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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地利生產疫情期間特制水晶球奧地利生產疫情期間特制水晶球
內飾為衛生卷紙內飾為衛生卷紙

奧地利維也納壹家水晶球生產商在疫情期間制作了特殊款奧地利維也納壹家水晶球生產商在疫情期間制作了特殊款
產品產品，，水晶球的內飾是壹卷衛生紙水晶球的內飾是壹卷衛生紙，，底座上印著底座上印著““保持安全保持安全、、
保持健康保持健康、、待在家裏待在家裏”。”。

英國英國9999歲老兵在花園散步歲老兵在花園散步100100次次 為醫護人員籌款為醫護人員籌款

退休的退休的9999歲英國陸軍上尉摩爾在自家的花園裏散步歲英國陸軍上尉摩爾在自家的花園裏散步100100次次，，為抗擊為抗擊
疫情的醫護人員籌款疫情的醫護人員籌款，，本月他也將迎來自己的本月他也將迎來自己的100100歲生日歲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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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 2020年4月20日（星期一）2 視野文
化

■責任編輯：李岐山

黃河西來決崑崙，咆哮萬里觸龍門。位於黃河中
游的山西，北接長城，南控中原，表裡山河。

在這裡，誕生了為全國觀眾講述黃河故事的主
角——陶寺土鼓。出土於山西省襄汾縣陶寺村的國
寶，是迄今為止中國發現得最早的實物鼓。

神聖之鼓鼓響華夏
最早的“華夏民族”到底誕生於哪裡？三皇五

帝是否真實存在？山西博物院講解員韓敏在陶寺遺
址出土文物土鼓前，向參觀者娓娓講述：陶寺遺址
距今大約4,300多年，遺址面積達到430萬平方米。
專家認為陶寺遺址無論是時間還是空間概念上都與
“堯都平陽”的傳說非常吻合。“根據考古證據，
我們推測陶寺人定居在汾河流域，已經掌握了較為
發達的農耕、畜牧以及養殖技術。他們製作的彩繪
陶器和彩繪漆木器技術水平都是相當高的。而且陶
寺人已經學會用歌舞來調節生活的節奏，表達喜怒
哀樂，為了渲染氣氛，他們會借助一些狩獵、農具
或其他的物品來發出聲響，為歌舞助興。在陶寺的
墓葬中出現的土鼓、鼉鼓、特磬等都是可以發聲作
響的早期樂器。”

韓敏介紹，土鼓是陶寺遺存中獨具特色的陶
器，在同一時期的其他遺址中尚未發現。這是中國
鼓類樂器的最早標本，而且都出土於大型墓葬，體
現着墓主人的特殊身份。土鼓以泥質灰陶為腔，頸
與腹部之間附有雙耳，腹部飾繩紋，並貼有泥條，

構成不規則的三角形與菱形圖案，下部有四孔。使
用時，頂端蒙皮用於敲擊，鼓身圓大的腹部成為共
鳴箱，發出聲音。四千多年前的新石期晚期，鼓是
非常神聖的，製作者與擁有者都非一般人，很可能
是氏族、部落的領袖或者是原始祭祀時的大巫師，
作為禮樂器，在祭祀時演奏，或者是作為戰鼓。因
此它反映的是當時最先進的陶器製造水平。

中華陶寺禮樂文明
“禮”的本質是體現等級劃分與秩序，用以確

定上下、尊卑、親疏、長幼之間的隸屬服從關係。
中華民族素有“禮儀之邦”的美譽，禮樂文明是中
華文明的重要特徵，對中國文化產生了廣泛而深遠
的影響。
山西博物院發展部梁育軍介紹，“禮”的起源

時間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時代，距今6,500—5,000
年，距今4,300年左右的山西陶寺文化，禮制已經
趨於成熟，從陶寺遺址出土的大量禮器可以證明。
陶寺遺址是黃河中游龍山時代規模巨大、內涵豐富
的一處的大型遺址，出土了青銅器、帶文字的陶
壺，以及大量宣示王權的禮器。陶寺文化的誕生標
誌着黃河流域早期國家的出現，為探索中華文明起
源和國家的形成提供了豐厚的實物材料。
陶寺墓葬階級分化十分明顯。梁育軍告訴記

者，以3016號墓舉例，該墓葬使用木棺，棺內撒硃
砂，出土有彩繪蟠龍陶盤、土鼓、橐鼓和石磬的樂

器組合，成套的彩繪木器，大量玉禮器，成套的石
質工具和武器，以及代表財富的豬等等。

山西是農耕文明與遊牧文明的地理文化走廊，
是華夏文明的主要發祥地之一，也是多民族、宗教
和文化交流與融合的重要地區。“君不見，黃河之
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身懷絕技的非遺演

出團體——山西絳州鼓樂藝術團作為“國寶守護
人”，在節目現場為觀眾奉獻了一場震撼的擂鼓表
演。山西博物院院長張元成介紹，從《秦王破陣
樂》到《黃河船夫》曲，一千四百年來，絳州鼓樂
擂響的，不僅僅是藝術的氣息，更是中國人自強不
息、百折不撓的英雄氣概。

陶寺土鼓奏響華夏禮樂陶寺土鼓奏響華夏禮樂

黃河文化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黃河文化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華民族的根和魂是中華民族的根和魂。。

以黃河為軸帶的經濟發展史以黃河為軸帶的經濟發展史、、社會演進史社會演進史、、科技進步史科技進步史、、文化孕文化孕

育史育史、、文明交流史文明交流史，，與中華民族繁衍發展息息相關與中華民族繁衍發展息息相關。“。“用音樂做用音樂做

語言語言，，以黃河為脈絡以黃河為脈絡，，穿梭千年歷史穿梭千年歷史，，奏響華彩樂章奏響華彩樂章。”。”中央廣中央廣

播電視總台於近日在央視綜藝頻道播電視總台於近日在央視綜藝頻道（（CCTV-CCTV-33））播出播出《《國家寶藏國家寶藏》》

新春特別節目新春特別節目——《“《“黃河之水天上來黃河之水天上來””國寶音樂會國寶音樂會》，》，聯動黃河聯動黃河

流域博物館聯盟首批流域博物館聯盟首批4848家文博機構家文博機構，，在黃河流域沿線九個省份分在黃河流域沿線九個省份分

別選擇一件代表性文物別選擇一件代表性文物，，以歌舞以歌舞、、器樂演奏等文藝形態器樂演奏等文藝形態，，講述國講述國

寶與黃河文化的淵源故事寶與黃河文化的淵源故事，，極具意義極具意義。。

文文、、攝攝：：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奇霖楊奇霖

訴說訴說國寶國寶與與黃河文化的淵源黃河文化的淵源

■■節目上以歌舞形式講述故事節目上以歌舞形式講述故事。。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陶寺遺址出土的土鼓陶寺遺址出土的土鼓、、橐鼓和石磬橐鼓和石磬。。

