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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区政府渔农自然护理署（渔

护署）发言人2月28日凌晨发布消息称

，一条居于新冠肺炎确诊者家中的狗，

其口腔、鼻腔样本的病毒测试呈弱阳性

反应，但这条狗并无相关病征。

宠物狗的体内检测出新冠病毒弱阳

性表明，至少宠物狗体内含有病毒核酸

（RNA）的部分基因片段，或者是基因

碎片。至于狗体内的新冠病毒是来自主

人还是来自所居住环境，现在尚不知晓

，但香港渔护署表示，会继续为这条狗

进行反复测试，待测试结果呈阴性后，

才会把狗交还给主人。

无论后续研究结果如何，至少现在看

新冠病毒“从人到狗”或“从环境到狗”

恐怕已经难以排除。但也有可能是，狗先

染上新冠病毒再传染给主人，这也需要后

续研究来确定。无论什么情况，都说明新

冠病毒的人兽传播或兽人传播有了可能。

这并不奇怪，人与动植物和微生物

共存共享一个地球，人兽共患病是常见现

象。在迄今所知的300多种传染病中，大

部分都是人兽共患病，只有10余种仅感

染人类。全球最近30年来发现的40余种

传染病，基本上也都是人兽共患病。

从目前的证据来看，这只宠物狗的

新冠病毒呈弱阳性，且还没有症状，很

可能与此前研究所得出的结果一样：在

蝙蝠、果子狸、穿山甲等身上检测到的

新冠病毒，尽管与人身上的冠状病毒极

为相似，但病毒不引发兽类发病，只是

病毒携带者。

但如果接下来的研究表明人与狗之

间可能互相传播病毒，且狗也会出现类

似人的肺炎症状，那就要考验人们如何

对待宠物了。最令人担心的情况是，现

在大量的宠物狗会不会被主人抛弃。

2003年SARS流行期间，广东在5天内

杀灭了1万多只果子狸。此后，人们又

把传播源扩大到其他动物，包括自己所

养的宠物。

目前还没有证据证实是人传狗还是

狗传人，而“弱阳性”也并不意味着会

引发动物与人、动物与动物之间更多新

冠肺炎传播。

我们现在要做的，一方面，对这类

情况加以警惕、多些谨慎。疾控部门和

医疗机构对确诊病人应当查明是否喂养

宠物，将其宠物纳入监控，必要时进行

病毒核酸检查，并进一步研究感染机制

。另一方面，也要妥善处理宠物，拿出

适宜的对策。倘若证实宠物被感染，主

人不要随意处置宠物，应当报告林业环

保部门、宠物协会、宠物医院等，由其

出面，接管宠物，进行隔离，并对宠物

进行治疗。既避免与主人和家人继续接

触，更不能继续在小区和公共空间遛狗

等，以避免扩大疫情。等待宠物病好

之后才能交还主人。

此外，即便在未来研究证实宠物

狗和猫有传播新冠肺炎的可能，也要

依据《动物防疫法》对宠物进行有序

和人道的处理，如隔离、扑杀或进行

安乐死。

之前，由于500万人离开武汉，家

中的宠物无人照管，武汉市小动物保

护协会组织了上门救助留守宠物工作

，为将近5000只猫、狗、小香猪、兔

子等留守宠物补充了食物和水。我们

也应该学习这样的做法，善待宠物而

不是遗弃和伤害，即便不得已，也要

进行最人道的处置。

宠物狗检出病毒阳性
还能否安心撸猫撸狗？

现在已经进入春季了，好多花友在

阳台上养的花养了一两年的时间，就要

去给它换一下盆，对于这种阳台上养花

的花友一定要记住，换盆一定要得当，

选盆一定要得当。

家庭盆栽花卉，我们常见的花盆有

以下几种，一种是陶盆，再一种是塑料

盆。陶盆是我们家庭中最常见的，也是

价格相对要贵一些的花盆，但是他能够

常年的使用，光照再强也不会晒坏，也

不会变脆破碎。所以说用它来养花的话

，透气透水性非常的好，而且植物的根

系会长得更加的旺盛，这种花盆是最好

的养花花盆，如果你想养好花的话，最

好是选择这种花盆，特别是对于养花新

手来说。

第2种就是塑料盆了，塑料盆的透

气性要差很多，因为陶盆的外壁能够渗

水，有很多气孔，能够让根系在这种环

境中呼吸更加的好，塑料盆是一种不透

气的，只有依靠底孔去往外排出一部分

水分，如果配置的土壤淤积的话，很容

易出现烂根等的情况，因为室内养花往

往都是通风相对差一些。如果要使用的

话也可以，一定要配置透气性好一些的

土壤，浇水掌控好才行。

家庭盆栽植物，去给他换盆一定要

记住，盆这两种都是可以选择的，一定

要掌控好方法，因为浇水是非常关键的

，我们知道的塑料盆里边也有很多，有

加仑盆青山盆之类的，尽可能选择矮一

点的盆，不要用高盆去栽培植物，高盆

土壤多的话透气性差，上边的土壤干了

，下部的土壤还很湿，如果浇水稍微不

得当就会造成烂根的情况。我们常见的

加仑盆就属于高盆，如果您要使用的话

，使用之前最好在底部垫上一半的陶粒

，或者是其他的透水介质，做一个滤水

层，上部再给它填上土壤，这样能够增

加它的透气性，养花出问题的几率就会

减小，青山盆它的底孔多，而且边孔也

有，所以说养花的话可以选择使用。

想要给花换盆的话，这几种盆根

据自己的情况去选择，换盆的时候一

定要记住，如果您的根系长满盆了，

草本植物或者是根系非常发达的植物

，我们可以适当的把它的根系去掉一

部分，因为马上进入生长季节，修根

伤根的话，只要操作得当，它就能够

快速的长出根系来，但是根系弱的植

物，我们尽可能去给它少伤根系，用

水或者水龙头适当的冲掉一部分土壤

，这样就可以了。换盆的时候一定要

记住，不要换太大的盆，比如我们用

的是一加仑的盆，我们下次给他换盆

的话，就给他换两加仑的，尽可能比

原来的花盆大 1号到 2号，如果一次

栽到大的花盆里去，它的根系处于一

个土壤多，浇水就容易淤积的情况，

就会导致它烂根的情况发生。

这就是春季换盆怎么去选盆和需要

注意的事情，换完盆以后适当的给它缓

一下苗，不要暴晒，看着明显的生长了

以后，再逐渐的给它增加光照，就能够

养好它们。

春天了，想给花卉换盆土
不能忽视“2件事”

服務機器人“爆單”背後
是壹片產業新藍海

早上7點半，醫院物流機器人“諾

亞”已經等候在門診標本接收處，工勤

阿姨把分撿好的標本按類別裝進它的

“肚子”。“諾亞”隨即啟程，依次經

過生化免疫室、PCR（聚合酶鏈式反

應）實驗室、手工免疫室和微生物室。

各科室工作人員聽到語音提醒便知

“諾亞”來了，他們會刷卡“開肚”

，依次取出各自需要處理的標本。運

送完畢後，“諾亞”又會回到“發貨

點”進行自我消毒，壹個循環大約用

時15到20分鐘。

無接觸、高效率、抗感染，機器人

的優勢在疫情中凸顯出來。今年壹季

度，滬上不少機器人企業都出現了“爆

單”。比如，“諾亞”機器人已在瑞金

醫院、公衛中心、同仁醫院等上海十多

家醫院“上崗”。由疫情催生出的機器

人應用新場景不斷湧現，專家表示，這

不僅將帶動壹波機器人的市場熱銷，其

中還蘊藏著壹片關乎千家萬戶的產業新

藍海。

服務機器人火爆
訂單量同比增加10倍
“第壹次見面，兩小時暢談，十分

鐘看產品，馬上簽合同，全款提貨。”

這是上海颯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創始人

張建政最近發在朋友圈中的壹條信息，

公司“三合壹”消毒機器人的市場熱度

可見壹斑——原來半年銷量幾十臺，現

在壹個月的訂單就有上百臺。

從2月底全面復工至今，上海鈦米

機器人科技有限公司已恢復到春節前的

產能，訂單量同比增加了10倍。兩個月

來，在全國200余家新冠肺炎定點收治

醫院，鈦米生產的數百臺消毒、隔離病

房服務和醫療物資管理機器人壹直“堅

守”在抗疫壹線。為應對激增的市場需

求，這家成立僅5年的企業正謀劃擴大

機器人生產基地。

最近，位於上海的中國電子科技集

團公司第二十壹研究所（簡稱21所）機

器人團隊也陸續接待壹批新客戶，他們

來自醫院、教育機構、商務寫字樓等不

同領域。21所工程師王衛軍說，從目前

接單情況看，預計半年就能完成去年全

年的訂單量。

按照應用場景分類，機器人可分為

工業機器人、服務機器人和特種機器人

，因疫情而銷量大漲的物流機器人、消

毒機器人都屬於服務機器人範疇。為何

先火起來的是它們？

上海機器人產業技術研究院院長鄭

軍奇說，與技術驅動的工業機器人不同

，服務機器人很大程度上是由市場驅動

的——誰能給出固定的應用場景、獲得

大規模的市場檢驗機會，誰就能獲得快

速發展的機會。

應用場景越明確
機器人“新物種”登場越快
消毒機器人原本不是機器人家族的

固有品種，而是被“消毒”這壹戰

“疫”應用場景催生出來的。“它的兩

大核心技術——移動和消毒都已相當成

熟，二者組合在壹起，就成了消毒機器

人，而決定技術模塊怎樣整合、如何集

成的，就是應用場景。”鄭軍奇說。

新需求越多，需求場景越固定，就

越有可能誕生機器人“新物種”。對於

機器人企業來說，此次疫情就提供了這

樣的契機。六年前，上海智蕙林醫療科

技有限公司從壹款醫院物流配送機器人

起步，不斷深耕醫院服務場景。如今，

他們研發的“諾亞”機器人實現了自動

上下電梯、開門、避障等功能，能夠滿

足醫院90%場景的運輸需求。為抗擊疫

情，醫院又對“諾亞”提出了新要求：

能在穿越汙染區後徹底自我消毒。很

快，公司就成功解鎖了這壹功能，“諾

亞”也再次升級，並收獲了多家醫院的

采購訂單。

在市場需求和應用場景的“倒逼”

