政府提出的高達730億加元

的緊急工資補貼法案11日晚獲得臨時重召

的加拿大聯邦國會通過，並得到總督禦準

，從而可以盡快對受疫情沖擊的企業和個

人實施進壹步援助。反對黨均對法案表示

贊成。根據該法案，企業今年的收入若同

比下降30%，政府可對其提供多達75%的工

資補貼，以鼓勵雇主不裁員。

加拿大總理特魯多表示，加政府正推行

二戰以來最大的經濟措施以應對疫情。

此前，3月25日，特魯多政府也曾

臨時重召國會，通過了總額達1070億加

元的經濟紓困計劃。

巴西新冠肺炎確診病例超2萬 各地加快“方艙醫院”建設
綜合報導 巴西衛生部當

地時間11日宣布，巴西新冠

肺炎確診病例已達到20727例

，累計死亡1124例。巴西各

地正加快“方艙醫院”建設

，以擴大收治患者能力。

巴西衛生部稱，截至目

前，聖保羅州確診病例達到

8419例，死亡增至560例，兩

項均居巴西全國首位。其次

是裏約熱內盧州，確診和死

亡病例分別達到2607例和155

例。此外，伯南布哥州、塞

阿拉州和亞馬孫州的死亡病

例分別達到72例、67例和53

例。

巴西衛生部表示，目

前，巴西各地正在加緊建

設“方艙醫院”，爭取盡快

收治患者，以緩解現有醫院

的壓力。位於熱帶雨林地區

的亞馬孫州近日疫情急劇上

升，該州已有多位原住民確

診新冠肺炎，且出現3例死亡

病例。為緩解該州醫療系統

壓力，巴西聯邦政府決定在

該州首府馬瑙斯興建壹所

“方艙醫院”，並從各州選

派醫護人員前往支援。

此前，聖保羅州和裏約

熱內盧州已動工建設“方艙

醫院”，兩州已分別有兩家

“方艙醫院”建成投入使用

。目前，聖保羅州正加緊建

設聖保羅市阿年比展館的

“方艙醫院”，擁有1800個

床位，預計本月底可建成。

同時，還將在聖保羅市伊比

拉布埃拉大公園再建壹個

“方艙醫院”。裏約熱內盧

州計劃再建10個“方艙醫院

”，可提供2500個床位。

11日，巴西總統博索納羅

前往戈亞斯州壹所在建的“方

艙醫院”視察，要求加快建設

步伐，盡早收治新冠肺炎患者

。這是巴西聯邦政府建設的第

壹所“方艙醫院”。

巴西衛生部表示，巴西

聯邦政府將新增40億雷亞爾(

約合7.8億美元)撥款，支持各

地抗擊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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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DCCCDC在網上平台以點播形式讓觀眾在網上平台以點播形式讓觀眾
觀看歷年經典作品觀看歷年經典作品，，其中包括黎海寧編其中包括黎海寧編
舞的舞的《《Plaza XPlaza X與異變街道與異變街道》。》。

■■““留白留白Live houseLive house””的現場演出的現場演出。。
西九文化區管理局提供西九文化區管理局提供

■■港芭推出網上節目港芭推出網上節目““港芭講芭港芭講芭”，”，請來一請來一
眾芭蕾名家聊芭蕾眾芭蕾名家聊芭蕾。。 香港芭蕾舞團提供香港芭蕾舞團提供

雲端看藝術雲端看藝術
另闢蹊徑另闢蹊徑 oror 無奈之舉無奈之舉？？

自1月30日至2月29日，西九文化區
已有70多場表演改期或取消。為了

維繫與觀眾的紐帶，2月下旬一連數個周
末，香港文化區管理局嘗試將“留白
Livehouse”的現場演出在 facebook專頁
及Instagram頻道以免費直播的方式向觀
眾放送。管理局告訴記者，數周的網上直
播錄得逾4,000觀看次數，這使得負責此
次表演和直播的團隊感到非常鼓舞，“會
繼續積極研究為其他表演安排網上直播的
可行性。”籌備現場直播有其技術要求和
資源配備，節目策劃、場地配合、網絡和
技術等不同方面都需緊密配合，管理局表
示準備直播期間，各團隊相互配合，進行
定期檢討，所以每期的直播愈見流暢。但
亦承認，現場演出和直播的確存在一定差
別，“現場演出具其獨特魅力，而直播表
演則讓更多人透過不同渠道接觸藝術。”

演出真空期 雲端來補充
直播需要更多的技術支持，亦要面對

更多現場的不確定因素。香港芭蕾舞團則
嘗試用錄播形式，藉由facebook平台推出
全新拍攝的“港芭@家”節目，在未來數
周逢周一、三、五下午3時，定時播放不
同內容。除了逢周五可以重溫舞團精彩的
演出片段外，舞團還專門錄製了一系列節
目，用輕鬆有趣的方式向觀眾推廣芭蕾
舞。其中包括由港芭藝術總監衛承天主持
的清談節目“港芭講芭”，既有譚元元等
芭蕾名伶聚首暢聊《天鵝湖》中的經典角
色；又有演員現身說法，剖析“男芭蕾舞
蹈員的生活”。而在“芭蕾廚房”中，港
芭的舞蹈員將分享他們的私家食譜及烹飪

秘訣；“芭蕾 101”則分享小知識，與觀
眾破解關於芭蕾舞的迷思。除此之外，港
芭也推出“網上芭蕾課”，讓觀眾只需一
張椅子作為扶把，在家中也能進行簡單練
習。港芭的市場推廣總監陳剛濤表示，這
次製作一系列的網絡節目，是舞團針對現
時演出真空期的一個嘗試，但未來哪怕疫
情過去，也希望其可以變成舞團的恒常策
劃，“我們很鼓勵大家看現場演出，但是
在網上世界，仍然可以嘗試將芭蕾舞帶給
觀眾。未來，可能不只是‘芭蕾@家’，
也可以‘@’任何地方。”網絡分享可以
與現場觀看體驗互為補充。
積極使用社交網絡平台來進行推廣，

在疫情影響下的非常時期推出特別節目
的，還有香港中樂團。在樂團的YouTube
頻道上，特別推出“愛與中樂同行 HK-
CO♥4U ”抗疫系列和“鼓聲隆隆同抗
疫 給自強不息的香港人”系列視頻，前
者讓樂團的各演奏家從二三月無奈取消的
音樂會曲目中挑選喜愛的樂段，在家中以
個人或小組的形式為觀眾演奏及示範；後
者則送上澎湃的鼓樂演出片段，特別收入
2003年非典後樂團所創辦的“香港鼓樂
節”的珍貴花絮。香港中樂團行政總監錢
敏華對記者說，當年，樂團與三千多名香
港市民在維園齊奏一曲《雷霆萬鈞》，衝
破非典陰霾，用鼓聲帶來振奮力量，“香
港鼓樂節”也創下最多人一起演奏中國鼓
的健力士世界紀錄。在疫症肆虐的當下，
數個節目無奈取消，樂團希望和觀眾一起
重溫這些珍貴的歷史片段，“鼓樂本就有
振奮人心、與天對話的能量，現在也希望
將正能量傳遞，讓大家可以振奮。”