■■山西博物院院長張元成山西博物院院長張元成

■■山西臨汾黃河中游的壺口瀑布山西臨汾黃河中游的壺口瀑布。。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數字貨幣真的要來了？
支付寶和微信會被取代嗎？

近日，壹張央行數字貨幣在農行賬戶

內測的照片在網絡流傳開。而且有消息稱，

蘇州市相城區各區級機關和企事業單位，工

資通過工農中建四大國有銀行代發的工作人

員，將在4月份完成央行數字貨幣(DC/EP)

數字錢包的安裝工作。5月，工資中交通補

貼的50%將以數字貨幣的形式發放。

不少人歡呼：數字貨幣，來了！
央行數字貨幣研究所就央行數字貨幣

內測壹事作出最新回應。央行數字貨幣研

究所稱，當前網傳DC/EP信息為技術研發

過程中的測試內容，並不意味著數字人民

幣正式落地發行。數字人民幣目前的封閉

測試不會影響上市機構商業運行，也不會

對測試環境之外的人民幣發行流通體系、

金融市場和社會經濟帶來影響。

那到底什麼是數字貨幣？為什麼要發

行數字貨幣？數字貨幣和支付寶、微信支

付有什麼區別？現金會被全部替代嗎？數

字貨幣會對日常生活帶來哪些影響……這

些問題壹時成為廣大民眾最想了解的內容。

什麼是數字貨幣？
央行數字貨幣究竟是什麼，相信不

少人還是壹頭霧水。

央行數字貨幣就是指中央發行的數

字貨幣，屬於央行負債，具有國家信用

，與法定貨幣等值。

中國央行數字貨幣還跟別的央行數

字貨幣不太壹樣，它的英文簡稱叫做

“DC/EP”。其中：

DC=digital currency就是數字貨幣

EP=electronic payment則是電子支付

此前，央行數字貨幣研究所所長穆長

春對其進行了清晰定義，即“其功能屬性

與紙鈔完全壹樣，只不過是數字化形態”

，“是具有價值特征的數字支付工具”。

定位上，DC/EP是M0替代，而不是

M1、M2。

M0：壹般指的是流通中的現金

M1 ：壹般包括 M0 + 各單位的活期存款

M2：包括 M1 + 居民儲蓄存款 +

單位定期存款 + 單位其他存款 + 證券

公司客戶保證金。

具體來看，央行數字貨幣不計付利息，

可用於小額、零售、高頻的業務場景；使

用時應遵守現行的所有關於現鈔管理和反

洗錢、反恐融資等規定，對央行數字貨幣

大額及可疑交易向人民銀行報告。

央行數字貨幣是法幣，具有法償性，

也就是說，不能拒絕接受數字貨幣。從法

權性講，其效力和安全性是最高的。

央行數字貨幣采取的是雙層運營體系

，先把數字貨幣兌換給銀行或者是其他運

營機構，再由這些機構兌換給公眾。

為什麼要發行數字貨幣？
首先，現有的M0(紙鈔和硬幣)容易匿名偽

造，存在用於洗錢、恐怖融資等風險，而如果

用DCEP代替紙鈔和硬幣，雖然仍然存在上述

風險，但監管難度相對紙鈔和硬幣有所下降。

其次，移動支付越來越普遍，現金

的使用頻率大大降低。

第三，紙鈔和硬幣的發行、印制、

回籠、儲藏、防偽等各個環節成本非常

高，用DCEP可降低這部分成本。

第四，滿足公眾壹些正常的匿名支

付需求。

最後，有利於重塑貿易清結算體系

和推動人民幣國際化。

和支付寶、微信支付有何不同？
央行人士表示，數字貨幣不會取代

微信支付或支付寶。

新網銀行首席研究員、中關村互聯

網金融研究院首席究員董希渺董希渺表

示，央行數字貨幣是法定貨幣，而微信

支付和支付寶只是壹種支付方式，它們的

效力不同。具體來說，機構或個人不接受

支付寶或微信付款，在法律上沒有問題。

但拒絕用戶使用現金或數字貨幣付款就是

違法的。另外，法定貨幣的背後是國家信

用，銀行卡支付的背後是商業銀行信用，

支付寶和微信支付背後則是互聯網企業信

用。這三者屬於不同的層次，國家信用大

於商業銀行信用大於互聯網企業信用。從

用戶視角看，央行數字貨幣使用範圍更廣

，具有無限法償性、強制性，而其他支付

手段並沒有這個功能。相比非銀行支付方

式，央行數字貨幣安全性更高、使用範圍

更廣，而且不用綁定銀行賬戶。

金融科技咨詢公司PANONY聯合創

始人畢彤彤則指出，從民眾的角度，在體

驗上，央行數字貨幣和第三方支付的使用

方式是相似的，都需要移動終端設備。但

央行數字貨幣和支付寶及微信支付最大的

區別在於法權上的不同，央行數字貨幣由

國家背書，等同於法幣。但老百姓個人在

支付寶和微信上的資產其實是壹個記賬，

並且這兩個支付工具都是基於商業銀行結

算。第三方支付工具如支付寶和微信之間

無法進行轉賬，而央行數字貨幣卻可以打

破支付行業的壁壘，在所支持的銀行和支

付工具間實現流通。同時微信和支付寶都

是實名支付的，而央行數字貨幣能給予老

百姓壹定匿名支付的需求。

會沖擊支付寶和微信嗎？
有人分析稱，央行數字貨幣將沖擊

支付寶或微信支付的地位；也有人認為，

支付寶和微信的使用場景已經很豐富，

央行數字貨幣的推出或許不會帶來太多

驚喜。如何看待這個問題呢？

董希渺表示，央行數字貨幣對於支付寶

或微信不存在沖擊與否的問題。數字貨幣的

效力完全不是微信支付和支付寶能夠相提並

論的。數字貨幣正式推出後，必須要使用，

但是微信和支付寶可以不用。也許會出現壹

種可能——使用央行數字貨幣的人越來越多

，使用支付寶和微信支付的人越來越少。不

過，用戶實際上不太關心背後支付方式的邏

輯，哪個好用、方便、安全就用哪個。

畢彤彤指出，央行數字貨幣是否會沖

擊微信和支付寶的市場地位，長期來看，這

是壹個由市場來決定的過程，取決於使用的

便捷性、商業價值、經濟規模等。但理論上

不會對支付寶、微信支付的地位產生影響。

央行數字貨幣會作為壹種補充支付手段進入

老百姓的生活，可以想到的是，未來支付寶

和微信也將接入央行數字貨幣，支付工具的

功能增加了，但是渠道和場景都沒有改變。

舉個簡單的例子，支付寶和微信經常和

壹些商業銀行合作，給消費者壹些滿減優惠

，或者和星巴克、全家等線下消費場景結合

做營銷，但是DC/EP自身作為“法幣”是不

會承擔這些功能的。當然也不排除在推廣階

段，有負責運營的商業銀行為了促進錢包下

載而推出營銷活動。

會對日常生活帶來哪些影響？
董希渺指出，人民幣(紙幣和硬幣)