之下，構成機器人的各類技術模塊會自

動整合，快速形成產品。上海颯智智能

科技有限公司的“三合壹”消毒機器

人，就是由原先分別生產凈化設備、消

毒機器人、消毒水的三家企業進行技術

整合，針對客戶的具體需求而推出的壹

體化解決方案。而整合了這些技術的機

器人，距離走進千家萬戶的家庭服務機

器人，或許只差壹身裝扮。

應用場景最豐富
中國服務機器人市場潛力大
來自全球機器人產業聯盟的數據顯

示，2013年中國已超過日本成為世界最

大的機器人市場。但在每萬名工人所擁

有的機器人數量上，我國與世界平均水

平（55臺）仍有較大差距。

不少業內專家認為，三類機器人

中，服務機器人是最有可能走進千家

萬戶的那壹個。“中國機器人的爆發

機會在服務機器人市場。”鄭軍奇之

所以這樣判斷，壹是因為我國在這個

領域起步並不晚，和國外差距較小；

二是因為服務機器人的需求由市場催

生，而中國是機器人應用場景最豐富

的國家。

“那些原本猶豫要不要用機器人的

企業也開始‘入場’了。”21所所長施

進浩也明顯感受到了機器人市場的“爆

發”。最近，除了忙著“接單”，21所

還在為即將推出的家庭服務機器人做技

術儲備；申通地鐵正委托上海機器人產

業技術研究院研發清潔機器人，該款機

器人需掌握車內外消毒、清洗等多種技

能；而未來，醫院的物流配送、清潔也

有望被機器人“承包”。

中國將推出壹攬子政策穩經濟：降準降息、發行特別國債
綜合報導 中國國家發改委國民經濟綜合司

司長嚴鵬程 20 日在京透露，中國將以更加積

極有為的財政政策、更加靈活適度的貨幣政

策，對沖疫情影響，防止短期沖擊演變成趨

勢性變化。

這些政策主要包括：提高赤字率，發行抗疫特

別國債，大幅增加地方政府專項債券規模，加大對

保基層運轉的支持力度，加大補短板重大項目資金

支持力度，加大對抗疫穩定的支持；通過降準、降

息、再貸款等多種方式，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引

導貸款市場利率下行，把資金用在支持實體經濟特

別是中小微企業上。

在國家發改委當日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

嚴鵬程介紹了中國保持經濟平穩運行的壹攬子

政策。

在復工復產方面，他表示，將針對當前復

產達產面臨的難點堵點，加快清理取消不合時

宜的臨時管制措施和各項不合理規定。要切實

發揮大項目、大企業的牽引作用，著力支持點

多面廣的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復商復市，帶

動產業鏈上下遊、大中小企業協同復工復產達

產。

在擴大內需方面，嚴鵬程說，將積極穩定

汽車、家電等居民傳統大宗消費，適當增加公

共消費，通過大力培育綠色消費、信息消費、

數字消費、智能消費、康養消費等新興消費增

長點，推動線上消費乘勢成長，促進線下消費

加快回補。

同時，聚焦短板領域特別是疫情防控暴露出的

短板弱項，加快公共衛生防控和應急醫療救治能力

建設，實施城鎮老舊小區改造，大力推動以縣城為

重要載體的新型城鎮化建設。

在幫扶企業方面，嚴鵬程指出，中國將推進減

稅降費，降低企業融資成本和房屋租金，提高中小

微企業首貸率、信用貸款占比，加大創業擔保貸款

貼息支持力度，千方百計幫扶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

穩住經營。同時，大力支持和鼓勵出口企業積極開

拓國內市場，幫助其渡過難關。

在就業民生方面，他表示，將聚焦高校畢業生

、農民工、貧困地區勞動力等重點群體，實施好援

企穩崗政策。充分考慮疫情沖擊，將受影響的困難

群眾按規定納入低保、特困人員供養、臨時救助等

政策保障和就業援助範圍。

嚴鵬程表示，中國宏觀政策空間十分充足

。國家發改委將密切跟蹤國內外經濟形勢發展

變化，加強經濟監測預測預警，根據全球疫情

變化和中國經濟運行情況，適時對宏觀政策進

行調整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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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E4D電腦制牙最新科技一次完成
三維X光機  全新激光治療機

敦煌植牙 牙周病專科
Dunhuang Periodontics $ Dental Implants PA

Board Certified Periodontist
二十多年牙科臨床實踐經驗

接受老人各類牙科保險

德州大學休士頓牙醫學院牙周病專科
上海第二醫科大學口腔學院牙醫博士
美國牙周病學會會員
國際植牙學會會員

激光牙周病治療
無刀片牙齦萎縮治療
牙齦牙床植骨手術、美容
複雜植牙手術，併發症處理

陳志堅
牙周病植牙專科醫生
Jennifer Chen
D.D.S.M.S

www.drchenimplant.com

中國城診所
9889 Bellaire Blvd., #322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
      (713)995-0086      

糖城診所 Delight Dental
3524 Hwy 6 South
Sugar Land, TX 77478(大華超市旁)
       (281)565-0255

drchenimplant@gmail.com           delightdental@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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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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哈佛大學：特朗普總統是對的
哈佛決定返還CARES法案的聯邦資金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導】哈佛大學週三
（4 月 22 日）表示，在美國總統特朗普要求哈
佛大學歸還這筆資金一天后，決定返還根據《
CARES法案》高等教育緊急救濟基金分配給大
學的聯邦資金。

哈佛大學表示，儘管該大學沒有申請，也
沒有請求，接收或使用分配給它的近900萬美元
資金，但美國政治家、媒體和人民圍繞這筆資
金的關注正對哈佛大學打算提供的救濟起反作
用。

“政治家和其他人士對哈佛大學與該計劃
有關的強烈關注可能會破壞對國會發起的救濟
工作的參與，而總統為幫助未來幾個月中可能
面臨最嚴峻財務挑戰的學生和機構而簽署成為
法律” ，哈佛大學在一份聲明中說。

聲明補充說：“因此，隨著有關高等教育
緊急救濟基金使用的不斷發展的指導方針的發
布，哈佛大學決定不尋求或接受法規分配給哈
佛大學的資金。”要求教育部接受他們返還的

的資金。
當被問及是什麼在“不斷的變化”使大學

做出這一決定時，哈佛大學的一位發言人指出
了教育部發布的最新指導，特別是概述了符合
IV級資格的學生（要獲得IV級資格，課程必須
獲得副學士或學士學位或證書，或為學生準備
從事認可職業的有酬工作）可以獲得緊急經濟
援助贈款的部分。 （哈佛大學學生家長比較富
有）。

哈佛大學指出，這些資源的重新分配由教
育部酌情決定，但要求對努力滿足學生需求的
馬薩諸塞州大學和機構給予特殊考慮。

哈佛做出這一決定之際，特朗普威脅哈佛
大學，並聲稱，當分配給哈佛大學的資金來自
《CARES法案》冠狀病毒一攬子計劃中聯邦資
金的另一來源時，該機構將冠狀病毒的資金
“視為發給工人的工資”。

特朗普在周二的白宮新聞發布會上說：
“我要提出要求，哈佛大學必須償還這筆錢，

他們不應該拿走這筆錢。”
當特朗普最初呼籲哈佛大學不要接受這筆

資金時，哈佛大學立場比較堅定，在周二發布
的一份聲明中寫道：“哈佛大學沒有申請，也
沒有通過美國小企業管理局的薪水保護計劃獲
得任何資金。報導是不准確的，特朗普總統是
對的，我們大學接收旨在為陷入困境的小企業
而設計的資金是不合適的。”

哈佛大學做出這一決定的同時，教育部長
貝茜·德沃斯（Betsy DeVos）呼籲富裕的大學或
機構拒絕接受高等教育緊急救濟基金的分配。

“法律要求國會將納稅人緊急救濟資金提
供給所有學院和大學，無論其財富如何。但是
正如我一直說的那樣，主要不為低收入學生提
供服務的富裕機構不需要或不應該得到額外的
納稅人資金是常識，擁有大量捐贈的學校不應
該申請資金，因此可以向最需要支持的學生提
供更多資金，國會修改法律以確保不再有更多
的納稅人資金用於精英，富裕大學和重要機構

”，德沃斯在周三發布的一份聲明中說。
特朗普週三下午在簡報會上表示，哈佛大

學、普林斯頓大學和斯坦福大學一起，決定不
接受《 CARES法案》高等教育緊急救濟基金會
提供給他們的資金。

康奈爾大學與哥倫比亞大學並列，將獲得
最大的一攬子援助計劃，仍接受共計1,280萬美
元的經濟援助。

“康奈爾大學將用這 100％的《CARES 法
案》資金來支持學生，這超出了聯邦的要求，
即一半的資金將用於向學生提供緊急經濟援助
。我們知道，由於以下原因，我們的許多學生
的需求將增加，即使我們的伊薩卡校區在下一
個財政年度面臨與COVID相關的預計預算缺口
，也超過1億美元，但我們的目標仍是確保每個
已入學或新入學的人都有財政資源來完成其康
奈爾教育”，康奈爾大學大學關係副校長 Joel
Malina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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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風味零距離亞洲風味零距離」」 凱蒂亞洲城凱蒂亞洲城Kay AsianKay Asian
TownTown 韓國美食總匯韓國美食總匯SojuSoju101101,,你嘗過了嗎你嘗過了嗎??