受新冠肺炎影響，自2月起香港康文署轄下演出場地暫時關閉並重開無期，香港近95%的演出取消或推

遲。在經歷了近半年的修例風波後，本已元氣大傷的本地演出市場沒想到又被突如其來的疫症蒙上更深陰

影。在無法如常排練和演出的情況下，香港舞台藝術團體紛紛將目光投向網絡平台，藉由雲端將藝術推到觀

眾身前。對於依賴觀眾聚集、現場體驗的表演藝術來說，打造雲端看藝術，是另闢蹊徑開鑿新天地，還是非

常時期的無奈之舉？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尉瑋

線上節目可以推陳出新，在劇場外拉近與觀眾的距離。但對於依賴live
體驗的表演藝術來說，最精良的拍攝似乎都無法替代身處劇場之中的真切感
受。“打擊很大。”城市當代舞蹈團（CCDC）行政總監黃國威說，疫情加
上過去近半年的社會運動，給舞團帶來巨大壓力，這壓力不只來源於財政
上，還來源於與觀眾接觸的減少。“比如平時我們做閤家歡的演出，通常都
爆滿，但早前的《小龍三次方》入座率只有四五成，很失望。”黃國威表
示，舞團的政府資助只佔運營成本的一半，非常依賴票房及市場操作。從去
年到現在，收入時常陷入困難，“現在是用儲備來捱。”
這次疫情來得突然，場館停開，演出取消，舞團已算是反應迅速，馬上

推出了網上點播和網上課堂。在網上平台vimeo.com上，觀眾可以以付費點
播形式，花費約4美元，就可以觀看一套CCDC歷年經典作品，節目包括黎
海寧的《Plaza X與異變街道》、桑吉加的《Re-Mark》、黃狄文的《小龍三
次方》等，以及一系列舞蹈影像，上載的節目則保持持續更新中。
黃國威表示，舞團首先選擇了演出受到影響的作品上載，用收費觀看的

模式，是希望藉此為製作補貼收入。“很多作品觀眾來不了浪費了，又或者
暫時沒有重演機會，不如大家重溫片子。”至於收費標準，也是一直摸索嘗
試來訂出。據他觀察，觀眾更偏向租看影片，經典作品如黎海寧的過往創作
點擊率會高些，短片則鮮有人購買。舞團也推出線上舞蹈班，讓學員可以在
家中學習瑜伽、芭蕾，或者帶小孩上親子舞蹈課。

在疫情期間，這些雲端藝術雖然可以填補某些演出取消的空白，與觀
眾保持一定的聯繫，但黃國威對此並不樂觀。“始終和觀眾隔一層，藉由
點播平台，我們有嘗試摸索觀眾的喜好，也尋找有效的運營模式；加上平時
也通過社交網絡平台與觀眾保持接觸，但其實仍然和大家親身來參加活動、
面對面的交流差很多。”他苦笑，“線上真的是無可奈何的選擇，取代不了
一班人一起去享受現場演出的感覺。”點播觀看怎麼也沒有現場體驗的自由
與鮮活，線上課程也難以實現老師與學員在課堂親身交流的細緻流程，對於
建基於肢體交流的舞蹈學習更是如此。
黃國威認為，線上計劃是很好的試驗，但始終只能是“替代模式”。

“出來聚集就是藝術想要做的事情。線上模式嘗試過後，其實我寧願它失敗
的。”他無奈道，“不好意思，我真的有點灰。”

2003年非典散去，大家齊聚維園，震天鼓樂直擊雲空，如將陰霾劈
開。今年各表演場地重開仍未有定數，演藝市場持續寒冬，什麼時候大家才
能再聚首？只能暫時品嚐雲端藝術，當是望梅止渴吧。

線上始終只是線上始終只是““替代模式替代模式””

■■CCDCCCDC推出網上親子課堂推出網上親子課堂。。 CCDCCCDC提供提供

2020年4月15日（星期三）2 大地神
州

■責任編輯：凌晨曦

■■CCDCCCDC在網上平台以點播形式讓觀眾在網上平台以點播形式讓觀眾
觀看歷年經典作品觀看歷年經典作品，，其中包括黎海寧編其中包括黎海寧編
舞的舞的《《Plaza XPlaza X與異變街道與異變街道》。》。

■■““留白留白Live houseLive house””的現場演出的現場演出。。
西九文化區管理局提供西九文化區管理局提供

■■港芭推出網上節目港芭推出網上節目““港芭講芭港芭講芭”，”，請來一請來一
眾芭蕾名家聊芭蕾眾芭蕾名家聊芭蕾。。 香港芭蕾舞團提供香港芭蕾舞團提供

雲端看藝術雲端看藝術
另闢蹊徑另闢蹊徑 oror 無奈之舉無奈之舉？？

自1月30日至2月29日，西九文化區
已有70多場表演改期或取消。為了

維繫與觀眾的紐帶，2月下旬一連數個周
末，香港文化區管理局嘗試將“留白
Livehouse”的現場演出在 facebook專頁
及Instagram頻道以免費直播的方式向觀
眾放送。管理局告訴記者，數周的網上直
播錄得逾4,000觀看次數，這使得負責此
次表演和直播的團隊感到非常鼓舞，“會
繼續積極研究為其他表演安排網上直播的
可行性。”籌備現場直播有其技術要求和
資源配備，節目策劃、場地配合、網絡和
技術等不同方面都需緊密配合，管理局表
示準備直播期間，各團隊相互配合，進行
定期檢討，所以每期的直播愈見流暢。但
亦承認，現場演出和直播的確存在一定差
別，“現場演出具其獨特魅力，而直播表
演則讓更多人透過不同渠道接觸藝術。”

演出真空期 雲端來補充
直播需要更多的技術支持，亦要面對

更多現場的不確定因素。香港芭蕾舞團則
嘗試用錄播形式，藉由facebook平台推出
全新拍攝的“港芭@家”節目，在未來數
周逢周一、三、五下午3時，定時播放不
同內容。除了逢周五可以重溫舞團精彩的
演出片段外，舞團還專門錄製了一系列節
目，用輕鬆有趣的方式向觀眾推廣芭蕾
舞。其中包括由港芭藝術總監衛承天主持
的清談節目“港芭講芭”，既有譚元元等
芭蕾名伶聚首暢聊《天鵝湖》中的經典角
色；又有演員現身說法，剖析“男芭蕾舞
蹈員的生活”。而在“芭蕾廚房”中，港
芭的舞蹈員將分享他們的私家食譜及烹飪

秘訣；“芭蕾 101”則分享小知識，與觀
眾破解關於芭蕾舞的迷思。除此之外，港
芭也推出“網上芭蕾課”，讓觀眾只需一
張椅子作為扶把，在家中也能進行簡單練
習。港芭的市場推廣總監陳剛濤表示，這
次製作一系列的網絡節目，是舞團針對現
時演出真空期的一個嘗試，但未來哪怕疫
情過去，也希望其可以變成舞團的恒常策
劃，“我們很鼓勵大家看現場演出，但是
在網上世界，仍然可以嘗試將芭蕾舞帶給
觀眾。未來，可能不只是‘芭蕾@家’，
也可以‘@’任何地方。”網絡分享可以
與現場觀看體驗互為補充。
積極使用社交網絡平台來進行推廣，

在疫情影響下的非常時期推出特別節目
的，還有香港中樂團。在樂團的YouTube
頻道上，特別推出“愛與中樂同行 HK-
CO♥4U ”抗疫系列和“鼓聲隆隆同抗
疫 給自強不息的香港人”系列視頻，前
者讓樂團的各演奏家從二三月無奈取消的
音樂會曲目中挑選喜愛的樂段，在家中以
個人或小組的形式為觀眾演奏及示範；後
者則送上澎湃的鼓樂演出片段，特別收入
2003年非典後樂團所創辦的“香港鼓樂
節”的珍貴花絮。香港中樂團行政總監錢
敏華對記者說，當年，樂團與三千多名香
港市民在維園齊奏一曲《雷霆萬鈞》，衝
破非典陰霾，用鼓聲帶來振奮力量，“香
港鼓樂節”也創下最多人一起演奏中國鼓
的健力士世界紀錄。在疫症肆虐的當下，
數個節目無奈取消，樂團希望和觀眾一起
重溫這些珍貴的歷史片段，“鼓樂本就有
振奮人心、與天對話的能量，現在也希望
將正能量傳遞，讓大家可以振奮。”