是法定貨幣，根據法律法規，任何機構

和個人都不能拒絕人民幣使用。同樣，

央行數字貨幣是法定貨幣，是數字化的

人民幣，商戶同樣不能拒絕它的使用，

否則就是違法的。目前，央行數字貨幣

仍在測試之中。將來，隨著央行數字貨

幣落地應用，用戶的支付選擇將更加豐

富，也更加方便快捷。作為整個金融活

動的基礎，更加方便快捷的支付方式有

利於降低交易成本，提高金融運行效率。

畢彤彤表示，數字貨幣的落地不會

壹蹴而就，會有壹個普及的過程。但可

以肯定的是，央行數字貨幣DC/EP的發

行及落地，將會更進壹步推動中國“無

現金社會”的發展進程。對民眾來說，日

常生活中使用“電子現金”的場景會進壹

步增多。而偏遠地區的百姓將更會體會到

央行數字貨幣的好處。比如政府或者機構

向個人發放現金補助，過去可能存在壹些

人沒有銀行賬戶，或者出現貪汙資金的腐

敗現象，但有了央行數字貨幣後，只要每

個人下載並註冊壹個央行數字貨幣錢包，

組織者直接進行投放會更便捷透明。

現金會被全部替代嗎？
央行數字貨幣的落地會全部取代現金嗎？

董希渺表示，數字貨幣不可能完全取

代現金。至少從目前來看，還存在壹些技

術上的限制。另外，由於用戶習慣不同，

不是所有人都習慣這種支付方式。比如壹

些年紀大的人可能就不接受數字貨幣。

畢彤彤稱，央行數字貨幣在壹定時期內

不會完全取代紙質貨幣，它會作為老百姓日常

消費時支付手段的壹種補充。邁向“無現金社

會”是壹個長期的過程，不可能壹蹴而就，可

能需要幾十年或上百年才真正能實現。

離線支付有何技術支撐？
央行的數字貨幣在離線狀態下可完

成支付，背後有怎樣的技術支撐？這是

央行數字貨幣的壹大優勢嗎？

董希渺透露，目前還不清楚央行數字

貨幣采用何種技術支持離線使用。現在大

多數的非接觸式支付，依賴於近場通信技

術(NFC)。可在離線狀態下進行使用，這壹

點確實比微信支付、支付寶更有優勢。實

際上，此前Apple Pay等非接觸式支付，在

離線使用方面已經很成熟了。

畢彤彤稱，央行數字貨幣的壹大特征

便是“雙離線支付”，要實現雙方在都沒有

網絡的情況下進行交易，這無疑是壹個技術

難題，也體現了央行數字貨幣的技術優勢。

這個技術支撐可以從專利壹探究竟。

根據我們此前對央行數字貨幣相關專

利的梳理，央行數字貨幣研究所發布了

“使用數字貨幣芯片進行離線支付的交易

及方法”，中國工商銀行發布了“基於數

字貨幣的離線支付方法、終端及代理投放

設備”和“基於區塊鏈的離線支付系統及

方法”，均借助了區塊鏈和非區塊鏈的方

式，通過收付款標識、數字證書、非對稱

加密等關鍵技術實現“雙離線支付”的特

性。當然也有業內人士指出，目前披露的

專利尚未說明如何在雙離線情況下解決“雙

花問題”，這還需要更多的技術專利披露。

當然，這個問題也可以通過法制手段來防範

作惡動機，並在發生後進行追付。

數字貨幣會帶來哪些新問題？
隨著數字貨幣時代的到來，哪些新

的問題可能凸顯？

董希渺表示，我覺得這件事很好。因

為數字貨幣方便快捷，就像我前面提到的

，對整個社會來說，數字貨幣的落地應用

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金融運行效率，

同時還可以防範洗錢等非法活動。不過，

現在還處於測試階段，正式應用乃至大規

模推廣尚需時日。大家感知並認識數字貨

幣優勢，也還需要壹段時間。



BB44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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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sting 醫療診所
毛誌江醫生 MD PHD. 40 多年臨床經驗

主治 

家庭全科/專治打呼嚕/睡眠健康/心血管健康/精力不濟
亞健康/移民體檢/常規體檢/遠程診斷/遠程視頻會診

Tel:346-777-6688 
地址： 6918 Corporate Dr, A-13,Houston, TX 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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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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B55美南電視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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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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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二       2020年4月21日       Tuesday, April 21, 2020



BB66休城新聞

休城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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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裔商會將募10萬元﹐向當地餐館購買餐食﹐送弱勢族群

重啟德州第一步﹕德州州立公園於20日重新開放

▲▲ 亞裔商會副主席李雄亞裔商會副主席李雄（（左左））與美國華人聯合與美國華人聯合
會榮譽主席白先慎會榮譽主席白先慎（（右右））接受本台獨家專訪接受本台獨家專訪
【美南新聞記者蕭永群報導】隨著疫情蔓
延﹐華裔遭受貼標籤﹑歧視等問題逐漸升溫
﹒對此亞裔商會與美國華人聯合會認為﹐
與其和政治人物口水戰﹐更應從「提升亞裔
正面形象」著手﹐將募集這陣子亞裔社團所
做的各項善舉﹐在主流媒體中打廣告﹒
本月初﹐德州第二十二國會選區的候選人

凱瑟琳·沃爾
﹐在競選視頻
廣 告 中 把 已
經 被 束 之 高
閣的「中國病
毒」說法再次
提出來﹐遭到
德 州 地 區 16
個 亞 裔 團 體
大 力 反 彈 ﹒
美 國 華 人 聯
合 會 榮 譽 主
席 白 先 慎 教
授 聯 合 各 大

社區﹐撰寫了一封公開信﹐譴責如此加深歧
視與仇恨的言論﹒
白先慎教授與亞裔商會副主席李雄接受本
台專訪表示﹐如今政治人物透過這些爭議
性言論「博眼球」﹑尋求關注﹒亞裔要做的
事情不是與他們爭辯﹐淪為政治的口水戰﹐
而是要真正做出對疫情有貢獻的事情﹐讓
主流看到亞裔對美國的貢獻﹒