位於凱蒂亞洲城的位於凱蒂亞洲城的SojuSoju 101101，，它它
的中文名字叫做的中文名字叫做 「「SojuSoju101101酒食會社酒食會社
」」 ，，就是就是 「「有酒有食有酒有食」」 ，，大部份的人大部份的人
都只是把它當成一間都只是把它當成一間BARBAR，，大家不知大家不知
道在裡面暗藏的韓國美食道在裡面暗藏的韓國美食，，在傳統的在傳統的
概念裡面概念裡面；；韓國美食不是豆腐鍋就是韓國美食不是豆腐鍋就是
韓國烤肉韓國烤肉，，所以感覺那個才是標準的所以感覺那個才是標準的
韓國美食韓國美食，，然後裡面搭配滿桌子的韓然後裡面搭配滿桌子的韓
式小菜式小菜。。

好像每次我們要去吃韓餐的時候好像每次我們要去吃韓餐的時候
，，要不就會全副武裝要不就會全副武裝，，感覺就是要去感覺就是要去
吃一個非常盛大的餐點吃一個非常盛大的餐點。。如果是烤肉如果是烤肉
的話的話，，就會準備吃完回家要從頭到腳就會準備吃完回家要從頭到腳

洗一遍洗一遍，，否則滿身的煙味否則滿身的煙味。。那這個那這個
SojuSoju 101101 很特別很特別，，它提供的不只是年它提供的不只是年
輕的人喜歡輕的人喜歡，，它在裡面的氛圍是非常它在裡面的氛圍是非常
有有hip pophip pop的味道的味道，，搭配的音樂背景搭配的音樂背景
永遠是非常韓式的音樂永遠是非常韓式的音樂，，可是最有趣可是最有趣
的是它的食物的是它的食物。。它的食物其實是非常它的食物其實是非常
簡潔的所謂的韓式食尚餐簡潔的所謂的韓式食尚餐。。它所走的它所走的
都是一些輕食路線都是一些輕食路線；；所謂輕食的意思所謂輕食的意思
就是就是，，它的東西是可以它的東西是可以 「「可裝可諧可裝可諧」」
，，所謂所謂 「「可裝可裝」」 的意思就是可以把它的意思就是可以把它
吃的非常感覺是大餐的型式吃的非常感覺是大餐的型式。。 「「可諧可諧
」」 ，，灰諧的諧灰諧的諧，，就是可輕可重的就是可輕可重的。。所所
謂可以搭配啤酒謂可以搭配啤酒，，和朋友聊天這些的和朋友聊天這些的

。。那不同的就是它沒有那不同的就是它沒有
滿桌的小菜滿桌的小菜，，它每道菜它每道菜
出來的都是用很簡潔的出來的都是用很簡潔的
鋁盤端出來的鋁盤端出來的。。可是它可是它
的食物的食物，，嘗過的朋友都嘗過的朋友都
說好吃說好吃!!
還有這個還有這個SojuSoju 101101還搭還搭
配了卡啦配了卡啦OKOK在裡面在裡面，，
當然現在當然現在COVID-COVID-1919的的
關係關係，，我們是沒有辦法我們是沒有辦法
去唱歌的去唱歌的，，可是你很少可是你很少
看得到有這麼多的美食看得到有這麼多的美食
，，還有特色調酒和還有特色調酒和BBQBBQ
，，還有卡啦還有卡啦OKOK的地方的地方!!
它有些東西是真的會讓它有些東西是真的會讓
你驚豔的你驚豔的!! 除了傳統的除了傳統的
海鮮煎餅除外海鮮煎餅除外，，還有所還有所
謂的烤謂的烤PORK BELLYPORK BELLY，，
它用不同搭配的方式它用不同搭配的方式；；
還有它們家很特別的還有它們家很特別的
CLAM SOUPCLAM SOUP，，非常輕非常輕
淡淡，，很適合喜歡喝湯湯很適合喜歡喝湯湯
水水的人來食用的水水的人來食用的。。它它
的選項高達七十多種的選項高達七十多種，，
現在由於現在由於COVID-COVID-1919時時

間間，，它原本的營業時間是從下午四點它原本的營業時間是從下午四點
到二點到二點，，現在幾乎是開了十四個小時現在幾乎是開了十四個小時

!! 它早上十一點會和其它商家一起開它早上十一點會和其它商家一起開
始營業始營業，，所以你們可以在所以你們可以在 KATYKATY
ASIAN TOWNASIAN TOWN的外賣平台上面嘗試的外賣平台上面嘗試
一下一下!! 當然它有韓式的炸雞和海鮮餅當然它有韓式的炸雞和海鮮餅
等標準傳統料理是一定存在的等標準傳統料理是一定存在的，，可是可是
它還有一些所謂的創意料理它還有一些所謂的創意料理，，希望大希望大
家有機會試試看家有機會試試看。。不要誤認為它只是不要誤認為它只是
酒吧而已酒吧而已；；其實它是其實它是 「「酒食公社酒食公社」」 ，，
它的它的 「「食食」」 的部份還是佔了很大的比的部份還是佔了很大的比
例例。。而且它的味道真的很令人難忘而且它的味道真的很令人難忘!!

希望大家在這個整合的外賣平台希望大家在這個整合的外賣平台
上面上面，，www.KatyAsianTownTX.com,www.KatyAsianTownTX.com,
多樣選擇不同的商家多樣選擇不同的商家，，點了韓式美食點了韓式美食
後後,, 不要忘了點甜點不要忘了點甜點,, 和飲料和飲料!! 一次購一次購
足滿足全家的味蕾足滿足全家的味蕾。。然後如果住的稍然後如果住的稍
微比較遠一些的朋友微比較遠一些的朋友，，也歡迎上網訂也歡迎上網訂
購後購後，，駕車到凱蒂亞洲城的聯禾地產駕車到凱蒂亞洲城的聯禾地產
門口門口，，我們就會有人出來把你點購的我們就會有人出來把你點購的
東西交給大家東西交給大家。。大家也不要忘了給這大家也不要忘了給這
些辛苦的年輕人一些小費哦些辛苦的年輕人一些小費哦!! 謝謝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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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休斯頓報導) 華裔朋友來
美國之後，想必都有個體會，那就
是在美國社會，信用非常重要。信
用是定期的單方面轉讓有價值物，
到期再償還，允許一方（稱為貸方
）向另一方（稱為借款人）提供財
務或資源，期滿借款人必須償還。
為了使交易順利成功，借款人必須
具有良好的信用分數，好的信用分

數表示借款人可靠、值得信任，償
還貸款不會有問題。

然而，如果沒有好的信用分數
，貸款申請可能會被拒絕、或是承
受比一般市場利率高得多的利息。
更重要的是，當商業借貸投資時，
如果貸款不利，可能會削弱您的業
務，使您損失不貲。

清除不良紀錄

「達成修復信用專家公司」
（CK Portfolio Capital）是一家發展
快速的信用修復公司，在近三年的
運營中， 「達成修復信用專家公司
」通過清除本不應該有的不良紀錄
，幫助數百人恢復了信用記錄。

百分之九十以上來自口碑
「達成修復信用專家公司」幫

助、並指導客戶解決其信用記錄可
能遇到的任何困難，其客戶廣泛眾
多，包括華裔、韓裔、菲律賓裔、
越南裔、墨西哥裔、甚至是美洲印
第安人等各種背景、各種族裔，百
分之九十以上的客戶來自口碑，他
的客戶在自己的信用困難被解決後
，也樂於推薦給朋友。

「達成修復信用專家公司」的
團隊是經驗豐富、且訓練有素的專
業人員，能夠解決信用中不良記錄

所引起的大多數問題。 「達成修復
信用專家公司」歡迎有機會與客戶
討論特定的信用報告問題，所有查
詢都是嚴格保密的，並最好地評估
應如何處理。同樣的，所有 「達成
修復信用專家公司」的初始討論都
是免費的。