受新冠肺炎影響，自2月起香港康文署轄下演出場地暫時關閉並重開無期，香港近95%的演出取消或推

遲。在經歷了近半年的修例風波後，本已元氣大傷的本地演出市場沒想到又被突如其來的疫症蒙上更深陰

影。在無法如常排練和演出的情況下，香港舞台藝術團體紛紛將目光投向網絡平台，藉由雲端將藝術推到觀

眾身前。對於依賴觀眾聚集、現場體驗的表演藝術來說，打造雲端看藝術，是另闢蹊徑開鑿新天地，還是非

常時期的無奈之舉？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尉瑋

線上節目可以推陳出新，在劇場外拉近與觀眾的距離。但對於依賴live
體驗的表演藝術來說，最精良的拍攝似乎都無法替代身處劇場之中的真切感
受。“打擊很大。”城市當代舞蹈團（CCDC）行政總監黃國威說，疫情加
上過去近半年的社會運動，給舞團帶來巨大壓力，這壓力不只來源於財政
上，還來源於與觀眾接觸的減少。“比如平時我們做閤家歡的演出，通常都
爆滿，但早前的《小龍三次方》入座率只有四五成，很失望。”黃國威表
示，舞團的政府資助只佔運營成本的一半，非常依賴票房及市場操作。從去
年到現在，收入時常陷入困難，“現在是用儲備來捱。”
這次疫情來得突然，場館停開，演出取消，舞團已算是反應迅速，馬上

推出了網上點播和網上課堂。在網上平台vimeo.com上，觀眾可以以付費點
播形式，花費約4美元，就可以觀看一套CCDC歷年經典作品，節目包括黎
海寧的《Plaza X與異變街道》、桑吉加的《Re-Mark》、黃狄文的《小龍三
次方》等，以及一系列舞蹈影像，上載的節目則保持持續更新中。
黃國威表示，舞團首先選擇了演出受到影響的作品上載，用收費觀看的

模式，是希望藉此為製作補貼收入。“很多作品觀眾來不了浪費了，又或者
暫時沒有重演機會，不如大家重溫片子。”至於收費標準，也是一直摸索嘗
試來訂出。據他觀察，觀眾更偏向租看影片，經典作品如黎海寧的過往創作
點擊率會高些，短片則鮮有人購買。舞團也推出線上舞蹈班，讓學員可以在
家中學習瑜伽、芭蕾，或者帶小孩上親子舞蹈課。

在疫情期間，這些雲端藝術雖然可以填補某些演出取消的空白，與觀
眾保持一定的聯繫，但黃國威對此並不樂觀。“始終和觀眾隔一層，藉由
點播平台，我們有嘗試摸索觀眾的喜好，也尋找有效的運營模式；加上平時
也通過社交網絡平台與觀眾保持接觸，但其實仍然和大家親身來參加活動、
面對面的交流差很多。”他苦笑，“線上真的是無可奈何的選擇，取代不了
一班人一起去享受現場演出的感覺。”點播觀看怎麼也沒有現場體驗的自由
與鮮活，線上課程也難以實現老師與學員在課堂親身交流的細緻流程，對於
建基於肢體交流的舞蹈學習更是如此。
黃國威認為，線上計劃是很好的試驗，但始終只能是“替代模式”。

“出來聚集就是藝術想要做的事情。線上模式嘗試過後，其實我寧願它失敗
的。”他無奈道，“不好意思，我真的有點灰。”

2003年非典散去，大家齊聚維園，震天鼓樂直擊雲空，如將陰霾劈
開。今年各表演場地重開仍未有定數，演藝市場持續寒冬，什麼時候大家才
能再聚首？只能暫時品嚐雲端藝術，當是望梅止渴吧。

線上始終只是線上始終只是““替代模式替代模式””

■■CCDCCCDC推出網上親子課堂推出網上親子課堂。。 CCDCCCDC提供提供

2020年4月15日（星期三）3 經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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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鴻培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國務
院總理李克強14日在北京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
會議，要求落實落細今年以來出台的支持企業
政策措施，助力企業渡難關。會議還決定延續
西部大開發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將對今年底
到期的對設在西部地區的國家鼓勵類產業企業
減按15%稅率徵收企業所得稅政策，延長實施
期限。同時，降低享受政策的門檻，將鼓勵類
產業項目當年度主營業務收入佔企業收入總額
限制比例由70%降至60%。

會議指出，按照中共中央、國務院部署，
今年以來為支持疫情防控保供、企業紓困和復
工復產，及時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在減稅降
費方面，採取對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減免增
值稅、提高部分產品出口退稅率、延長交通運
輸和餐飲住宿等企業虧損結轉年限、階段性減
免企業社保費、緩繳住房公積金、免收收費公
路通行費、降低企業用電用氣價格等措施，加

上去年減稅降費政策翹尾，這些可為企業減負
1.6萬億元（人民幣，下同）。

爭取提前發地方專項債
同時按程序提前下達今年地方政府專項債

額度1.29萬億元。在金融支持方面，通過3次
降準、再貸款再貼現向金融機構提供3.55萬億
元低成本資金，用於向企業發放低利率貸款，
另外截至3月底已對約8,800億元企業貸款本息
實行延期。會議要求，下一步，要在擴大實施
前期有效政策基礎上，多措並舉加大積極財政
政策實施力度，並抓緊按程序再提前下達一定
規模的地方政府專項債。研究進一步加強金融
對實體經濟特別是中小微企業支持。幫扶製造
業和服務業企業緩解房租、用工等成本壓力。
強化對困難群體兜底保障。

當天會議還確定加大城鎮老舊小區改造力
度，推動惠民生擴內需。

西部大開發企業所得稅優惠續延

東盟成最大貿易夥伴 海關總署：新訂單減少問題漸現

海關總署統計，2020年一季度，中國貨物貿易出
口3.33萬億元，下降11.4%；進口3.24萬億元，

下降0.7%；貿易順差983.3億元，減少80.6%。值得
注意的是，一季度進出口雖然下降了6.4%，但降幅較
前2個月明顯收窄3.1個百分點。

上月貿易額勝市場預期
早前，路透社綜合31家機構預測中值，預估中

國3月份出口額將同比下降14%；《華爾街日報》則
預計將下降15.9%。進口方面，路透社以及華爾街日
報曾分別預計3月份進口額下降9.5%以及10%。
但據海關總署統計，中國3月進出口額2.45萬

億元，同比下降0.8%。其中，出口額1.29萬億元，
下降 3.5%。進口方面則表現為不降反升，增長
2.4%。李魁文介紹，一季度，中國民營企業外貿進
出口下降2%，比整體降幅小了4.4個百分點。3月
當月民營企業進出口增長6.5%，成為帶動3月份當
月外貿好轉的主要力量。

今年一季度，疊加英國“脫歐”因素，東盟以
1,154.1億元的優勢取代歐盟成為中國第一大貿易夥

伴。中國對歐盟進出口8,759.3億元，下降10.4%；對
美國進出口6,680.1億元，下降18.3%；對日本進出口
4,656.8億元，下降8.1%；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
及地區進出口2.07萬億元，增長3.2%，高出整體增速
9.6個百分點。

李魁文認為，多重因素促成了東盟位次提升。包
括與東盟集成電路進出口大幅增長、能源合作的貿易
提速、對越南、馬來西亞進出口發揮“龍頭”作用以
及中國－東盟自貿區升級《議定書》的全面生效，促
進了對東盟農產品出口的增長。