李雄表示「亞裔美國人也是美國人」﹐他們
並沒有要針對政黨攻擊的意思﹐然而政治
人物不慎的言論﹐會造成華裔族群的緊張
與害怕﹐舉例來說這陣子華人買槍自保
的情形屢見不鮮﹒
他也指出﹐目前亞裔商會要做的事情便
是要改變「為善不欲人知」的想法﹒他表
示亞裔商會在這段期間捐贈了許多物資
﹐除了亞商會之外﹐許多亞裔社團也都做
了很多貢獻﹐因此希望集結這些社團的
努力﹐在主流媒體上做大型的宣傳﹐讓其
他族裔看到亞裔的力量﹒他也喊話﹐若
各亞裔社團有捐贈物資﹐請與亞商會聯
絡﹒
此外﹐他更指出目前正在規劃一項「送餐計
畫」﹐希望募得約10萬元﹐向休斯頓當地各
大餐館購買總共一萬份餐點﹐並將這些餐
食送到需要的人手中﹐如長者﹒不僅幫助
商家﹑還照顧到弱勢族群﹐具有實質效益﹒
李雄表示這項計畫是由張少歐醫師提出﹐
並讚是很好的構想﹒因為餐館是休斯頓當
地第四大產業﹐許多華人也靠開餐館起家

﹒目前希望能號召募資﹑列出捐贈團體﹐順
利推動這項計畫﹒
美國聯合華人會也持續在進行送餐計畫﹐

白先慎表示目前正著手跟全美國各地團體
連線﹐將全美華裔群體集合起來做這項送
餐活動﹐衝擊力道是不同的﹒
白先慎也指出﹐目前全球各地華人團體都
在動員做好事﹐他認為做好事就要高調地
做﹐特別亞裔在此是少數民族﹐要幫自己爭
取話語權﹒

【美南新聞記者蕭永群報導】隨著
德州州長上周宣布重啟德州計畫﹐
第一步迎來的就是20日的「州立公
園開放」﹐而這項計畫卻引起德州
西部一些地區的隱憂﹐因為當地新
冠肺炎疫情並未有放緩趨勢﹒
德州公園和野生動物局開放了在
線預訂的一日通行證﹑遊覽和露營
的訊息﹐並根據州長艾伯特的命令
﹐將在周一重新開放公園﹒但至少
在埃爾帕索（El Paso）﹐市長馬戈
（Dee Margo）說﹐目前兩個受歡迎
的景點﹕富蘭克林山脈（Franklin Mountains
）和韋科坦克（Hueco Tanks ）國家公園將
保持關閉﹒
根據州長這項命令﹐平日白天州立公園將

會開放﹐但還未開放露營過夜﹐且入
園會受到一些限制﹐包括民眾必須戴
上口罩﹑與其他人保持六呎的距離﹐
而且不允許超過五人的團體﹒

德 州 公 園 和 野 生 動 物 局 執 行 官 Carter
Smith表示﹐「在艱難的時刻﹐我們要為德克
薩斯家庭提供戶外體驗和機會﹒我們一直

在與州內各地社區的合作夥伴努力合作﹐
以保護我們的州立公園遊客﹑志工和工作

人員來州立公園時的安全﹒」並指出「在暫
時關閉的期間﹐我們的州立公園團隊一直
在對公園設施進行清潔和消毒﹐處理例行
維護項目﹐並確保制定必要的安全規程
﹒」
大多數州立公園都將於20日開放﹐但是
有些公園由於人員有限﹑天氣原因或正
在進行施工﹐可能會保持關閉狀態﹐詳情
請見各大公園的網站﹒
此外﹐參觀者在前往公園之前﹐必須預先
購買日票﹐並通過德州州立公園預訂系
統列印日用許可證﹒可以通過 www.
texasstateparks.org﹐或致電（512）389-8900
進行日間預訂﹒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導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導】】美國眾美國眾
議院議長南希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周日佩洛西周日（（44月月1919日日））
給特朗普總統賦予給特朗普總統賦予““ FF”（”（FailureFailure 失敗失敗
））稱號稱號，，意指他在冠狀病毒大流行期間意指他在冠狀病毒大流行期間
是是““軟弱的軟弱的””領袖領袖，，並承諾盡管最近遇並承諾盡管最近遇
到了麻煩到了麻煩，，但國會將但國會將““很快很快””達成協議達成協議
，，增加增加25002500億美元以補充提供給可寬恕億美元以補充提供給可寬恕
貸款的小型企業貸款的小型企業。。

佩洛西自2017年以來首次接受《福克
斯新聞週日》採訪，她指責特朗普在製定
一項以使該國擺脫已經關閉大部分經濟的
大流行病的計劃時無視科學證據。

領袖應承擔責任，所以我說他是一個
軟弱的領袖，他不想承擔任何責任。佩洛
西說：“他把責任歸咎於他人。” “這以
前還可以，但是我們不能繼續前進，我將
再次回到科學、科學、科學，以及關於我
們應該如何前進的數據上。”

特朗普上周宣布了他的開放計劃，盡
管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所長安東尼·福
西博士說，佩洛西仍然對總統持批評態度
，他說該計劃的第一階段，如果執行得當
，可以為該計劃提供足夠的測試工作。

當被問到她是否相信福西時，佩洛西
說她確實相信他，但是她仍指出了所謂的
“失敗”，以至於沒有證據表明政府已經
採取了足夠的措施。

“但是我們還是很晚，那是失敗的。
總統得到一個 F，測試失敗。”佩洛西說
。 “但是福西博士是對的，如果他做得正
確，但他還沒有做。我認為當他說“如果
執行得當”時，就表示尚未完成。

主持人克裏斯·華萊士（Chris Wallace
）反對佩洛西的說法，稱佩洛西在 3 月之
前沒有足夠認真地對待這種流行病。她在
視頻中展示了她2月24日沒有戴著面具走
在唐人街的街道上，並鼓勵遊客去那裏的
經曆。佩洛西在視頻中說，那裏“非常安
全”。

佩洛西堅持認為，這並不是她輕率地
對待冠狀病毒爆發的一個例子，並聲稱這
僅意味著“結束歧視、汙名化亞裔美國人
社區”。

特朗普和其他共和黨人最近幾天抨擊
了佩洛西，因為她拒絕立即批准向“工資
單保護計劃”增加資金，該計劃向小企業
提供可寬恕的貸款以支付其僱員的工資和
其他費用，而他們卻因在職期間而遭受痛
苦。該計劃最初的3500億美元已經用光了
，但民主黨人不會在不解決其他問題的情
況下增加共和黨要求的2500億美元。

佩洛西說：“我們想在那裏增加更多
的錢，盡管我們支持我們的警察和消防，
醫護人員，護士和老師，這是非常緊急的

。”她說：“這就是州和地方政府的目的
，正在滿足冠狀病毒的需求。我們所做的
一切都是關于冠狀病毒的，請明白這一點
。”

盡管迄今為止白宮與國會已經陷入僵
局，但佩洛西聲稱，達成交易方面已經取
得了進展，小型企業在不久的將來會有所
緩解。

她說：“一旦我們達成協議，他們將
有更多的錢，這將是很快的。” “而且我
認為人們會非常高興，因為這些小企業必
須在一個社區內蓬勃發展，而健康對於他
們的開放至關重要。”