專業加效率
「達成修復信用專家公司」是

進行信用修復時，最專業和具有知
識的集合，因為 「達成修復信用專
家公司」不斷研究、並了解與信用
報告有關的法規。 「達成修復信用

專家公司」也是此行業中最快、最
有效的機構，憑藉其獨特解決問題
的方法，已證明 「達成修復信用專
家公司」能夠與三個徵信機構和政
府單位進行談判。

因此， 「達成修復信用專家公
司」的信用修復計劃可確保大多數
人在頭45天內，都能得到令人滿意
的結果，並且不會產生負面信息，
在三到六個月內刪除不良紀錄。

客戶滿意度是重中之重，因為
「達成修復信用專家公司」將對客

戶的信用狀況進行切合實際的評估
，以便可以採取最佳和最完善的補
救措施。 「達成修復信用專家公司
」的全面性和職業道德也是客戶信
用評分中的優先選項。

有關個人信用資料的更多信息

，或有困難貸款買房屋、汽車等，
歡迎立即聯繫 「達成修復信用專家
公司」，免費討論您的權益，通過
安全措施評估您遇到的問題。 「達
成修復信用專家公司」可以提供您
解決信用報告中所有問題的方法。

達成修復信用專家公司（CK
Portfolio Capital）總裁黎懷南(Nam
Le)， 歡 迎 免 費 諮 詢 黃 小 姐 電 話:
713-582-9857(國語、廣東話、台山
話)、713-826-9971(英文、越南文)
。 地 址: 9999 Bellaire Blvd., Suite
909, Houston, TX 77036（請事先預
約，位於恆豐銀行大樓9樓909室）
。 Email: sandyhuang1289@yahoo.
com。 網 站 www.kcportfoliocapital.
com。email: nam.le@kcportfoliocapi-
tal.com。

達成修復信用專家公司達成修復信用專家公司 幫您增加信用分數幫您增加信用分數
貸款被拒貸款被拒?? 解決信用中不良記錄的各種問題解決信用中不良記錄的各種問題

在厦大海鲜大排档吃的那顿饭，黑

是黑了点，但还是有一丝亮点，那就是

炒竹蛏和炒面线。蛏子广东也有，大一

点的叫蛏子皇，清蒸或豆豉炒。厦门专

有一种绿色小而细长的蛏子，他们唤作

竹蛏的，价格不高，一般炒一个例盘

10-15地元，一吃之下，异常清脆，口

感与蛏子皇明显不同，连要了二个。

还有炒面线，龙须面用了些鸡蛋

和肉丝之类来炒，不知为什么面有点

脆生生的感觉，吃到嘴里完全不象面

的绵软，这个菜看来简单，实际上功

夫不浅，炒面一忌油太大腻人，二忌

火候不当或绵或焦影响观感，清清爽

爽的一盘炒面对翻勺和用火的基本功

是个考验。

一直记得蔡澜喋喋不休奉为至美的

福建炒面，一路上四处尝试，他描绘的

黑漆漆的那种东西看来并不在福建，从

厦门到泉州到福州，炒面平常得很。

厦门的一位朋友一直用手机遥控我

们的行程，极力推荐海沧大桥旁边的一

个无人小岛，回来后听人讲是值得去的

，岛上的海鲜很不错，但我们的时间都

花在鼓浪屿上了。还好，鼓浪屿上也有

海鲜吃，我们吃了一种小拳头大的香螺

，用盐水火烤了吃，肉变得很硬，味道

略有一点苦，算不得好吃。那种可以吹

的大海螺，要了一只来切片炒，口感脆

，味道比较清淡，没有想象中好吃。当

时想起林清玄写过的响螺火锅，用鸡汤

来涮响螺片，恐怕也是太清淡了些。响

螺就是口感好，没有太大的鲜味。到了

福州，吃了一道传统菜淡糟响螺片，基

本上可以确定那才是响螺的最佳吃法。

鼓浪屿上的海鲜酒家都有田螺卖，

那田螺可真漂亮，整整齐齐的，跟法国

蜗牛差不多大，极象上海人专门做糟螺

的屯溪田螺，好就好在不大不小，清炒

，汤汁淡淡的，肉很嫩。

我们去了网友盛赞的南海渔村，

但看来以接团为主，对散客不以为意

。离南海不远，就是厦门最大的牡丹

大酒楼，在厦门的最后三餐都是在那

里吃的。第一餐，专门点了店里的小

吃类，许多菜式是按人头来定价的，

比如中式黑椒牛柳，六元，实际上是

一个小号的西扒，实在是不俗。那一

餐我的点菜功夫发挥到了极致，差不

多最好的点心都点到了，只记得最后

一个草包饭，是草编的小袋袋，里面

是冒着热气的八宝炒饭，好吃且有情

致。第二餐点的其它菜式就不行了，

只有个白灼八爪鱼，醮着绿芥吃，相

当爽口。

最后一餐决定专门吃海鲜，点了油

煎大花蟹、白灼血蚶、白灼冬虾、酒煨

花螺、炒竹蛏。厦门的螃蟹也有绳子，

但细得多，不象

深圳那么蛮横无

理。厦门的煎蟹

很有名，还有个

煎蟹一条街，我

以为会有什么特

色的，原来真的

就是用油来煎一

下，毫无出奇。

血蚶，听陈皮讲

是海鲜里最好吃

的，看上去跟花

蛤差不多，要很

用力才掰开来，

里面是血红欲滴

的一团肉，吃起

来有点骇人，味

道无它。花螺也

老，用牙签用力

才剜得出肉，硬

硬的，无味。最

奇怪的是炒竹蛏

，竟不如厦大的

好吃。

吃的过程中

，不停评价，得出结论：海鲜还是广东

人料理得好吃，蒜蓉、豆豉、开边、椒

盐，现在还加上了香辣，没说的。厦门

的海鲜一般就是白灼或煮酱油水，这后

者我没试过。

牡丹的服务不错，尤其是第一次

去，真是比广东还好，后来二次就不

太行了，可能知道我们是过客了吧。

不过，我还是推荐她，中厨有水准，

价格不高，菜单上推荐的几个特色菜

不是蒙人的。

惠泉啤酒不错，有干啤，有小麦啤

，比深圳啤酒好喝。喝惠泉小麦，成了

我在厦门的吃饭时的口头禅。

吃在厦门：难忘油煎大花蟹

少时读书，读丰子恺《缘缘堂随笔

》，讲述他在杭州和老友吃猪头肉的事

情。“一斤猪头肉，每人照例是一斤老

酒”，丰老没有出家之前，大酒大肉的

。掩上书，小小的脑海就会遐想万千。

后来读汪曾祺，发现他也是位猪头

肉爱好者。夏日的黄昏，就着猪头肉，

喝二两酒，拎个马扎踅到一个阴凉树下

纳凉，该是莫大的享受。

说起猪头肉，真的不稀罕。过去每

年过年，爸爸就会买回一只猪头，回来

用烧烫的沥青浇在猪头上，粘掉猪头上

的细毛，然后放在大锅里煮。煮熟后的

猪头，被妈妈分成若干份。比如猪耳朵

，比如猪舌，一定是爸爸留着待客人的

。余下的那些，被妈妈切碎，放在一个

大盆里，吃的时候，取出少许，烧大白

菜或粉丝吃。

印象里，妈妈的那种做法，一直延

续到她病故，没有丁点的变化。

有一年，我到山东出差，对方招待我

们，席间有一盘猪耳朵，天地良心，那是

我第一次吃到那么好味道的一盘菜。平时

妈妈凉拌猪耳朵，都是用大葱，而那次他

们竟用蒜米，浇上醋，撒上味精。脆、香

、辣于一身，真乃下酒妙品。

其实猪耳朵，严格意义上算不上是

猪头肉，猪脸那一部分的肉，尤其是带

猪鼻孔的那一块，才是最正宗的。曾听

人说，猪嘴有嚼头，因为平时猪都是用

嘴来拱食，那部分的肌肉特别发达，咬

在嘴里，有筋道，过瘾。想想也是这么

个理。

前不久乔迁，在新居附近的菜市场上

，买过一回猪头肉，后一发而不可收。老

板身材不高，浙江人，他的做法，在我们

县城当属第一。猪头肉卤出来，然后再用

火熏，两道工序做出的猪头肉，效果绝对

不同。肥而不腻，香而不厌。

妈妈过世后，家里好多年不再买猪

头了。偶尔买回一点猪头肉，都是切成

片，用葱凉拌了吃。因为这个方法是妈

妈教的。之所以我不去改变，潜意识里

，企望这道菜仍能保持妈妈做出的那种

熟悉的味道来。

猪头肉爱好者



美南副刊 BB77星期五       2020年4月24日       Friday, April 24, 2020

休城社區

SBA小企業貸款第一階段12800間小企業成功申請﹐譚秋晴籲華裔不要錯過

餐飲寒冬﹐休斯頓發起「餐館外帶」支持活動

【美南新聞記者蕭永群報導】美國聯邦參議
院於 4 月 21 日通過了 4840 億元小企業援
助法案﹐將協助小型企業度過這陣子景氣
寒冬﹐斯坦福市議員譚秋晴呼籲小
型企業把握時機﹐甚至錄製雙語宣
導影片﹐鼓勵華裔企業申請這個資
源﹒
譚秋晴表示﹐截至3月27日﹐己經有
1 萬 2800 家小型企業通過審核﹑得
到貸款﹒日前她和休士頓SBA副局
長 Mark Winchester﹐透過中英雙語
方式﹐針對「薪資保護貸款計畫」
（Paycheck Protection Program）與
「經濟損失震災貸款」（EIDL﹐Eco-
nomic Injury Disaster Loan ）進行說
明﹐呼籲華裔快申請﹒
目前﹐由於第一波大量申請造成
SBA網站暫停收件（SUBMIT）﹐但譚
秋晴呼籲盡量在這兩天內準備好文