有信心穩住外貿基本盤
談及全年的外貿走勢，海關總署表示，有信心穩

住外貿基本盤。李魁文指出，中國外貿發展面臨的困
難不容低估。但同時也要看到，中國的外貿韌性強、
競爭力強，中國企業的創新能力和市場開拓能力也很
強。他強調，各地各部門已經採取了一系列穩定外貿
發展的措施，幫助企業克服困難，逐步打通國際運輸
通道，穩定供應鏈產業鏈。有信心穩住外貿基本盤，
將疫情對中國進出口的影響降至最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琳 北京報道）海關總署
14日公佈中國一季度進出口情況顯示，中美貿易總額
為6,680.1億元（人民幣，下同），同比下降18.3%。
李魁文表示，隨着中美經貿第一階段協議的逐步落
地，雙邊經貿出現了一些積極因素，尤其近期部分商
品自美進口出現良好勢頭，如大豆、豬肉、棉花等。

由於新冠肺炎疫情和春節假期延長等因素，中國
一季度對美出口出現下降。李魁文介紹，今年一季
度，中國對美出口4,765.5億元，同比下降23.6%；自
美進口1,914.6億元，下降1.3%。

從出口商品看，一季度中國對美國出口機電產品

2,925.7億元，下降24.1%，佔同期對美出口總值的
61.6%；其中，出口手機361.7億元，下降10.3%；出
口自動數據處理設備及其零部件516.3億元，下降
31.2%。同期，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1,057.7億元，下
降26.1%；出口醫藥材及藥品52.5億元，增長6.3%。
在進口方面，隨着中美第一階段經貿協議逐步落

地，大豆、豬肉、棉花等商品自美進口增長迅速。一
季度，自美進口農產品355.6億元，增長1.1倍。其
中，進口大豆781.4萬噸，增加2.1倍；進口豬肉16.8
萬噸，增加 6.4 倍；進口棉花 12.4 萬噸，增加
43.5%。

進口美農產品逆市翻倍

■■ 東盟超越歐盟成東盟超越歐盟成
為中國第一大貿易為中國第一大貿易
夥伴夥伴。。圖為貨車正圖為貨車正
進出廣西憑祥綜合進出廣西憑祥綜合
保稅區保稅區。。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中國首季進出口額跌6.4%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琳、張聰 北京報道）中國海關總署新聞發言人李魁文14日

在京公佈一季度進出口情況。一季度中國貨物貿易進出口總值6.57萬億元（人民幣，下

同），比去年同期下降6.4%。東盟超越歐盟成為中國第一大貿易夥伴。對全年外貿走

勢，李魁文強調，國際市場的需求萎縮必然會對中國外貿出口造成衝擊，外貿新訂單減少

等問題開始逐步顯現，中國外貿發展面臨的困難不容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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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夫妻，他们本该在今年顺利地迈