關於國會的行動方式，佩洛西解決了
可能的規則變更，以允許暫時進行遠程投
票。國會發言人過去對此表示反對，但是
說，規則委員會主席吉姆·麥戈文和內務管
理委員會主席佐伊·洛夫格倫說，代理投票
在憲法和基於安全的要求內是可行的。

“我接受了他們的推薦，這不是改變
，我的態度始終是，如果可能的話，讓我
們看看有什麽選擇，” 佩洛西說。 “這就
是他們回來後說的可能性，我們將看到，
它必須是兩黨的。我們將在過道的另一端
看到我們的同事們的情況，我認為有些開
放。”

國會議長佩洛西指責特朗普是國會議長佩洛西指責特朗普是““軟弱的領袖軟弱的領袖””
““冠狀病毒應對方面失敗冠狀病毒應對方面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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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金融美南金融 財富週報財富週報
盡覽金融市場動態盡覽金融市場動態，，探討投資理財策略探討投資理財策略

【【撰稿人：Yingying Xu, Financial Advisor, FINRAYingying Xu, Financial Advisor, FINRA
Registered Investment Advisor (RIA)Registered Investment Advisor (RIA)】】上周美股延續了上周美股延續了
之前的增長勢頭之前的增長勢頭，，各大指數在周五收盤時均有上漲各大指數在周五收盤時均有上漲，，石油股和科石油股和科
技股漲幅最大技股漲幅最大。。三月經濟數據和企業季度盈利數據在本月陸續出三月經濟數據和企業季度盈利數據在本月陸續出
台台，，整體都大大低於之前預期整體都大大低於之前預期，，顯示了病毒導致的經濟暫停後影顯示了病毒導致的經濟暫停後影
響巨大響巨大。。除了最初的救市資金除了最初的救市資金，，聯邦政府又增加了中小企業的貸聯邦政府又增加了中小企業的貸

款金額和對州市級政府的授信款金額和對州市級政府的授信。。隨著疫情出現減緩跡隨著疫情出現減緩跡
象和各國政府開始考慮重啟經濟時間表象和各國政府開始考慮重啟經濟時間表，， 投資者對投資者對
市場回暖的預期增強市場回暖的預期增強。。美國政府已出台聯邦指導方針美國政府已出台聯邦指導方針
分階段重啟經濟分階段重啟經濟，，德國政府也宣布逐漸放鬆社交隔離德國政府也宣布逐漸放鬆社交隔離
限制限制。。截止上週五截止上週五，，道瓊斯工業指數收盤道瓊斯工業指數收盤 2424224242 點點
（（週漲幅週漲幅22..22%%，，年跌幅年跌幅1515..99%%），），標普標普500500指數收盤指數收盤
28752875點點（（週漲幅週漲幅33%%，，年跌幅年跌幅1111%%），）， 納斯達克收盤納斯達克收盤
86508650點點（（週漲幅週漲幅66..11 %%，，年跌幅年跌幅33..66%%）。）。
市場分析及投資建議：
上週一系列經濟數據出爐。新增失業申請連續三週增

長，上週超5百萬，總失業及被休假人數高達2千2百萬
人，這相當於把自2009年3月以來的所有新增工作崗位

全部清零。零售業比去年同期下降16%。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
中國第一季度GDP同比下降6.8%，給其他受疫情打擊稍晚的國家敲
響了警鐘。

雖然上週出爐的數據令人沮喪，且四月數據預計將會更加低迷
，但分析師指出，疫情開始前美國經濟基本面堅挺，此次熊市是由
非經濟原因造成的暫時性事件，目前要做的是如何避免暫時性衰退
延長至持久性衰退。由於低利率環境，及眾多受疫情影響的企業和

個人在近期無法按時還貸款，銀行系統也受到不良影響。但此次和
2008年金融危機不同。由於金融系統自上次危機後監管力度加強，
有足夠資金應對此次衰退，並會協調政府執行救市方案，發放貸款
和授信。上週的市場似乎更加註重政府救市對經濟的利好作用，救
市方案增加了整體市場的資金流動性，對受打擊企業發放貸款和對
民眾發放支票的舉動，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病毒對經濟的重創。上週
五市場比起3月底的最低點（34%跌幅）已上漲了28.5%。雖然美國
案例每天還在增長，但社交隔離已證明有效，對未來新增案例和死
亡人數的預期也比三月時樂觀。 Gilead吉利德公司的抗病毒藥物、
Abbot雅培公司的快速測試方法、及Johnson & Johnson強生公司的疫
苗研製，都給民眾帶來了希望。上週聯邦政府給出了美國經濟分階
段重啟指導方針，一些疫情案例不高的州會率先重啟，東西海岸受
疫情影響嚴重的州已開始製定重啟方案。

市場近期出現部分迴轉跡象，但大規模震蕩的可能仍然很高。
一些被低估的優質公司股票，雖然短期不一定有太大起色，但疫情
緩解經濟恢復正常後會快速反彈，建議考慮增持。高質量的投資產
品，無論是股票還是債券，通常抗壓能力都較強。市場低迷時多樣
化佈局比以往更加重要。如果投資組合中產品太單一，行業太集中
，那必然風險性增大。可以利用近期市場部分回暖時調整組合，佈
局多領域，多樣化分散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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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病毒感染人數繼續增加

（（本報訊本報訊 ））截止到週一上午截止到週一上午,, 大休大休
斯敦地區病毒感染人數斯敦地區病毒感染人數 73267326人人,, 呈繼續呈繼續
增加之勢增加之勢，，146146人死亡人死亡,,17281728人痊癒人痊癒..

德州感染人數德州感染人數 1892318923人人，，477477人死亡人死亡
。。

全美感染人數全美感染人數 765613765613，， 4062040620 人死人死
亡亡。。

以下是疫情相關新聞以下是疫情相關新聞：：
德州公共電力機構今天向電力消費德州公共電力機構今天向電力消費

者發出警告者發出警告，，因病毒導致的德州災難電因病毒導致的德州災難電
力紓困項目正在為失去工作的用戶提供力紓困項目正在為失去工作的用戶提供
必要的幫助必要的幫助，，但是電力機構提醒消費者但是電力機構提醒消費者
，，不要在第叁方機構進行註冊登記不要在第叁方機構進行註冊登記，，以以
免個人信息被盜用免個人信息被盜用。。