件﹐一旦官網開通﹐就可以馬上送件﹐減少
時間差﹒
特別要注意的是﹐PPP及EIDL是透過地方

銀行申請﹐即使是個人公司也可申請至少
1000元﹐而EIDL中小型企業貸款﹐無論是
私立非營利組織﹑小型農牧業﹑水產類企業

都可申請﹐十人以上公司至少可獲1
萬元﹐貸款金額依照各企業的條件﹐
最高可達 200 萬元﹒申請請至 SBA
官網﹕www.sba.gov﹒
譚秋晴也提醒﹐這兩個PPP和EIDL
貸款﹐可同時申請﹐且採先搶先贏制
﹐一般而言EIDL作業審核時間約為
四個星期﹐但可能會因為補件等程
序延宕﹐因此呼籲及早準備﹒
●申請金額限制﹖
根據規定﹐每個企業可以申請高達
200萬元的貸款﹐但休城SBA副局長
Winchester提醒﹐金額部分會酌情批
准﹒他指出一個重點﹐這項貸款並
不是幫助商家彌補「收益」上的損失
﹐而是針對企業「負債」﹑「貸款」﹑「員

工薪資」﹑「經營開銷」等方面做借貸﹐協助
商家應急﹒因此他強調﹐企業的「現金流量
表﹑損益表﹑資產負債表」這叁表十分重要﹐
將影響最終貸款的金額﹒
●申請資格﹖
Winchester指出﹐不論是ㄧ般商家﹑私人企
業﹑非營利組織﹑新創公司等﹐只要員工人
數在 500 名以內﹐都可以申請 EIDL 貸款﹐
前提是要證明在疫情爆發以前企業有「持
續營業」﹒
●諮詢方法﹖
Winchester 指出﹐SBA 目前和小型企業發
展中心（SBDC）﹑婦女商業中心（Women's
Business Center）等合作﹐因此對申請辦法﹑
表格填寫有疑慮者﹐可以親臨這些據點諮
詢﹒此外﹐也可以撥打 SBA 客服電話﹕
800-659-2955﹑或電郵詢問﹕disastercus-
tomerservice@sba.gov﹒

【美南新聞記者蕭永群報導】有鑑於新冠疫
情造成的餐飲業寒冬﹐休斯頓市長於21日
記者會上指出﹐要推動一項餐廳支持活動﹐
鼓勵民眾多買外送﹐支持當地企業﹒
據統計﹐休斯敦估計有30萬名餐廳工作人
員﹐在冠狀病毒關閉期間生計受到威脅﹐因
此休斯頓市發起了一項全市範圍的「送餐
上桌（#TakeUsToYourTable）」餐廳支持活

動﹒
該活動目的是鼓勵休斯頓人﹐可以多叫外
送﹑或是到餐館路邊取餐﹐以幫助他們喜歡
的餐廳可以不至於倒閉﹒
除此之外﹐不少企業如埃克森美孚（Exx-
onMobil）﹐向德州餐廳救濟基金會捐贈了
10 萬美元﹐用來資助當地廚師﹐替德州醫
學中心的工作人員和休斯敦的一線人員﹐

準備6000份餐食﹒
亞裔社團如亞裔商會也正在籌備募款送餐
活動﹒根據亞裔商會副主席李雄指出﹐如
今正在號召各社團﹐希望能募款約十萬元﹐
和當地餐飲企業購買餐點﹐並將這些餐點
送給有需要的弱勢族群﹐如老人﹑身障者等
﹒

哈里斯郡強制戴口罩命令引起反彈﹐蒙哥馬利郡長批「違憲」
【美南新聞記者蕭永群報導】哈里斯郡郡長
伊達戈爾（Lina Hidalgo）22日簽署了命令﹐
將強制民眾在出入公眾場合帶上面部遮蔽
物﹒伊達爾戈表示﹕「大家需要從長遠的角
度來理解我們正在做的努力﹒」
郡長表示﹐面部遮蔽物意味著﹐可以接受以
自製口罩﹑頭巾圍巾或手帕之類的東西遮
蔽口鼻﹐違反該命令的人可能面臨最高
1000 美元的罰款﹐或180 天牢獄之災﹒這

項命令持續30天﹐於5月26日到期﹒
這項命令跟隨德州其他主要城市的腳步﹐
如聖安東尼奧和達拉斯的腳步﹐這些德州
大城都在本週稍早時發布了類似的命令﹒
儘管在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間﹐民眾攜帶面
部遮蓋物的景象已成十分常見﹐但這項命
令仍然引發了爭議﹐特別是加爾維斯頓郡
和蒙哥馬利郡的政府官員﹐他們向他們的
選民保證他們不會效仿﹒

蒙哥馬利郡郡長馬克·基夫（Mark Keough
）表示﹕「我不會發布命令﹐去強制在蒙哥馬
利郡任何公共場所戴口罩﹒我沒看找到令
人滿意的證據或法律依據﹐會需要我或其
他政府官員發布要求民眾帶口罩的命令﹒」
加爾維斯頓郡長馬克·亨利（Mark Henry）
也指出﹕「我的法律顧問很明確的表示這
（命令）違憲﹐將可能受到起訴﹒」並指出﹐美
國秉持著民主自由的精神﹐現在﹐應該更要

強調的是個人自我約束的能力﹒
然而﹐健康衛生官員指出﹐隨著州政府打算
重啟德州﹐除社交隔離之外﹐面部遮蓋物的
使用﹐將會扮演關鍵作用﹒休斯頓衛理公
會系統感染預防和控制總監Firas Zabaneh
表示﹕「我們採取的預防措施越多﹐就能將
感染傳播控制得越好﹒」