入婚姻的第三个年头，但是没想到去年底

，一张罕见病的诊断书，让他们一脚踏进

了婚姻的困局，甚至是人性的困局。

妻：我叫大西瓜，今年 30 多岁。

我俩是通过熟人介绍，相亲认识的。

他是我的第一个男朋友。

在他之前也相过好几次亲，但都没有

下文了。

我和他一见面就感觉特别谈得来，他

爱看书，非常博学，可能就是这点吸引我

了吧。

夫：我叫大冬瓜，今年 30 多岁，生

活在北方。

在她之前，我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恋

爱，谈了 7 年。

我感觉人有的时候就是在兜圈子，中

间有四五年我都没谈恋爱，一直觉得自己

有问题。

我太自我了，也有点儿大男子主义。

她是学建筑的，我本身对这个领域很

感兴趣，聊得非常愉快。

她看上去特别乖，一点儿也不「作」

，你应该可以想象我比较烦这类女生。

很顺利地在一起了，两年后的五 ·

一我们结的婚。

刚结婚的时候，有个周末他去单位加

班。我给他发信息、打电话都不接。

后来他又和我说去姑妈家了。我就一

直等他回来吃饭，等到晚上八点。

结果他回来和我说在姑妈家吃过了，

完全不记得我在家等他。

夫：两个人真正在一起生活以后，暴

露的问题很多，感动也很多。

她真的特别特别心细。有的时候我无

意间的一句话，她都会放在心上。

比如，我随口说

喜欢吃某种食物，

她会在家里常备着

。

我能感觉到她真

的特别在乎我，特

别爱我。所以我们

感情一直都很好。

妻：几乎没有因

为什么原则问题吵

过架，就仅仅因为

我生病的这件事。

去年 10 月底的

时候，我头晕，去

医院检查确诊了。

结婚前我也头晕

过两次，但那个时

候没有确诊，也就

没当回事。

这一次医生说得挺可怕的，如果不加

以干预的话，我可能会瘫痪。

对我的生育也有影响。怀孕会产生一

些激素，可能会对我的病有好处。

但是，后来我又从网上查到，生完小

孩以后 6 个月还是 9 个月，复发的概率

很高。

我当时脑子里只想的是，那我怀孕的

时候可得注意点儿了。其他什么也没想。

一开始我没想让他知道，后来实在瞒

不住了，他知道了。

夫：这事儿我记得特别清楚。

去年假期我们出去玩了一次，回来以

后她脖子就怪怪的。后来又开始感冒。

两周内，我一直劝她去医院看看，她

不愿意去。

阴差阳错的，两周后的某天我要问她

拿家里的钥匙，想去她单位。

她说让我去医院找她。

我一听就乐了，我说，「你终于去医

院了，感冒终于不拖了。」

到了医院以后，她家人都在，一见到

我，她就哭了。

我觉得很奇怪，还安慰她，「不就是

感冒嘛，输了液就好了。」

过了一会儿，我去拿她的化验单子。

化验单子上写着她的诊断结果，我一

看病因，没看明白是什么意思，好奇怪。

我问急诊的大夫，这是什么情况？

他说，「你不知道吗？这个病她以前

肯定有过，现在才会这样。」

我愣住了。

赶紧拿出手机检索了一下，顿时就懵了。

等我平复好心情，她家人已经回去了

，就剩我们俩。

我问她到底是怎么回事，她说她

2014 年的时候有过一次。

我当时就发火了，「那你为什么不告

诉我？」我质问她。她什么也没说。

我真的特别不喜欢别人骗我。

妻：医生和我说，我这个情况需要犯

病两三次才能确诊。

而且我的症状是比较轻的，只是头晕

而已，所以我从来没有把它当成一种病。

只是我老公跟我一起去看病的时候，

医生说得比较严重而已。

在那之前，我一直觉得我是正常人，

我和别人没什么不同。

说实话，直到我老公这样看我，我才

意识到我和别人不一样。

可能我年轻的时候，医生怕给我负担

，一直安慰我，「也许以后不会复发了。

」

我心里也这么期盼着，于是只把好话

听了进去。

但我老公不这么觉得，他觉得我是有

意隐瞒。

确诊三四天后，我们去北京看病的路

上，他玩笑似的对我说，「不如我们分开

吧。」

我一直没当真。

直到后来，突然有一天他下定决心说

，「分手吧。」

夫：她有一种逃避现实的「鸵鸟心态

」。其实对她影响很大。

这件事她家里也是知情的。

我再说一件事，我们五 · 一结婚前

和结婚后，她都去看过这个病。

但我一点儿也不知道。

这一次被我发现的时候，她已经在医

院待了一周了。

我事后问她，「如果你这次没事了，

是不是打算继续瞒着我？」

在我看来，她没有尽到告知的义务，

是有问题的。

我能理解她的不诚实，从她家人的角

度上考虑，她们当然不愿意让人知道，万

一以后不再发病了，不是两全其美吗？

一个谎言，一定会用几百个谎圆起来。

这让我感觉我和我的家人像在《楚门

的世界》里，她和她的家人站在外面，是

我们的上帝，左右着我们的命运。

而我顺着他们的路，一直往前走。

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信任感可言了，她

有的时候一个动作，会让我觉得她在骗我

。

这是一种毛骨悚然的生活。

妻：我老公说的很严重，他不想冒险

，让我感觉挺绝情的。

他和我说过，如果相亲的时候，我和

他说了我的情况，他是不会选择和我在一

起的。

即使现在已经结婚了，他还是选择离

开。即使以后有了小孩，他如果知道，依

旧会选择离开。

这让我感觉，我们俩之间的感情根本

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病。

的确因为我的逃避，没有让我正确地

看待我的病。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我的隐私，我有一

点害怕别人知道。

走到现在这步，我不遗憾。

我很爱我的老公，从一开始，我是以

一个正常女孩的心态和他交往的，没有掺

杂任何其他的动机。

不瞒你说，前两天我去医院输液，也

碰到一个女孩，25 岁，好像和我的情况

的差不多。

她结婚一年，在医院住了好几天，没

见过她老公。男方也说她骗婚，要离婚。

好像只要女方生病了的话，一多半会

被归咎为骗婚。

我老公也一直咬住，说我这也算。

夫：这事情发生以后，可能也因为疫

情的原因，她会给我做很多我喜欢吃的东

西。

我能感觉到她在尽力挽回我们这段婚

姻。

我也想过，但我并不是我一个人，你

能明白吗？我也有我的家庭要兼顾。

一方面，我不愿意我的生活就这样被

她们改变了，另一方面，我实在承受不起

。

我不知道怎么说，我不是一个圣人，

我没有那么「伟光正」。

妻：他平时就比较强势，所以大多时

候我都是能不争就不争。

但在整个过程中，我没有体会到他对

我的嘘寒问暖。而是一旦发现我的问题，

他就上来指责。

我觉得婚姻的前提是两个人的感情，

只要两个人能扶持着走下去就行。

而不是揪住对方的某一点，把其他的

全部都掩盖了。

我这个人的人生也挺那个啥的，每次

到关键时候我就生病了。

刚毕业的时候，我头晕了一段时间，

然后错过了应届生的身份，找工作也不是

很顺利。

好不容易振作起来了，找对象又出现

了问题。

我真的不是想要隐瞒他。我就是喜欢

他，然后想和他过一辈子。

他现在把我想得挺坏的。

我和他婚姻失败的原因是我隐瞒了病

情，我不是因为不爱了。

不知道他有没有爱过。

夫：我想过很多，以后要怎么去帮助

她。

包括我俩现在住的房子是我婚前的财

产，我也答应她我可以搬出去住，她一直

住这儿没问题。

她是很依赖我的，生活上的各种事情

，我都会尽力去弥补。

但让我抛开我的家庭去做牺牲，我真

的办不到。

有的时候我真的心里很恨，为什么我

会被她们逼到如此境地，要去做这样一个

选择。

回头看，我难受，你也难受，图啥呢

？

我不在乎她们家是怎么看我的，我只

希望我老婆能理解我的选择。

也许更奢侈一些，我希望她不要恨我

。

妻：我比较恨我自己。

如果没有这个病的话，就没有这么多

的难题。我到现在都想不通，为什么这种

事要让我碰上。

他有他的责任，这样他也可以回归到

正常人的生活了。

我和他结婚两年，其实有点儿耽误人

家了，也许他找了个正常的，说不定现在

连孩子都有了。

所以我不能自私地把他拴住，反正怎

么过不是过呢？也许以后我身体好了，一

个人过也可以。

我不恨他，我们在一起的这段时间，

真的是我长这么大，最快乐的时光。

回忆挺多的。

夫：我只能接受，我媳妇儿，她说我

是负心汉。其他人说的任何话，我都不接

受，我也不 care 。

我没有那么伟大，给不了她想要的那

种爱情。

妻：其实我跟你说我的故事，我老公

说他的故事，不是希望你们节目变成电视

上那种调节纠纷的节目。我只是单纯地想

说一下我的故事。

我想说，我还很爱他，没有任何杂质

的。

即使离婚以后，他可能就不记得我了

，我一定会记得他。

确诊罕见病后，丈夫说要离开我

（中央社）桃園市李姓男子因違反居家檢
疫規定，遭罰新台幣100萬元，行政執行署桃
園分署今天表示，李男若拒絕配合，將聲請法
院裁定拘提、管收。

行政執行署桃園分署傍晚表示，桃園市政
府衛生局日前移送一件違反居家檢疫經裁處
100萬元罰鍰案件，當事人李男拒不告知居住
地，桃園分署今天到李男所稱處所執行時，未
遇見當事人。

桃園分署表示，經查李男所提供地址為朋
友處所，先前僅說，因在工地打工，名下並無
財產可供執行。

桃園分署說，已限制李男出境、出海，將
繼續通知報告應供強制執行財產狀況，並通知

他的父母出面協助處理；若李男拒絕配合，將
聲請法院裁定拘提、管收。

李男日前居家檢疫期間4次違規外出，被
桃園市衛生局重罰100萬元，李男向市府提出
訴願，指因獨居為了吃飯才外出，盼撤銷罰款
。另外，桃園分署指出，桃園市政府衛生局日
前移送多件違反居家檢疫規定，而遭罰鍰7萬
元的案件中，已請地政機關辦理查封2名義務
人房屋財產，另外也有家人出面申請分期繳納
。

其中有人因名下有房地，在桃園分署張貼
封條時，立即至超商繳清罰鍰，也有夫妻反映
有房貸壓力，尚有小孩需扶養，申請辦理分期
繳納。

桃園男子違反居檢拒繳百萬桃園男子違反居檢拒繳百萬 再不配合恐管收再不配合恐管收

（中央社）媒體報導，自美境外移入的確
診個案393有症狀登機，遭批註記慢半拍。移
民署今天說，接獲通知的第一時間就進行入境
通報，疾管署人員也據此順利攔阻送醫篩檢，
絕無延遲。

中國時報報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日
前公布國內新增確診個案，其中境外移入的案
393長年旅居美國，但因登機返台前並未被移
民署註記，導致該班機未預先準備防疫措施，
引發防疫漏洞的隱憂。

移民署今天發布新聞稿表示，關於393案
通報一事，是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政策
於接獲通知的第一時間就進行入境通報，疾管
署駐桃園機場人員也根據通報，順利於班機抵

達時至登機門攔阻後送醫篩檢而確認，絕無延
遲情事。

為防止武漢肺炎疫情自境外移入，移民署
說，均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執行防疫政
策，於各機場港口執行限縮外來人口來台措施
，且統計今年1月23日以來不符入境資格遭拒
入的旅客有668人，其中桃園機場的614人占
大宗。

移民署表示，為免台灣成為境外傳播來源
國，影響國際形象及國人入境他國權益，截至
目前查獲居家檢疫未滿14天欲出境對象計有58
人，其中桃園機場有40人，均立即通知疾管署
處理並由其通知縣市衛生局開單處罰，以遏止
投機旅客擅離出境。

旅美婦註記遭批慢半拍 移民署：絕無延遲

（中央社）武漢肺炎疫情全球延燒，毒品
國際輸出和國內輸入都不易，導致價格狂飆。
法務部調查局今天宣布緝獲2件毒品案，總市值
近新台幣8億元，法務部長蔡清祥南下高雄慰勉
緝毒團隊。