目前正在進行的這項電力紓困項目目前正在進行的這項電力紓困項目
將至七月截止將至七月截止，，需要的居民可以通過電需要的居民可以通過電
話或者網站註冊話或者網站註冊

電話電話：：866866--454454--83878387

網站網站：：txcovidtxcovid1919erp.org.erp.org.
德州州長德州州長44月月2020日宣布逐步解除德日宣布逐步解除德

州針對病毒蔓延的限制措施州針對病毒蔓延的限制措施。。具體時間具體時間
表如下表如下：：

44月月2020日日
德州州長下達執行令允許開放德州德州州長下達執行令允許開放德州

公園公園，，但遊人需戴口罩但遊人需戴口罩，，保持保持66英尺社英尺社
交距離交距離，，團體人數不超過團體人數不超過55人人。。

44月月2222日日
放寬醫療機構的治療範圍放寬醫療機構的治療範圍，，取消一取消一

些限制要求些限制要求。。
44月月2424日日
允許非必要的商家包括餐廳可以提允許非必要的商家包括餐廳可以提

供網上送貨服務供網上送貨服務，，以及網上訂購以及網上訂購，，開車開車
提取的方法提取的方法，，要求員工佩戴口罩要求員工佩戴口罩，，進行進行
必要檢查以及工作時保持社交距離必要檢查以及工作時保持社交距離。。

44月月2727日日
州長將宣布重啓經濟的新的計劃州長將宣布重啓經濟的新的計劃。。

走眼的行家
明朝嘉靖年间，青阳县县城里有一

家周记古玩铺，铺子的主人名叫周一青

。这年三月的一天，周记古玩铺忽然失

了一场大火，房倒屋塌，家当被烧得一

干二净。周一青欲哭无泪，只得在铺子

的废墟旁，搭建了几间窝棚，供一家人

容身。

这天，周一青望着那片废墟发了一

阵呆后，忽然想到：铺子里的古玩都被

埋在了废墟下，也许有一两件仍完好无

损，我何不将它们挖出来，用以渡过眼

下的难关？

挖了三天，周一青把废墟都挖遍了

，却没能发现一件完好无损的古玩，就

在他大失所望之时，忽然，他看见了一

只铁皮箱。

望着那只铁皮箱，周一青想了起来

，它是三年前离世的父亲周掌柜留下来

的，父亲在世时，一直精心保管着它，

并不止一次地叮嘱过，平时千万不要打

开它！由此看来，里面说不定收藏着可

以救急的奇珍异宝！如果确实如此，周

家便能凭借这只铁皮箱东山再起！

这么一想，周一青便急忙弄开了那

只铁皮箱上的一把大锁，只见箱子里果

真放着许多东西，有瓷碗、瓷碟，还有

一只瓷香炉。可他捧起那些物件，逐一

仔细看过之后，却是大失所望。

原来那些物件，竟然都是寻常之物

，没有一件是古玩！周一青疑惑地想：

这些物件都不值钱，父亲为何把它们都

当成宝贝似的锁在了铁皮箱里？

周一青正发着愣，一位四十多岁的

男子走了过来。那人名叫程发，是个贩

子，一向爱占别人的便宜，他伸头往那

只铁皮箱内看了看，忽然道：“周老板

，这只瓷香炉原本是我家的，十年前，

被你的父亲买了去。”

程发说，十年前的一天，周掌柜忽

然来到他的家中，要花五十两银子买走

他家的一只瓷香炉，当时他担心卖便宜

了，于是把价钱往上抬了五两。周掌柜

没有还价，掏出五十五两银子，当场买

走了。从那天以后，他就没有再见过它

，没想到今天竟又见到了它。

听完程发的一番话，周一青大吃了

一惊，心想：这只香炉非常普通，值不

了几文钱，父亲肯定是受骗了！

见周一青又发起了愣，程发摇了摇

头，刚想离开，周一青却一把拉住了他

的胳膊：“程发，这只瓷香炉根本不是

什么古玩，你得把从我父亲手里骗走的

那五十五两银子，退还给我！”

程发把眼一瞪：

“我哪里骗了你父亲

？你父亲做了一辈子

古玩生意，是远近闻

名的大行家，他岂能

不识货？”

程发说完话，抬

腿又要走，周一青却

硬拽着他不放，非要

他退银子不可。程发

恼了：“周一青，你

别想糊弄我！李记古

玩铺的李掌柜是我的

朋友，咱俩去一趟，

让李掌柜鉴别一下，

这只瓷香炉到底是不

是古玩。”

转过两条街，就到了李记古玩铺。

李掌柜仔细看过那只瓷香炉后，对周、

程两人说道：“这只是一只非常普通的

香炉，根本不是什么古玩。”周一青等

的就是这句话，他又一把拽住了程发的

胳膊，催促程发快退银子。

程发傻了眼，他万万没想到竟鉴别

出这么个结果，但他哪里愿意退银子，

于是，他眼珠一转，道：“周一青，这

只香炉是你父亲主动从我手里买走的，

哪有退银子的道理？你父亲这位大行家

，当时一定看走了眼，既然是他看走了

眼，凭啥让我退银子？”

周一青哪里肯相信他的父亲会看走

眼，买下这件不是古玩的“古玩”，于

是，他把程发的胳膊拽得更紧了。程发

急了，使劲地推搡起来。眼看两人就要

扭打到一处，李掌柜连忙道：“周老板

，我相信你父亲周掌柜不会看走眼，但

我知道，他确实买下过不是古玩的‘古

玩’。除了这只香炉，周掌柜还曾经花

了五百两银子，买下马老板的一个瓷盘

，而那个瓷盘也很普通，根本不是什么

古玩！”

听了这话，程发一脸讥笑：“周一

青，你要银子，就去找马老板要吧！五

百两银子，那可是一大笔呢！”周一青

怔了怔，慢慢松开了拽住程发的手，向

李掌柜询问起详情来。李掌柜比画着，

说出了那只瓷盘的模样。然后又说，他

曾在马老板家，无意中看见周掌柜从马

老板的手中买走了那只瓷盘。当时，他

犹豫再三，没有告诉马老板那只瓷盘不

是古玩的真相，也没有提醒周掌柜。一

年后的一天，他在街上偶遇了马老板，

终于忍不住，将那只瓷盘不是古玩一事

说了出来……

听完李掌柜的一番话，

周一青不禁一阵惆怅，此时

的他不得不相信，他的父亲

尽管是位大行家，但确实走

过眼！

回到窝棚，周一青在那

只铁皮箱里翻找了几遍，都

没能找到李掌柜所比画的那只瓷盘，但

他还是决定去一趟马家。他是这样打算

的：马老板早就知道了那只瓷盘不是古

玩，如果我找上门去，他也许会退还那

五百两银子——只要他不似程发那般无

赖！

周一青知道，马家搬到了四百里外

的庐江县县城。第二天，他便早早上了

路。

赶到庐江县县城，周一青打听一番

后，走进了马家的大门。一进入马家的

花厅，他一眼便看见了一个古董架，在

古董架正中的位置上，放着一只瓷盘，

与李掌柜所比画的一模一样！

与马老板寒暄了几句后，周一青说

出了他的铺子被烧一事，以及他的来意

。

马老板大吃一惊，连忙询问失火的

详情，然后，他拿出一张五百两的银票

，塞到周一青的手里，红着脸道：“其

实，我早就应该退还银子，而且，我早

就知道了，你父亲花费五百两银子买走

我的瓷盘，并不是因为他看走了眼，而

是因为他想帮助我。我还知道，他因为

同样的原因，以相同的方式，帮过其他

邻居、街坊……”