现在很多人都把婚姻当成了一

场买卖，千方百计的去算计利益。

有人用身体脸蛋去换取高额彩

礼嫁妆，有人用各种借口去盘算儿

媳女婿的财产，有人会绞尽脑汁去

占对方的便宜，似乎不从这场婚姻

里得到一点儿什么，就吃了大亏一

般，这样的现状不禁让人感到诧异

。

要想家和万事兴，彼此真诚相

待是前提，不管是夫妻还是婆媳之

间，如果总是计较得失，算计利益

，那矛盾怎么可能少得了。

刘欢欢和张启的相遇很像是偶

像剧，张启长相端正、待人随和，

一直都是隔壁公司出了名的男神。

刘欢欢在电梯里听到不少女人

讨论张启，说他长得如何帅是一个

非常有绅士风度的男人。甚至在他

们公司，刘欢欢的同仁都在讨论他

，听得多了，刘欢欢也有点儿好奇

。

作为主管，年纪已到了二十九

岁的她，还和小女孩一般，让手底

下的同事带她去看看张启是何方神

圣。

她那时跟着同事假装在自己公

司门前聊天，就等着这个所谓的男

神路过。

当张启从电梯里走了过来时，

同事那些小年轻特别兴奋，一直碰

刘欢欢的手让她去看，刘欢欢当时

如同突然清醒了一般，想起自己已

经快三十了，不能这么咋咋呼呼了

，所以来不及看张启她就回了公司

，只给张启留下了一个匆忙离去的

倩影。

张启一直都觉得自己是人群中

的一道风景，长得帅，工作能力也

出众，很少有女人会在他面前头也

不回的走开了。

所以，他一下子就对刘欢欢感

了兴趣，竟然在当天下午下班时守

在隔壁公司门前等刘欢欢，就为了

要刘欢欢的联系方式。

刘欢欢又诧异又好笑，看着张

启和自己年纪差不多竟然这么幼稚

，一点也不成熟稳重，她也拒绝了

联系方式给张启。

这下张启像是魔怔

了一般，到处打听刘欢

欢的消息，越打听越感

兴趣，到最后竟然开始

追求刘欢欢。

张启不但人长得不

错，工作能力强，还有

一手好厨艺，天天都会

给刘欢欢做一个爱心便

当。

刘欢欢一直忙着学

习工作，根本没谈过恋

爱，所以她哪里招架得

住这样的追求攻势，再

加上时不时同事的起哄

，好感就来的快，几个

月之后两人就在一起了

。

在工作上，两人是

旗鼓相当，在生活中张

启负责做饭，刘欢欢负

责洗碗，也是配合度相

当高。

刘欢欢的父母对这

个准女婿很喜欢，一直

催着他们结婚，还准备

了丰厚的嫁妆。

张启的家庭条件不

如刘欢欢家好，而且他的母亲还是

在亲戚中出了名的“市井小民”，

特别喜欢占便宜。

在谈婚论嫁之前，张启就再三

告知母亲，不要想着去算计刘欢欢

。母亲哪管那么多，谈聘礼时她和

公公更是连三金都不愿意出，也不

许张启给刘欢欢买钻戒。

随后又在听到刘欢欢家里要陪

嫁一辆二十多万的车，又立马改口

说要给三金。

其实，婆婆心里是飞速有了一

个白得儿媳的计划，她是准备在小

两口结婚之后就找个机会，把他们

家所有的东西要回来，包括儿子买

的钻戒。

小两口沉浸在感情进一步发展

的甜蜜里，根本没有心思去管婆婆

的小心思，而婆婆真的就趁他们去

度蜜月的时候，拿着备用钥匙去小

家里拿走了三金，还顺手拿了不少

刘欢欢囤在家里的零食。

两人度蜜月回来之后，就看到

家中像是被洗劫了一般。正要报警

，婆婆打来电话说她来过。

刘欢欢一下就明白为何三金不

见了，她也不哭不闹，婆婆还在庆

幸儿媳是一个软柿子。

谁知，当天晚上张启就回去开

他以前买的那辆车，说刘欢欢的陪

嫁车被她开回娘家了，他明天上班

坐公交或地铁铁定迟到，所以他要

把车开走。

自打订婚之后，公婆就借口把

车开回家了，那时候他们还很开心

不花钱又有儿媳又有车开。

婆婆当然不同意，在家闹了很

久，张启还是把车开走了。婆婆心

想既然事情已成定局了，那她一定

要去小家庭里多拿点儿东西来弥补

。

第二天她算准两口子都不在家

，就去了小两口家里，谁知她的备

用钥匙怎么都打不开门，她这才知

道儿媳是个硬茬。

第三天，小两口下班回家没多

久，婆婆就把三金送了回来，还笑

着说：“你们出去旅游，怕你们东

西掉了，所以我拿去给你们保管着

，这才想起还没把三金还给我儿媳

。”

婆婆也是出于长远的考虑，生

怕自己做太过了得罪了儿媳，以后

自己老了什么好都捞不到，那才是

真的因小失大。

刘欢欢听了婆婆的话，也只是

笑笑，什么都没说。她知道，这次

之后，婆婆应该不敢再算计她了。

虽然结婚之前，母亲拉着她的

手，一再的叮嘱，在婆家不好太强

势的，否则和公婆相处不好日子难

过。

但刘欢欢的性子就不是会委屈

自己的人，婆婆第一次算计她的三

金，如果她软弱了，那婆婆就会觉

得她好欺负，以后还指不定会怎么

对她呢。

情感课堂：刘欢欢并没有做错

，女人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用委

屈去换取表面的平静。

就如她想的那般，如果第一次

妥协了，那以后就会有无数次需要

妥协的地方。

为了不让自己婚后的日子鸡飞

狗跳，唯一的办法就是在第一次婆

婆做出这种事情时，就让对方明白

，自己不是好欺负的。

同时，也希望所有做婆婆的人

能够明白，婚姻本来就是两个家庭

结成一家的好事，是两个不认识的

家庭通过小两口之间的爱，成为了

剪 不 断 的 亲 戚 关 系 ， 用 老 话 说 ：

“这就是百年修来了的好事。”

所以，千万不要在家庭生活中

去算计身边的人，别等到身旁的人

都厌弃了你，你才来追悔莫及，到

那时就已经是成定局无法挽回了。

婆婆拿走三金，儿媳不吵不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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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0年年44月月2121日日，，世界名人網總編輯王福生與安徽老鄉們一起前往位於德州醫學中心的麥當勞之家世界名人網總編輯王福生與安徽老鄉們一起前往位於德州醫學中心的麥當勞之家
(Ronald McDonald House)(Ronald McDonald House)見證華裔政壇新星見證華裔政壇新星JJ ClementJJ Clement率領的志願者團隊率領的志願者團隊、、德州安徽同鄉會會長趙德州安徽同鄉會會長趙
美萍美萍、、理事朱洪生理事朱洪生、、仁和智本代表仁和智本代表JeanneJeanne及華裔高中生等捐贈及華裔高中生等捐贈30003000只口罩和一千美元只口罩和一千美元。。執行長執行長MaMa--
jor General Rick Noriegajor General Rick Noriega特別前來接受捐贈並表示麥當勞之家遍及全球特別前來接受捐贈並表示麥當勞之家遍及全球6464個國家個國家，，366366個分部個分部，，主旨主旨
是開放給全球長期住診的經濟能力偏低的病患家庭使用是開放給全球長期住診的經濟能力偏低的病患家庭使用，，有住房有住房，，公用廚房公用廚房，，洗衣房及休閒室洗衣房及休閒室，，讓讓
窮人也能享受好的醫療資源窮人也能享受好的醫療資源。。美國國會議員美國國會議員Pete OlsonPete Olson也特別前往給張晶晶站台也特別前往給張晶晶站台。。

20202020年年44月月1818日日，，德州眾議員吳元之德州眾議員吳元之Gene WuGene Wu和辦公室人員及義工在中華文化服務中心門和辦公室人員及義工在中華文化服務中心門
前廣場為長輩前廣場為長輩、、弱勢人群弱勢人群、、第一響應消警免費發放口罩第一響應消警免費發放口罩，，共同抗疫共同抗疫。。中華文化服務中心執中華文化服務中心執
行長華啟梅行長華啟梅、、前理事長前理事長Alice LeeAlice Lee、、西南區主席李雄西南區主席李雄、、清華校友會會長楊德清清華校友會會長楊德清、、華夏學人協華夏學人協
會會長黃華等僑領均前來做義工會會長黃華等僑領均前來做義工，，弱勢人群對弱勢人群對Gene WuGene Wu等的善行和領袖作用紛紛豎大拇指等的善行和領袖作用紛紛豎大拇指
讚揚讚揚。。

大休斯敦地區新冠疫情嚴重大休斯敦地區新冠疫情嚴重，，20202020年年44月月88--99日連續兩天又普日連續兩天又普
降降11--11..55英寸小雞蛋大的冰雹和暴風雨英寸小雞蛋大的冰雹和暴風雨，，KatyKaty、、CypresCypres、、TomTom--
ballball等周邊地區的業主和居民普遍受災等周邊地區的業主和居民普遍受災。。 44月月2020日日HLZHLZ屋頂專屋頂專
家亞裔代表家亞裔代表Annie XiaoAnnie Xiao在翻修屋頂施工工地接受記者採訪在翻修屋頂施工工地接受記者採訪，，表表
示示HLZHLZ有著有著2020多年經驗的屋頂專家們特別展示愛心多年經驗的屋頂專家們特別展示愛心，，為受災為受災
商戶和民眾提供免費檢驗服務商戶和民眾提供免費檢驗服務。。

20202020年年44月月99日日，，中華兒童文化藝術促進會教育發展委員會中國傳統文化形象代言中華兒童文化藝術促進會教育發展委員會中國傳統文化形象代言
人李依維人李依維，，響應響應““抗疫抗疫”“”“童畫童畫”，”，發揮了發揮了““小手拉大手小手拉大手””的帶動作用的帶動作用，，手書手書““只只
爭朝夕除瘟疫爭朝夕除瘟疫，，不負韶華描錦圖不負韶華描錦圖”。”。用童真的心用童真的心，，帶給人們堅決打贏這場無聲戰役帶給人們堅決打贏這場無聲戰役
的勇氣的勇氣。。用自己的方式用自己的方式，，為一線的工作人員加油為一線的工作人員加油，，為中國加油為中國加油，，為世界加油為世界加油。。

20202020年年44月月1919日日，，美國主流報紙休斯敦紀事報刊登記者美國主流報紙休斯敦紀事報刊登記者GwendolynGwendolyn署名文章署名文章
正面讚揚大休斯敦地區校友會為美國一線抗疫做出貢獻的清華校友會會長楊正面讚揚大休斯敦地區校友會為美國一線抗疫做出貢獻的清華校友會會長楊
德清德清、、雙椒餐飲連鎖公司董事長雙椒餐飲連鎖公司董事長Yunan YangYunan Yang以及大休斯敦地區眾多華人社團以及大休斯敦地區眾多華人社團
。。將自己儲藏給餐館用的口罩捐給醫護人員和第一響應消警的楊玉楠將自己儲藏給餐館用的口罩捐給醫護人員和第一響應消警的楊玉楠，，除下除下
口罩的這些面後的清秀善良的面孔已經深入美國主流社區的每一個角落口罩的這些面後的清秀善良的面孔已經深入美國主流社區的每一個角落，，平平
凡的話語也只是說凡的話語也只是說：：我們在做對的事情我們在做對的事情。。

20202020年年44月月1616日下午日下午，，華夏學人協會會長黃華華夏學人協會會長黃華(Eileen Huang, President, Sino Professionals Association)(Eileen Huang, President, Sino Professionals Association)率率
領會長們領會長們、、理事們前往休斯敦理事們前往休斯敦VAVA退伍軍人醫院捐獻退伍軍人醫院捐獻33萬隻口罩和一千件防護服等醫護用品萬隻口罩和一千件防護服等醫護用品，，以及孩以及孩
子們創作的卡片子們創作的卡片。。這批物資是繼之前協會捐贈這批物資是繼之前協會捐贈99萬萬55千項物資之後千項物資之後，，包括外科口罩包括外科口罩、、NN9595口罩口罩、、防護防護
服服、、面罩等的一部分面罩等的一部分。。希望透過愛心捐贈希望透過愛心捐贈，，號召更多善心人士加入號召更多善心人士加入。。