調查局分別破獲毒咖啡包工廠、進口成衣
貨櫃夾藏K他命案，查扣毒咖啡包6萬8000多
包、一粒眠14公斤，以及K他命211公斤。相
關毒品展示在調查局高雄市調查處召開的破案
記者會現場，蔡清祥除了慰勉緝毒團隊，也重
申政府打造 「無毒家園」 的決心。

蔡清祥表示，防疫靠口罩，緝毒靠團隊。
這次成功緝獲重大毒品案就是結合各單位的緝
毒團隊，團結無私不搶功的重大成果。

陪同南下的調查局長呂文忠也表示，這是
調查局破獲的國內史上最大宗毒咖啡包工廠案
；調查局南部地區機動工作站所查扣的K他命

211公斤，也是調查局破獲的今年來最大宗K他
命走私案。

偵辦人員指出，由於武漢肺炎（2019冠狀
病毒疾病、COVID-19）疫情肆虐，毒品國際輸
出及國內輸入都不易，造成國內價格狂飆，目
前K他命價格屢創新高，行情每公斤至少180萬
元起跳。在桃園市查獲的毒咖啡包工廠，每包
行情也節節上漲至目前的500元。

調查局緝毒 「雙響炮」 ，高雄市調查處獲
報情資，前往桃園市平鎮區一處透天民宅，破
獲這處毒咖啡包工廠，現場逮捕犯嫌林姓男子
等14人，並循線於桃園市楊梅區一處偏僻平房
查獲毒品發貨倉庫，總共查扣毒咖啡包 6萬
8000多包、一粒眠14公斤。這座毒咖啡包工廠
每天約可生產成品8000至1萬包，如以每包市
價約500元核算，每天產值近500萬元，利潤豐
厚。

防疫期間毒品價飆 調查局緝毒市值近8億

（中央社）台中市劉姓女子涉向上游賣家
取得口罩貨源囤積，在網路哄抬價格販賣，中
部打擊犯罪中心接獲檢舉追查，向上溯源帶回
中間商等人偵辦，共查扣逾7萬片口罩，並將
劉女等4人依法送辦。

刑事局偵查第六大隊第六隊今天說，警方
上月底接獲民眾檢舉指出，劉女涉嫌以高價在
網路上兜售醫療用口罩，為避免不法人士囤積
、哄抬防疫物資，刑事局獲報後立即組成專案
小組，報請台中地檢署檢察官指揮偵辦。

專案小組蒐證發現，30歲劉女多次前往超

商、郵局等處寄送及接收口罩包裏，警方本月
1日持搜索票前往劉女位於台中市北屯區住處
偵辦，共查扣口罩8681片等證物，並循線帶
回上游賣家39歲陳男到案說明。

專案小組向上溯源追查，前天拘提上游
27歲陳姓與40歲江姓男子等人到案說明，並查
扣口罩798片，另於台中某生技公司查扣口罩1
萬3720片、雲林某生技公司及所屬貿易公司查
扣口罩5萬810片。

警方查出，生技公司先以每片口罩新台幣5
至7元價格賣給江男，江男承接後，再以6到9

元價格轉售，交由陳姓白牌車司機送貨，陳姓
賣家取得貨品後，再以10元價格出脫給劉女，
劉女則以12至14元的價格在網路上兜售。

全案訊後依違反傳染病防治法、嚴重特殊
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藥事法
等罪嫌，將劉女等4人移送台中地檢署偵辦。

警方呼籲，衛生福利部上月18日公告，將
一般醫用口罩、外科手術口罩、N95口罩列為
防疫物資，民眾切勿哄抬價格或無正當理由囤
積防疫物資，以免觸法，警方將持續查緝遏止
不肖分子，避免趁機哄抬物價，發災難財。

囤積逾7萬片口罩網路抬價賣刑事局逮4人送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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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中国

上海海关最新统
计显示，3月 1日至 20
日，上海口岸进口水
果达1843批次，共计
6.95 万吨，已恢复至
去年同期的八成多。

图为上海外高桥
港区海关关员对进口
香蕉进行查验。

王 翔摄
（新华社发）

当前正值春耕农
忙季节，江苏连云港
设立农用物资绿色专
用通道,保证进口化肥
尽快到达春耕一线。

图为码头工人将
远洋运输轮上卸运的
加拿大进口钾肥打包
装车外运。

王 春摄
（人民视觉）

中国是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进口占全球比重约为11%——

扩大进口，中国热情依旧
本报记者 李 婕

鼓励先进技术、设备和关键零部件进口；增加国内短缺
能源资源品进口；扩大农产品食品进口……疫情对全球经济
造成扰动，但是作为“世界市场”，中国积极扩大进口的态
度和行动没有改变。在稳外资、稳外贸、促消费的系列措施
中，打通进口难点、堵点、痛点同样是重要的发力方向。

“云”招商、线上洽谈、拓资源、稳订单……当前许多
企业也正采取诸多举措，克服国际货流不畅等进口端面临的
困难，保障货品稳定供应。不少企业表示，将抓住机遇、化
危为机，提高进口供应链运作效能，长期看，仍对中国进口
市场有信心。

消费者“买进口”劲头足

——前两月中国进口肉
类 达 125 万 吨 ， 同 比 增 长
69.6%；不少保税区跨境电商
进口业务逆势增长

3 天时间，200 万颗进口的新西兰奇异果已
被预约。这一数量，相当于 8 万平方米奇异果
园全年的产量！

3 月 23 日，新果季的佳沛奇异果在京东旗
下 平 台 全 渠 道 首 发 预 约 。 随 着 产 品 热 度 上
升，预约数量还在不断增长。“虽然预约数码
产品在业内已不稀奇，但在电商平台上预约
水果还是头一次，这次预约的人数超出我们
预期。”京东生鲜果蔬采销部总经理周晓舟
说。据介绍，新产季的佳沛阳光金奇异果均
价约 10 元一颗，价格不便宜，但受到不少消
费者欢迎。

对于买进口，消费者热情不减。京东零
售集团京东国际业务营销运营负责人余荣华
向本报记者介绍，截至目前，京东国际进口
商品的整体销售呈现稳定增长的态势，第一
季度整体订单量同比增长近 100%，其中 50 多
个二级商品类目的增长都超过 100%。虽然疫
情对物流运输等环节有一定影响，但线上消
费的回暖带动了进口商品的销售增长。

在不少保税区，跨境电商进口业务呈逆
势增长态势。如浙江宁波保税区今年前两月
累计验放跨境电商进口申报单破 1180 万票，
同比增长 27.8%；跨境进口额 24 亿元，同比增
长 42.5%。商务部数据显示，在应对疫情中，
跨境电商释放了巨大潜力，1—2 月中国跨境
电商零售进出口 174 亿元，同比增长 36.7%。

在线下，进口需求也有所体现。绿地全
球商品贸易港集团旗下有 80 多家进口超市，
商品销售情况能够在第一时间得到反馈。“目
前看国内进口消费市场回暖在即，老百姓对
于 进 口 生 鲜 、 水 果 的 消 费 依 然 属 于 ‘ 刚
需’。”集团总经理薛迎杰对本报记者表示，
今年一季度，集团国际贸易进口业务环比增
长近 3 倍。

薛迎杰还介绍，在疫情爆发初期，就立
即调整了商品进口计划。除扩大肉类产品进
口外，还加大了米面粮油蛋奶等民生商品的
进口力度，新增粮油、水产等新品类，同时
加强新市场开拓，确保进口供应。比如当英
国、德国猪肉相关产品出口受影响后，快速
通过贸易港平台的阿根廷、巴西客商锁定替
代货源；一季度还新开拓了近 700 吨俄罗斯鸡
肉进口。