原来，周掌柜年幼时，曾经落过水

，被淹得只剩下了一口气，幸好被一位

街坊冒险搭救。长大后，他因此格外古

道热肠，见不得别人遇上为难之事。十

年前，程发的老婆病重，医光了家中的

银子，程发急得团团转，在这节骨眼上

，周掌柜找上门去，以五十五两银子的

价钱，买下了程发的那只瓷香炉。这样

一来，程发便有了银子，治好了老婆的

病。

十一年前，马老板因为做生意，被

人骗得倾家荡产，想死的心都有，好在

周掌柜及时上门，买走了那只瓷盘。于

是，马老板重新看到了希望，用那五百

两银子做本钱，重新做起了生意。

本来，周掌柜可以出借银子帮助街

坊、邻居，但他因为不愿意看到他们为

还债而着急，所以，每当有人遇到为难

之事时，周掌柜总是买走他们家的一件

不是古玩的“古玩”……

马老板的一番话，让周一青恍然大

悟：怪不得那只铁皮箱里，被父亲藏着

那么多不值钱的东西呢，原来它们都是

这个来路！

揣起那张银票，周一青指着古董架

上的那只瓷盘，问道：“这只瓷盘为何

与李掌柜所说的、被我父亲买走的那只

一模一样？”

马老板回答道：“那是因为，我有

两只一模一样的瓷盘——另一只被你父

亲买走了，现在，我把剩下的这只当成

了真正的宝贝！”

在马家歇息了一晚，第二天，周一

青向马老板辞行。马老板道：“我随你

一道去青阳县——我想去看望一下以前

的那些街坊、邻居们。”于是，两人一

道上了路。一路上，周一青都在感慨地

想：幸亏马老板不像程发那样耍无赖，

有了这五百两银子，我就可以将房子重

新建起来，不用住那又小又矮的窝棚

……

回到青阳县城，马老板急着去看望

街坊、邻居，周一青则在窝棚里，与全

家人商量起了建造房屋之事。正商量着

，许多街坊、邻居走了过来，让周一青

打开那只铁皮箱。周一青纳闷地打开了

那只铁皮箱，街坊、邻居们一个接一个

地掏出银子，塞到了周一青的手里，拿

走了铁皮箱里的物件，并说那些不是古

玩的物件，都是前些年，周掌柜从他们

手里买走的，现在，他们要将银子退还

给周家。不一会儿，铁皮箱里只剩下了

那只瓷香炉。

周一青拉住一位街坊，问他们为何

知道了那些物件不是古玩。那街坊告诉

周一青说，刚才，马老板挨家挨户地说

出了周掌柜前些年曾经帮助过他的事，

并让大伙儿去看看周家的那只铁皮箱里

，有没有被周掌柜当成古玩买去的各家

物件……

周一青这才明白了马老板要与他一

道回青阳县的用意。这时，程发一路小

跑，来到了周一青的面前，把几锭银子

往周一青手里一塞：“周老板，这是五

十五两银子，我退还给你。刚才，听了

马老板的一番话，我才意识到当年周掌

柜确实是为了帮助我家，才买下了那只

香炉。如果不退还银子，我还算个人吗

？”说着，程发捧起那只瓷香炉，回家

去了。

周一青清点了一下被退还的银子，

竟有五百多两。他想：加上马老板退还

的银票，除了建起房子，剩下的银子可

以当本钱，做些生意，一家人的生计便

算是有了依靠，真是太好了！如果当年

父亲没有用这些银子帮衬别人，它们一

定会在那场大火中，毁于一旦……

正想着，马老板走了过来，掏出一

张银票，塞到周一青的手里，道：“我

借给你一千两银子，你将古玩铺重新开

起来吧。周老板，你要记住，你之所以

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全是因为你父亲当

年帮助过别人，我希望你以后也能成为

一个愿意帮助别人的人……”周一青听

后，连连点头。

马老板回庐江县去了。周一青忙着

建起了房子，三个月之后，他的古玩铺

重新开了张。

周一青不知道，马老板对他瞒下了

一桩事情：十年前，当李掌柜将那只瓷

盘不是古玩一事告诉马老板之后，马老

板当天就将五百两银子退还给了周掌柜

，取回了那只瓷盘——如今摆放在马家

古董架上的，正是那只瓷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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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中國1949 年建國之初，毛澤東
主席自稱中國是屬於第三世界，因此所定
之國策，對美英法等西方國家，屬於敵對
一方，而中方的一貫外交思路，亞非拉(
亞洲、非洲、拉丁美洲)是對外交往的主
軸。猶記上世紀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國
務院總理周恩來三度出訪非洲；對於歐美
大陸，則不屑一顧。而一九七一年中華人
民共和國之所以能夠加入聯合國，毛澤東
說：這是 「非洲兄弟將我們抬進 入聯合
國的」 ；到了1966 年文化大革命期間，
儘管中國經濟凋蔽，卻仍然出盡全力，在
非洲大陸，建設一條近二千公里的 「坦贊
鐵路」 。表面上雖然說是中坦贊三國共同
攜手興建。實際上中國是既出資金、又出
人力，大批鉄路工程人員遠征非洲多年，
在某程度上而言，等於是中國送給坦桑尼
亞及贊比亞兩國的宏觀禮物。鉄路啟動之
日，非洲兩個國民固然是萬人空巷擁擠在
鐵軌兩旁。西方記者也湧來一觀究竟。坦
贊兩國領導人在致詞感謝中國政府及子民
時，數度痛哭流淚。何解？中非人民親如
同志加兄弟也。

從中非兩國友好歷史再轉到近日4 月
初在廣州發生的 「歧視非洲國家公民事件
」 後，不少熟悉這段歷史的人都會問：今
天的中國是否已轉軚向西方的歐美，而不
需要非洲國家的友好支持了嗎？

中國近代外交有一大部分是與亞非拉
有關，當中非洲更是舉足輕重。當年中國

加入聯合國的聯大第2758號決議 「恢復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組織中的合法權
利問題」 ，在投下贊成票的七十六個國家
中，非洲國家佔了二十五個，是總數的三
分一。今次發生在廣州被逐的非洲國家公
民，包括尼日利亞人，當年在聯合國投票
表決時，尼日利亞是贊成新中國成為聯合
國成員，踢走台灣的其中一國。

就算加入聯合國之後，中國與亞非拉
的關係並無轉淡。一九七三年，北京舉行
亞非拉乒乓球邀請賽，有八十六個非洲國
家及地區參加，那是當時世界乒壇的一件
大事。還記得曾經有一套中國郵電部為這
次比賽發行的郵票，可惜我在香港搬家移
民來美國時，幾本郵冊全部不翼而飛、不
知所終，這是我人生史上一件可惜的憾事
。