20202020年年44月月1515日晚日晚，，心手相連心手相連 共抗疫情為主題的中國共抗疫情為主題的中國
上海—美國得州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經驗交流協作會通過上海—美國得州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經驗交流協作會通過
網上平台網上平台ZoomZoom舉行舉行。。主辦人美中醫學交流中心主任吳主辦人美中醫學交流中心主任吳
薇博士介紹重量級主講人薇博士介紹重量級主講人：：戰斗在抗疫一線的複旦大學戰斗在抗疫一線的複旦大學
上海醫學院副院長吳凡上海醫學院副院長吳凡、、華山醫學院附屬醫院傳染病科華山醫學院附屬醫院傳染病科
主任張文宏主任張文宏、、哈里斯郡衛生署署長哈里斯郡衛生署署長Dr. Umair A. ShahDr. Umair A. Shah、、
休斯敦衛生局局長休斯敦衛生局局長Dr. David PersseDr. David Persse、、哈哈HCAHCA傳染病主任傳染病主任
佛醫學院教授佛醫學院教授Dr. Ed SeptimusDr. Ed Septimus、、赫爾曼紀念醫院副院長赫爾曼紀念醫院副院長
豐建偉和貝勒醫學院流行病專家馬欣等就治療新冠病毒豐建偉和貝勒醫學院流行病專家馬欣等就治療新冠病毒
患者展開對話和問答患者展開對話和問答，，對得州目前日益擴大的疫情幫助對得州目前日益擴大的疫情幫助
很大很大。。

20202020年年44月月1616日上午日上午1010時至時至1212時時，，美國國會議員奧格林聯合斯塔福市長美國國會議員奧格林聯合斯塔福市長Leonard ScarcellaLeonard Scarcella、、市議員市議員Alice ChanAlice Chan和和VirginiaVirginia
RosasRosas、、密蘇里市長密蘇里市長Yolanda FordYolanda Ford、、福遍郡長福遍郡長KP GeorgeKP George在斯坦福中心停車場接受團體和個人捐助在斯坦福中心停車場接受團體和個人捐助。。清華校友會會長楊德清清華校友會會長楊德清
、、JCCAAJCCAA會長徐小玲會長徐小玲、、梨城華人協會梨城華人協會Brian LiuBrian Liu、、華夏學人協會會長黃華等將各自籌集來的數万件醫護用品捐給戰斗在第華夏學人協會會長黃華等將各自籌集來的數万件醫護用品捐給戰斗在第
一線的消警人員和醫護人員一線的消警人員和醫護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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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何佩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孟冰 重慶報道）4月21日，
距上一次拿到中國田協金牌賽事剛好一年，重慶女子半
程馬拉松（重慶女馬）再升級。在世界田聯官網最新公
佈的2020年賽曆中，重慶女馬以世界田聯銅標賽事的
身份位列其中。世界田聯日前給重慶女馬組委會發來郵
件並附上證書，正式宣告重慶女馬成為國內第一個世界
田聯標牌女子路跑賽事。成為繼名古屋女馬、大阪女馬
之後的第3個世界田聯標牌女子馬拉松。

主辦方開承體育相關負責人表示，經過5年的培
育，中國女性路跑市場已經到了即將爆發的前夜，而
堅持、信念和踏實細緻的辦賽能讓市場的煙火更絢爛
美麗，重慶女馬的成長經歷也印證了這一點。目前，
重慶女馬的參賽規模從最初的3,000多人到2019年增
至12,000人，賽事級別從2016年開始穩步前進，到
2018年即成為中國田協金牌賽事，成為不折不扣的
“中國第一女馬”。

▶▶ 國家男隊有國家男隊有
三位球手入圍三位球手入圍。。

ITTFITTF圖片圖片

◀◀ 國家女隊國家女隊
有四位球手入有四位球手入
圍圍。。

ITTFITTF圖片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浩然）香港乒乓
總會日前宣佈，鑒於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在全
球情況仍然嚴重，在與各賽事主辦單位密切
協商後，國際乒乓球聯合會（ITTF）及香港
乒乓總會宣佈決定取消原定於2020年7月8日
至12日舉行的“2020恒生香港青少年乒乓球
公開賽–國際乒聯青少年巡迴賽”，以保障
一眾參賽運動員、教練、工作人員、入場觀

眾等的健康及安全。
乒總在上月下旬已宣佈原定5月5日至10

日舉行的ITTF香港公開賽需延期舉行，但由
於國際乒聯（ITTF）之後宣佈暫停6月30日
前所有賽事，故在7月8日展開的香港青少年
乒乓賽，一直未知能否順利舉行，可惜最後經
過各方商討後，比賽還是因參賽者的健康和安
全理由而取消。

■■港隊上屆獲港隊上屆獲11金金11銀銀77銅銅。。
香港乒乓總會圖片香港乒乓總會圖片

中國首位UFC（終極格鬥冠軍賽）衛冕冠
軍張偉麗日前在天津正式開始了回國後的集中
隔離生活。她在網絡直播連線中開啟瘋狂嘮嗑
模式，詳細講述了本次衛冕戰的前後歷程。

北京時間3月8日，經過5回合戰鬥，張偉
麗在美國舉行的UFC248站女子草量級衛冕戰
上，以點勝擊敗波蘭選手喬安娜，成功衛冕金
腰帶。隨後她因疫情影響滯留美國一個多月，
於4月20日晚才乘機抵達天津，隨後開始了14
天的集中隔離。“飛機上都很
順利，體溫都正常。我們終於
回來了，走的時候還在下雪，
現在已經春暖花開了。”張偉
麗在個人社交媒體上說。她還
晒出了她和團隊的“防護
照”，照片上團隊所有人都穿
着隔離服，戴了口罩和防護面
屏。張偉麗還貼心地在防護服
上寫了“各位空乘檢疫執法醫
療工作人員你們辛苦了！！”
張偉麗透露，她在飛機上不吃

不喝，其間除了更換口罩外一直沒有摘口罩，
睡覺也戴着防護面屏。飛機上量了4次體溫，
都顯示正常。

到天津後，醫護人員都很熱情，工作人員
的工作也都非常周密、辛苦，每個人都會說
“歡迎回家”，感覺非常溫暖。之後她順利入
住隔離酒店，進入集中隔離模式。“回到祖國
的懷抱真好，所有的工作人員都辛苦了，致敬
你們。這14天我要合理安排時間。看書、學英

文、自我訓練。感謝大家對我的
關心。”

張偉麗還透露，其實UFC在
賽前說這次衛冕賽也可以不打，
因為太折騰了，畢竟她是冠軍、
是要衛冕，是讓別人來挑戰的。
“確實跑這跑那的，我更像一位
挑戰者而不是（衛冕）冠軍了。
但我覺得，有困難就要面對困
難、解決困難，而不是逃避困
難。經歷了這些事，我相信整個
人的內心會更強大。”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浩然）和富大埔總監兼
主帥馮凱文22日透露，將安排陣中19歲小將孫銘謙
和另外三位小將李啟智、劉穎笙及廖智謙，於6月遠
赴韓國試腳，並指有信心孫銘謙能在當地第二級聯
賽（K2）落班。

孫銘謙在中學校隊年代，已跟隨當時帶領拔萃
男書院校隊的馮凱文四出比賽，之後亦隨馮凱文加
入港超聯球隊凱景，在凱景降班後，孫銘謙再隨馮
凱文加盟和富大埔。年僅19歲的孫銘謙亦曾於對中
國台北的友賽成為首位“00後”大港腳。

馮凱文表示，有信心以孫銘謙的水平，可以在當

地的K2聯賽落班：“香港一直不缺少具潛質的年輕球
員，只是沒有一個好的平台，這次安排孫銘謙夥同李啟
智、劉穎笙及廖智謙到韓國試腳，希望看看他們的水平
去到哪裡，初步估計，孫銘謙有力在K2球隊落班，至
於其餘三位小將就有力於第三級聯賽（K3）落班。我
目前正等待新冠肺炎疫情退卻並會繼續尋找贊助，希望
最終可於暑假成行。”

至於孫銘謙就表示：“之前曾有在98、99年出
生的韓國球員在凱景跟操，韓國外援隊友金玟基說
他們是K3球員，我認為自己水平和他們差不多，故
目標可能先放在K3聯賽。”

在兩星期前，ITTF於全球各大社交媒體平台發
佈互動，徵集全球球迷選出心目中由21世紀

球員組成的最強球隊。結果於22日正式出爐，在男
子隊方面，供投票球員共有21名，最終國家隊有馬
龍、張繼科和許昕入選這份最終5強名單，其中馬
龍得票更達到15.4%，許昕有8.9%，張繼科則有
7.7%。