以肉类为例来看全国市场，中国海关总署
3 月 31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两个月中国
进口肉类达 125 万吨，同比增长 69.6%。其中进
口猪肉及猪杂碎共 72 万吨，增幅达 98.2%，几
乎比去年同期翻了一番。

“根据我们的接触了解，海外客商对于中国
消费市场恢复充满信心。”薛迎杰说，这一方面
源自国外疫情蔓延后当地消费的缩减，另一方
面还是基于中国消费市场复苏后的巨大潜能。

多种举措确保供应

——机电、交通运输设
备、能源化工等行业进口受
疫情影响较大，企业正发挥
各自优势，灵活应对挑战

不过，近期疫情在全球蔓延，各国纷纷采
取更加严厉的防疫措施，对全球经济和贸易的
影响逐渐显现，进口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商务部外贸司二级巡视员刘长于 3 月 26 日
表示，确诊人数超过千人的国家占我进口的一
半，我前十大进口来源国中有七国确诊人数超
千。海外停工停产范围扩大，供应能力减弱。
从目前情况看，机电、交通运输设备、能源化
工等行业进口受影响较大。

在日用消费品领域，进口的变化也被一些
贸易商所感知。“一些海外工厂停工，加上货
运受阻，的确有一些货物发不出来了。”浙江
义乌市进口商会秘书叶丽芳对本报记者说，最
近陆续有一些国内商家已经下单甚至汇完款
项，但国外商品发不出来的情况。由于国际运
输通常时效较长，进口一般都是提前进货，现
在售卖的不少都是之前库存的商品，或者不同
商家之间相互调货，尽量满足需求，但不排除
接下来一些商品缺货的情况。

余荣华也表示，近期海外疫情的扩散，对
一些商品的引入造成了一定影响。如疫情较严
重国家和地区工厂停工停产、船运及航司资源
紧张，让海外商家的经营面临不少挑战。针对
这些情况，京东国际积极与海外品牌、国际供
应链、贸易商联动，紧急备货并协调物流资
源，以确保供给侧稳定供应。

针对疫情期间海外商家面临的经营问题，
京东国际多次发布对平台合作商家的扶持政
策，比如对京东跨境物流仓配一体服务的商家

（SOP 入仓商家） 提供物流补贴及支持等。线
上商贸活动也没有暂停。京东国际“云招商”
正在推开，今年将打造超过 1000 个以上全球爆
款新品；同时还正在联合韩国贸易协会举行定
期的线上洽谈会，第一场已在 3 月底举办。

许多企业正发挥优势，灵活应对进口业务
面临的挑战。薛迎杰介绍，贸易港作为海外资
源的流量门户，同时拥有上下游近千家合作客
商，这提高了绿地全球商品贸易港集团寻找替
代货源的效率。发挥国际贸易团队丰富经验和
线下进口超市布局的优势，可以将终端消费、物
流运输、上游采购的整条进口供应链串起来，并
及时调整进口策略。

中国市场被长期看好

——2 月 以 来 ， 中 国 新
增审批 7 个国家 14 种进口动
植 物 产 品 ， 新 批 准 多 国 超
600家企业在华注册登记

3 月 28 日，中远海运“新洛杉矶”轮搭载

着 6 个冷藏集装箱、总重约 100 吨冰鲜猪肉，
由加拿大温哥华港抵达上海洋山深水港。

为了缩短从工厂到餐桌之间的时间，中远
海运提供从温哥华到上海洋山港的直达服务，
全程仅为 14 天。海运、港口、海关、边检等部
门接力配合，也加速着冰鲜猪肉通关速度。货
物从抵港到放行，总共不到 24 小时，次日便已
起运内地城市。

近期，为畅通外贸运转，系列措施密集出
台，其中不少着力扩大进口。海关总署近日出
台“50 条”措施清单，其中明确，各地海关要
对防疫物资或企业复工复产急需物资进口，取
消转关限制。同时支持农产品食品扩大进口，
加快准入进程，并在重点口岸开辟农产品、食
品进口绿色通道，实行 24 小时预约通关，优先
检查、优先检测等。

海关总署综合业务司司长金海 3 月 30 日
介绍，经统计，自 2 月 1 日以来，海关总署
新增审批 7 个国家包括鱼油鱼粉、饲料添加
剂等共 14 种进口动植物产品；新批准美国、
哥斯达黎加、巴基斯坦等国家包括肉类、水
产品、乳品等 13 种食品、600 多家企业在华
注 册 登 记 。 进 口 乳 品 36.7 万 吨 ， 同 比 增 长
38.3%；进口猪牛羊等肉类 70.7 万吨，同比增
长 115.5%。

在物流运输方面，各地海关进一步细化支
持中欧班列发展的系列举措。疫情期间，针对
停靠中国的货运航班、班轮被大幅缩减或取消

的情况，深圳海关隶属蛇口海关将中欧班列
“起点”延伸至前海湾保税港区，进一步打通
国际物流通道。前两个月，前海湾保税港区进
出口贸易额依然保持快速增长。

商务部方面也表示，下一步将密切跟踪外
贸企业在进口中遇到的难点、堵点、痛点，积
极主动扩大进口，继续办好第三届中国国际进
口博览会，提高进口便利化水平，加快推进进
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培育等工作。

商务部披露的数据显示，目前，中国是
1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进口占
全球比重约为 11%。对广阔的中国国内市场，
海内外企业长期看好。

“短期来看，消费品进口确实会受到海外
供给端的影响，需要企业想方设法拓资源、稳
订单。但随着疫情防控取得积极成效，在国家
推进扩内需的背景下，国内消费市场将快速回
温，进口商品市场也将有显著反弹。”薛迎杰
说，我们将抓住机遇、化危为机，提高进口供
应链运作效能，带动一大批上下游企业，为国
内消费市场服务。

余荣华也认为，看全年，国内市场对进
口消费品的需求会稳中有增，整个进口行业
的增长潜力依然不容小觑。“疫情冲击下，人
们对商品的品质关注度更高，这给具有‘品
质’优势的进口商品带来‘商机’。由于境外
疫情的发展，也导致进口商品消费需求从线
下转移到线上。”余荣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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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克薩斯州休士頓)
• 2020年 4月 16日(星期
四),眾議員阿爾·格林 (Al
Green)與本德堡縣法官KP
喬治、密蘇里州市長約蘭
達·福特和斯塔福德市長倫
納德·斯卡斯拉拉合作,將舉

辦個人防護裝備(PPE)捐贈
活動。捐贈活動將於美國
東部時間上午 10 點至下
午 12 點在斯塔福德中心舉
行,位於斯塔福德,斯塔福德,
TX 77477。

個人、組織和公司可

以捐贈未使用的/未開封:
生物危害袋
漂白噴霧和濕巾
一次性手術和隔離服
眼部保護和護目鏡
面罩
帶 60% 酒精的手消毒劑

等丙醇
口罩:N95口罩或外科口罩
帶有所有裝置的 PAPR 呼
吸器
鞋蓋
無菌和非無菌無乳膠手套

國會議員阿爾格林和本德堡縣第九屆國會選區民選官員宣佈PPE捐贈驅動

(休士頓市, Texas州）– Harris
縣行政書記官Diane Trautman敦促
65歲及以上的選民通過郵遞投票，以
確保COVID-19爆發期間的安全。上
個月，州長推遲了5月26日的政黨決
選，並將選舉延期至7月14日，提前
投票於7月6日至10日舉行。申請郵
遞投票的截止日期為7月2日。