其實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美蘇
冷戰年代，共產國家也是很重視與非洲關
係，六十年代初，蘇聯在莫斯科成立盧蒙
巴大學，這所大學以剛果獨立後首任總理
盧蒙巴來命名，專門為非洲國家培訓人才
。到了蘇聯解體後的一九九二年，才改名
俄羅斯人民友誼大學。中國也在非洲留學
生身上投入不少資源，一九九四年我有一
位任職於香港星島日報記者的學第向我興
嘆： 當年他從香港飛去非洲採訪盧旺達
大屠殺時，就在毗鄰國家扎伊爾的一個小
鎮遇上，竟然會遇上一位囗講流利普通話
的當地官員，一問之下，原來對方是北京

師範大學畢業生，難怪他講出來的 「國語
」 ，跟 「北京話」 一模一樣，令我這位學
弟的香港記者，也自愧弗如。

要客觀地觀看今次發生在廣州 「驅逐
非洲黑鬼的事件」 ，先要看一看廣州的城
市實況。迄今為止，廣州城市內，大概居
住有6000 多名非洲黑人及其家眷，這當
中包括一些跟非洲黑人組織了家庭的原廣
州女子。廣州之所以有過半萬黑人來廣州
生活工作，全因為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國大
陸被鄧小平一聲號令 「開放」 後，中國商
家學生固然走向歐美營商求學；而非洲大
陸上的國民，也相應地跑來中國，冀求新
生。廣州乃廣東省省會，由清朝起，己是
中國對外開放的南部大城市之一。氣候溫
和、百業興旺，遂被非洲國家民眾一眼看
中，成為來華經商謀生的首選城市。

近月來因應新冠肺炎 「境外輸入」 的
病例增加，廣州加強監察當地居住的外籍
人士，發生攔截尼日利亞男子的外交風波
。近日也有西方媒體指在廣州的非洲人，
被房東及酒店趕走，流落街頭。

近日微博更傳出一段 「不准非裔進入
廣州一家麥當勞影片」 一名麥當勞女職員
手持通告，上面寫 著 「即日起不准黑人
（Black people）進入」 、 「請聯絡警方
進行醫學隔離」 。

多個非洲國家近日集體投訴，指廣州
涉嫌在疫情期間歧視他們的國民引發外交
風波。雖然廣州市政府和中國外交部均稱

一視同仁對待，但微博傳出一段不准非裔
進入廣州一家麥當勞影片，此刻影片已被
刪除，但中國麥當勞已證實事件並道歉。

香港媒體引述據駐上海的英文媒體
《Shanghaiist》報導，指中國麥當勞已證
實，一名非洲男子進入廣州一間麥當勞時
， 被 告 知 不 可 進 內 。 麥 當 勞 回 覆
《Shanghaiist》的查詢時，就事件致歉，
又指要求 「立刻停止有關行動」 ，亦會向
員工提供半天 「多元及包容」 的培訓，並
會要求旗下員工亦接受培訓，防止同類情
況再發生。

回覆指出，麥當勞中國 「堅決反對任
何針對特定人群的差異性做法，對歧視性
言行零容忍。為進一步加強教育，該餐廳
已於4月12日下午停業半天並進行相關培
訓，防止此類事件再次發生」 。

此外，麥當勞中國公司也在影片下方
回覆說： 「親愛的博主，麥當勞獲悉後立
即展開調查。對這家餐廳給顧客造成困擾
與不安，我們深感抱歉。該餐廳被責令立
即停止相關操作」 。

但麥當勞中國的這則回覆並沒有說明
這家分店的具體位置。

廣州市長稱，廣州所進行的檢疫，實
在乃 「一視同仁」 ，沒有特別針對當地;
黑人。

非洲駐華大使協會致函中國外長王毅
，對相關事件表達關注，為中非關係投下
陰影。

今次廣州針對非洲國家公民的事件發
生後，非洲聯盟主席召見中國大使表示不
滿；個別國家如尼日利亞，議長亦召見中
國大使，交涉過程更被放上網。這次事件
看來未必可以迅速消弭影響，疫情過後，
世界秩序勢必重組，非洲國家的支持對中
國至關重要，畢竟去到聯合國，一國就是
一票。此刻的中國外交部官員，恐怕是相
當頭痛

（（政海楓聲政海楓聲））中國與非洲國家交惡中國與非洲國家交惡？？ 楊楚楓楊楚楓

【【全旅假期全旅假期】】溫馨信息溫馨信息:: 國航國航 AirAir
ChinaChina 55月份可執行國際航班資料月份可執行國際航班資料!!

【全旅假期】溫馨信息

中國國際航空公司 Air
China

自2020年5月1日0時至5
月31日24時，

國航每周可執行國際航線
共計22條，其中涉及北京分流
航線17條，

浦東相關航線3條，成都
相關航線2條，

具體航班計劃及關於北京
地區的第一入境點計劃如下：

20202020人口普查大休士頓地區開幕儀式人口普查大休士頓地區開幕儀式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聯邦眾議員聯邦眾議員Sheila Jackson LeeSheila Jackson Lee出席出席 20202020 年大休士頓地區人口年大休士頓地區人口
普查開幕儀式佳賓普查開幕儀式佳賓、、並強調這次並強調這次 20202020 年人口普查是我們的年人口普查是我們的

MissionMission

哈里斯郡長哈里斯郡長Lina HidalgoLina Hidalgo 20202020 年人口普查能接觸到英語能力有年人口普查能接觸到英語能力有
限的家庭限的家庭，，讓他們瞭解到讓他們瞭解到 20202020 年人口普查的重要性年人口普查的重要性

20202020 年大休士頓地區人口普查休士頓負責人年大休士頓地區人口普查休士頓負責人Rebecca M.Rebecca M.
BriscoeBriscoe 宣佈本次人口普查將會有英語之外的宣佈本次人口普查將會有英語之外的 1212 種語言種語言

休士頓市長休士頓市長Sylvester TurnerSylvester Turner 表示這次人口普查將以表示這次人口普查將以CampaignCampaign
方式來應戰方式來應戰

美南新聞發行人李蔚華和哈里斯郡長美南新聞發行人李蔚華和哈里斯郡長Lina HidalgoLina Hidalgo 在在20202020人口普查大人口普查大
休士頓地區開幕儀式上互相交流休士頓地區開幕儀式上互相交流

20202020人口普查大休士頓地區開幕儀式上節目主持人介紹美南新聞發行人李蔚華人口普查大休士頓地區開幕儀式上節目主持人介紹美南新聞發行人李蔚華

20202020人口普查大休士頓地區開幕儀式請到人口普查大休士頓地區開幕儀式請到KashmereKashmere 高中鼓高中鼓
號樂隊作精彩演出號樂隊作精彩演出

在在The African AmericanThe African American圖書館舉行圖書館舉行 20202020人口普查大人口普查大
休士頓地區開幕儀式休士頓地區開幕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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