事實上，馬龍的入選可說實至名歸，因他是國
際乒壇首位集奧運會、世錦賽、世界盃、國際乒聯
總決賽、亞運會、亞錦賽、亞洲盃、全運會、全錦
賽單打冠軍於一身的超級全滿貫得主。許昕職業生
涯擁有18個世界巡迴賽單打冠軍頭銜，並常可於比
賽中打出精彩進攻。至於張繼科則是歷史上“最快
大滿貫”得主，曾在445天內連奪世錦賽、世界
盃、奧運會三大賽事冠軍，入選同樣實至名歸。

其餘兩位入選的男子球手，則為現年已54歲的
瑞典名將瓦爾德內爾和德國39歲名將波爾，得票率
為12.2%和10.0%。在接近40年的職業生涯中，瓦
爾德內爾不斷締造傳奇，被喻為“乒壇莫扎特”的
他，可說是歐洲以至世界乒壇技術發展的推動者。

至於波爾手握7次歐錦賽和歐洲盃冠軍，亦是兩屆
世界盃得主，成就卓越。

伊藤美誠唯一非中國女將入選
女子選手方面，國家隊絕對是大贏家，在15人

候選名單中有4人最終入圍，分別是張怡寧、丁
寧、劉詩雯和陳夢。得票率為15.5%的丁寧，是國
家女乒目前唯一的現役大滿貫得主，並助國家隊奪
得4次世錦賽團體冠軍和6次世界盃團體冠軍。得票
率為13.2%的劉詩雯則在上年布達佩斯世乒賽首次
奪冠，並於下半年榮登世界盃“五冠王”，成就同
樣卓越。

已退役的張怡寧得票率為11.5%，她贏過10次
世乒賽冠軍，並有4枚奧運會金牌及4座世界盃獎
盃，是當代最傑出球手之一。陳夢得票率為9.9%，
她於世界排名上已連續11個月穩坐“一姐”寶座，
是國家隊中生代的領軍人物。

至於日本19歲小將伊藤美誠（13.4%）為唯一
一位非中國選手，已拿過8個女單冠軍的她，是近
年冒起最快的新星。

ITTF青少年巡迴賽香港站取消

張偉麗平安回國後第一天：

回到祖國的懷抱真好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世界各地的乒乓球賽事均宣告“停擺”，而國際乒乓球

聯合會（ITTF）在此期間則加強和球迷互動，發起由全球球迷投票選出21世紀男、女子

“夢之隊”，結果中國國家隊男將馬龍、張繼科和許昕；女將張怡寧、丁寧、劉詩雯

和陳夢均告入圍，足證中國國家隊球員於球迷心中的地位。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浩然

孫銘謙或夥三小將赴韓國試腳

重慶女馬成世界第三大女子馬拉松

““ ””

■■ 張偉麗開直播談論近張偉麗開直播談論近
況況。。 張偉麗微博截圖張偉麗微博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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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海內外觀眾提供權威的健康醫藥資訊。

▲ 節目截圖

節目介紹：
《中華醫藥》欄目是中國電視媒體中唯一一檔向海內外傳播中國傳統
醫藥文化的大型電視健康欄目。欄目以“關愛生命健康，服務全球華
人”為宗旨，為海內外觀眾提供權威的健康醫藥資訊，在全面反映中
華傳統醫學博大精深的同時，也關註當代中華醫學對世界的貢獻。

本期節目：《中華醫藥》正骨理筋祛骨傷：頸椎腰椎病為何越來越多

播出時間：
每個週五晚19點30分。 ▲ 節目截圖

《中華醫藥》精彩
節目介紹

4/6/2020 -4/12/2020

美中時間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SUN.

6 7 8 9 10 11 12

00:00-00:30

00:30-01:00

01:00-01:30 中國緣  (重播) 生活 (重播)

01:30-02:00 生活 (重播)

02:00-02:30

02:30-03:00

03:00-03:30

03:30-04:00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04:00-04:30

04:30-05:00

05:00-05:30

05:30-06:00 中國緣  (重播) 

06:00-06:30 洋言洋語 (重播) 生活 (重播)

06:30-07:00

07:00-07:30

07:30-08:00

08:00-08:30

08:30-09:00

09:00-09:30

09:30-10:00

10:00-10:30

10:30-11:00

11:00-11:30

11:30-12:00

12:00-12:30 記住鄉愁 (重播)

12:30-13:00 洋言洋語 (重播)

13:00-13:30 中國緣  (重播) 

13:30-14:00 生活 (重播)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14:00-14:30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記住鄉愁

14:30-15:00 記住鄉愁 (重播) 洋言洋語

15:00-15:30

15:30-16:00

16:00-16:30

16:30-17:00

17:00-17:30

17:30-18:00

18:00-18:30

18:30-19:00

19:00-19:30

19:30-20:00 中國緣 生活

20:00-20:30 生活 (重播) 外國人在中國 

20:30-21:00

21:00-21:30

21:30-22:00

22:00-22:30 記住鄉愁 (重播)

22:30-23:00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23:00-23:30

23:30-00:00

電視台保留變更節目權利，以實際播出為準。 Updated as: 4/4/2020

美南新聞聯播 (直播)

中國輿論場  (重播)

中國輿論場 (重播)

中國地名大會

國家回憶

中國地名大會  (重播)

中國文藝

海峽兩岸

今日關注

中華醫藥  (重播)

Southern Television 15.3             2020年4月份 電視頻道節目表

中國文藝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美南大咖談  (重播) 轉轉發現愛 (重播)

今日亞洲

今日環球央視國際新聞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轉轉發現愛

美南大咖談 (重播)

體育報導 中華醫藥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今日關注 (重播)

今日亞洲  (重播)

遠方的家 (重播)

美南大咖談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海峽兩岸 (重播)

體育報導 (重播)轉轉發現愛 (重播)

中國輿論場

中華情  (重播) 遠方的家 (重播) 休士頓論壇 (重播) 中華醫藥  (重播)國家回憶  (重播)

中國輿論場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今日亞洲 (重播)

國家回憶  (重播)

中國輿論場  (重播)

中國文藝 (重播)

光鹽健康園地 遠方的家

光鹽健康園地 (重播)

中國文藝 (重播) 國家回憶 (重播) 轉轉發現愛 (重播)

休士頓論壇 (重播) 中華醫藥  (重播)

中國地名大會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海峽兩岸 (重播)

今日關注 (重播)

中國地名大會  (重播)

中國文藝  (重播)

轉轉發現愛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今日關注 (重播)

海峽兩岸 (重播)

今日亞洲 (重播)

美南大咖談  (重播)

中華情  (重播) 遠方的家 (重播)

美南廣播電視台     看電視聽廣播

美南國際電視STV15.3為方便觀眾收看，
「電視廣播合為一體」

               不需任何付費，
             觀眾可24小時直接收看及收聽該頻道，
             行車間也可方便收聽，輕鬆獲取美南電視節目
             以及各類國際、社區重大資訊。 

 3. 下載Apps收看：
         可在蘋果商店搜尋  
      「Today America」，
         下載Apps，除了
         可用手機讀報
         更方便，也可以在Apps裡
         收看STV15.3 電視直播。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如需開車時收聽廣播，請鏈接到車載音響設備 (數據線/藍牙設備），效果更佳。

2. Google搜尋：觀眾只要在Google網站搜尋
    「Southern TV- STV15.3 Houston」

         或輸入該平台網址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就可直接連結美南國際電視直播平台。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STV15.3 Houston

1. 掃二維碼(QR code)：
        觀眾只要掃描報上的二維碼，
        就可連結到美南國際電視，
        直接在手機上觀看STV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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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國際電視STV15.3為方便觀眾收看，
「電視廣播合為一體」

               不需任何付費，
             觀眾可24小時直接收看及收聽該頻道，
             行車間也可方便收聽，輕鬆獲取美南電視節目
             以及各類國際、社區重大資訊。 

 3. 下載Apps收看：
         可在蘋果商店搜尋  
      「Today America」，
         下載Apps，除了
         可用手機讀報
         更方便，也可以在Apps裡
         收看STV15.3 電視直播。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如需開車時收聽廣播，請鏈接到車載音響設備 (數據線/藍牙設備），效果更佳。

2. Google搜尋：觀眾只要在Google網站搜尋
    「Southern TV- STV15.3 Houston」

         或輸入該平台網址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就可直接連結美南國際電視直播平台。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STV15.3 Houston

1. 掃二維碼(QR code)：
        觀眾只要掃描報上的二維碼，
        就可連結到美南國際電視，
        直接在手機上觀看STV15.3。
 

《文華時間》

《新聞面對面》

意見領袖、時尚先鋒、行業精英、
業界大咖。。。。。。

熱點時事、熱門話題、勵誌故事、
傳奇人生。。。。。。

美南國際電視最新訪談欄目

《美南大咖談》隆重上線！
本期嘉賓：休斯頓TMCO交響樂團
中提琴演奏家劉銳、青年鋼琴家

LULU LIU;
熱點話題：青年鋼琴家LULU LIU的
成長之路、青少年音樂教育等
歡迎點擊以下鏈接收看：

https://youtu.be/TmqpViWMapA

《美南大咖談》報紙預告：

星期五       2020年4月24日       Friday, April 24,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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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2020年4月24日       Friday, April 24,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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