“我們的辦公室將盡其所能確保
安全、可靠、無障礙的選舉," Traut-
man說。"為了不同於統一選舉，我

們的辦公室需要州務卿的明確指導。
Texas州進行郵遞投票的資格為

: 在選舉日當天選民必須年滿65歲或
以上；生病或殘障； 在選舉日當天
以及提前投票期間，您都不在本縣境
內；或是在監服刑，但具有投票權。
選民可至www.harrisvotes.com下載
或致電713-755-6965索取申請表。
7月14日政黨決選登記投票的最後一
天是6月15日。有關選民登記信息，
請聯繫Harris縣稅務局。

“郵遞投票申請的程序始終是尊
重並根據選民的請求，凡在申請表上
圈選殘障，我們決不會質疑。”
Trautman補充說。“任何擴展郵遞
投票計劃都需要在州等級以授予權力
。”

鼓勵民眾在社交媒體上關注
Harris 縣行政書記官辦公室，或至
HarrisVotes.com以獲取最新資訊。

政黨決選提前投票將於7月6日至10日舉行
行政書記官辦公室敦促Harris65歲及以上選民通過郵遞投票作為COVID-19預防措施

醫學專家和社區衛生人士3月27
日向媒體記者表示，新型冠狀病毒感
染人數已躍居全球最多的美國，即將
經歷疫情的最高峰。

根 據 世 界 衛 生 組 織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簡稱WHO）3
月26日公布的數據，美國已經有超過
13萬6000宗新冠病毒確診病例，約
2400宗死亡病例。

這場由少數族裔媒體服務中心
（Ethnic Media Services）主辦、加
州藍盾基金會（Blue Shield of Cali-
fornia Foundation）贊助的電話簡報
會議，邀請到兩位在這場全球衛生危
機第一線抗疫的嘉賓，舊金山加大醫
師阮東（Tung Nguyen）和洛杉磯加
大 港 灣 醫 療 中 心 （Harbor UCLA
Medical Clinic）醫師特納尤維拉斯
（Daniel Turner-Lloveras）。

特納尤維拉斯指出，川普政府2
月 24 日頒布的新 「公共負擔 」 法
（Public Charge）規定，移民若使用
任何聯邦公共援助服務，可能會被剝
奪他們的美國永久居民身份，導致許
多移民因為恐懼不敢前往醫院就醫。

不過，美國公民和移民服務局
（US 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Services，簡稱移民局或 USCIS）3
月13日發出聲明表示，民眾到醫院治
療與新冠肺炎（COVID-19）相關的
疾病不會被視為公共負擔的一部分，
因此不會對他們產生負面影響。

移民局3月 27日進一步澄清：
「公共負擔規定不會限制民眾接受包
括新冠病毒在內的傳染性疾病的測試
、篩檢或治療，也不會限制兒童或成
人接種疫苗預防疾病。」

3月27日的諮詢會議還指出，在
接受某些現金和非現金公共福利方面
，或許有例外。移民局說： 「新規定
要求我們考慮讓民眾接受特定的現金
和非現金公共福利，包括那些可以用
來獲得新冠病毒檢測或治療、但不被
公共負擔裁決允許的福利，以及讓某
些尋求延期或更改身份的非移民使用
公共福利。」

民眾可以上網閱讀完整公告：
https://www.uscis.gov/greencard/
public-charge。

特納尤維拉斯指出，約43%的無

證移民沒有醫療保險。他說： 「如果
我們只提供醫療服務給部分人口，或
我們當中有人害怕就醫，疫情就無法
受到控制。」

公共衛生組織HealthBegins創辦
人曼尚達（Rishi Manchanda）表示
，移民和少數族裔在這場疫情中受到
的影響最嚴重。現任川普政府聯邦藥
物和毒品濫用及精神心理健康服務局
（Substance Abuse and Mental
Health Services Administration） 顧
問的精神科醫師西萬吉（Sampat
Shivangi）指出自我隔離的心理影響
以及藥物濫用可能激增。

亞太政策與計畫委員會（Asian
Pacific Policy and Planning Council，
簡稱A3PCON）的資深維權人士庫卡
尼（Manju Kulkarni）告訴媒體記者
，在疫情爆發後，針對亞裔社區的仇
恨犯罪不斷增加。

阮東說： 「我從未見過醫師們對
一種傳染病如此恐懼。我們可能看到
下周感染人數增加到100萬，下個月
感染人數增加到400萬。」

阮東表示，新冠肺炎的致死率極

高，每1000名感染者中有15到45人
會死於由新冠病毒造成的相關疾病，
特別是老年人。與會的醫學專家也表
示，美國目前沒有可以預防新冠肺炎
的疫苗，可能還要等12到18個月才
會開發出來。

阮東強調，民眾必須留在家中，
清除病毒最有效的方法是社會隔離和
避免接觸物體和各種表面。對傾向多
代同堂的少數族裔和移民社區來說，
外出工作下班回到家，一定要先更換
和清洗衣物，才能和家人互動。阮東
表示，新冠病毒可以在空氣中存活3
小時，在硬紙箱上存活24小時，在塑
膠和不鏽鋼表面存活72小時。

特納尤維拉斯表示，紐約市現在
正值疫情高峰期，由於病人人數超出
負荷，醫院已經沒有足夠的醫療用品
可以治療所有病人。加州疫情可能還
有一周才會到達高峰，或許還有時間
可以補充醫療設備來因應病人激增，
他們正在嘗試對病情進行輕重區分、
使用遠距醫療服務和其他資源，以避
免大量病人突然湧入。

特納尤維拉斯在洛杉磯服務低收

入社區，並推動醫院成為 「無 ICE
（聯邦移民和海關執法局）區」 ，限
制移民官員逮捕或拘留到醫院看病的
民眾。他指出，ICE拘留中心過分擁
擠，可能會提高病毒的社區傳染能力
。在洛杉磯中南部低收入社區工作的
曼尚達表示，新冠疫情嚴重影響少數
族裔和移民社區的經濟福祉及健康。

他說： 「許多少數族裔民眾無法
不工作，微薄的工資和不充分的保險
福利限制了他們接受治療的機會，並
經常迫使他們即使生病也要工作，從
而提高他們在社區中受感染的機率。
」

曼尚達補充，有限的檢測機會、
語言障礙和其他潛在的疾病，如嚴重
影響部分少數族裔的糖尿病和心臟病
，讓移民和少數族裔面臨更大的感染
和死亡風險。

庫卡尼表示，對亞裔的排外情緒
不斷升高是事實。她舉例，一名小學
生在學校被霸凌者認為是亞裔，遭霸
凌者毆打頭部20多下。庫卡尼表示，
A3PCON過去一個月已經接獲750宗
與新冠肺炎相關的仇恨犯罪報案。

醫學專家：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最壞的時刻還未到來

2020年普查業務調整
我們正在調整或推遲我們的一些

業務,以保護員工和公眾的健康和安全,
並確保我們讓相同的人口被計算在另
一種方式。

2020年人口普查正在進行,美國各
地每天都有越來越多的家庭做出回應
。在整個數據收集過程中,在線、電話
和郵寄的自我回復將繼續。鑒於CO-
VID-19疫情,美國人口普查局正在調
整2020年人口普查行動,以便:
保護美國公眾和人口普查局雇員的健

康和安全。
執行聯邦、州和地方當局關於 COV-
ID-19 的指導。
確保所有社區的完整和準確的計數。
根據調整后的2020年人口普查業務計
劃,隨著地區人口普查辦公室開始恢復
全員工作能力,外地活動將在2020年6
月1日之後恢復。面對面的活動,包括
列舉、辦公室工作和處理活動,將納入
當局為確保工作人員和公眾的健康和
安全提供最新的指導。


	0416THU_A1_Print
	0416THU_A2_Print
	0416THU_A3_Print
	0416THU_A4_Print
	0416THU_A5_Print
	0416THU_A6_Print
	0416THU_A7_Print
	0416THU_A8_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