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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福藥局美福藥局 (MedXPharmacy)(MedXPharmacy)
服務大休斯頓地區的居民服務大休斯頓地區的居民

提供提供「「送藥到府送藥到府」」服務服務

免費贈送健康手冊及建立健康檔案免費贈送健康手冊及建立健康檔案

總店總店((梨城梨城):): 63026302 Broadway St, SuiteBroadway St, Suite 100100, Pearland, Pearland

電話電話: (: (281281))506506--24532453 傳真傳真: (: (281281))506506--54545454

中國城分店中國城分店:: 99019901 United Dr., HoustonUnited Dr., Houston 7703677036 (Relux(Relux

Senior LivingSenior Living請入內請入內))

電話電話:: 210210--941941--1113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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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醫師助理認證委
員會執照認可
精通國,台,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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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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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沛桓
醫生助理

西南紀念家庭全科 皮膚
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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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

美南國際電視臺開通iTalkBB 高清中文電視頻道   
打造海外華人美好生活 
美南新聞集團屬下的美南國際電視臺與iTalkBB
通力合作，開通了iTalkBB高清中文電視頻道，
為海外華人打造美好生活。iTalkBB中文電視
采用最尖端圖像處理技術，以呈現高清畫質，
讓您體驗完美視聽享受

建議申請iTalkBB機頂盒，因為:
1) iTalk BB有獨家院線新片：iTalkBB中文電視購買了多部2019最新
正版院線大片，讓您在家就可以看到時下最火華語電影，免費點播，高清畫質。
2) 海量影視劇同步更新，隨時點播：與國內同步更新最受歡迎的電視劇、
人氣綜藝和票房大片。點播功能讓您隨時隨地想怎麼看就怎麼看。
3) 高清中/港/臺直播：iTalkBB中文電視提供中/港/臺六十多個熱門頻道實時直播，
讓您和家人觀看內地、香港、臺灣和海外頻道的即時節目。
在iTalkBB中文電視上，新聞、綜藝、訪談、電視劇應用盡有，讓您第壹時間獲得最新資訊。。

您只要每月付 $4.99起，
就可以送機頂盒，在家看最
新最熱中文電視內容。

$4.99

如果您沒有機頂盒，您可以通過STV15.3頻道直
接收看美南國際電視臺高清電視節目，視頻效果
可能會受到周圍環境的影響而影響觀看效果。您
可以用手機下載今日美國app logo， 就可以點
擊進入美南國際電視頻道隨時收看24小時直播
高清電視節目。您也可以通過Youtube直接收到
美南電視臺直接收看高清電視節目。

2020年5月16日（星期六）3 經濟中
國

■責任編輯：何佩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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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

業內早前擔憂新冠肺炎疫情可能會大幅拖累寫字樓
租賃，不過CBRE世邦魏理仕最新發佈的上海浦東寫字
樓租賃市場動態顯示，得益於外資金融機構的需求，浦
東的寫字樓租賃業務已於一季度後期開始大幅回升。根
據浦東市場第一季度租戶組成分析，外資企業需求佔一
季度總成交租賃面積56%；根據租戶產業分析，季內錄
得以保險、基金及證券等為代表的傳統金融需求佔首
位。 ■記者章蘿蘭上海報道

“有的公司虛構業務，搞兩本賬；有的甚至
定期制定造假指標，與供應商、客戶內

外勾連實施全流程造假。”央視財經援引易會滿
稱，證監會將進一步健全市場化法治化的多元退
市機制，完善退市標準，簡化退市流程，對觸及
強制退市標準的堅決予以退市，推進商業銀行發
起設立基金管理公司推動放寬各類中長期資金入
市的比例和範圍。

實施更嚴厲違法懲戒
對於近期個別境外上市企業出現的涉嫌財

務造假等問題，他表示，證監會正與境外相關

監管機構保持密切溝通，將在跨境證券執法、
審計監管等領域進一步加強合作，共同推進健
全國際金融治理體系。

易會滿還透露了近期證監會重點工作方
向，包括繼續推行註冊制改革，實施更加嚴格的
事中事後監管和更加嚴厲的違法違規懲戒。

關於再融資、減持、退市等基礎制度改
革，推進再融資分類審核，對優質上市公司定向
增發進一步優化流程，提高效率。一方面，繼續
從嚴規範控股股東、實控人、董監高減持；另一
方面，對於創投基金、民企紓困等適當開口子、
給政策。此外，還將完善中介機構分類監管，健

全黑名單制度，真正體現獎優罰劣。
另外，A股市場上，周五滬深三大指數震盪

整理。截至收市，滬綜指報2,868點，跌1點，或
0.07%；深成指報10,964點，漲2點，或0.03%；
創業板指報2,124點，漲6點，或0.31%。

滬綜指一周跌近1%
兩市共成交 6,269.41 億元（人民幣，下

同），互聯互通北向資金淨流入25.51億元。主
要股指周線均收陰，滬綜指周內累計跌去
0.93%，深成指與創業板指分別周跌0.33%、
0.04%。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茅建興杭州報道) 娃
哈哈集團董事長宗慶後15日宣佈，娃哈哈首個
電商平台“康有利電商平台”正式啟動，將於6
月18日正式上線，與此同時，娃哈哈推出“10

萬創業者計劃”，提供貼息貸款助力10萬名年
輕人成為社交零售商。

“10萬創業者計劃”助青年創業
據了解，“康有利”將以社交電商的模式

進行推廣和銷售，不僅銷售娃哈哈自有大健康
產品，也將逐步吸納國內外知名品牌入駐。宗
慶後透露，娃哈哈“大健康”項目總投資額達
到數十億元（人民幣，下同），其中大健康產
品生產基地一期工程已經建成投產，二期還在
建設中；娃哈哈電商大廈將於6月底落成，共計
34層，屆時可容納數千人在此辦公。

與一般實體企業選擇進駐第三方平台不
同，宗慶後選擇了自建電商平台，為此康有利

電商平台攜手浙商銀行推出了“10萬創業者計
劃”，招募10萬名年輕人成為社交零售商。
“我們貼息為符合資質的年輕人提供每月5萬至
10萬元的貸款，幫助他們實現創業的夢想。”
“我是不反對電商，我是反對電商燒錢買流
量，把我們實體經濟衝擊得一塌糊塗，影響了
實體經濟的發展。”宗慶後說，“在疫情當
中，我們很多經銷商也創造了一種新的營銷方
法，就是經銷商和批發商、零售商建立微信
群，進行營銷，效果也很好，所以我認為用電
商的方式來推銷產品也是一種新的方式。再加
上現在年輕人喜歡在網上購物，方便，我認為
也要適應社會的潮流不斷去改變自己的營銷模
式。”

中國海洋石油集團宣佈，中國最大作業水深FPSO
（浮式生產儲卸油裝置）“海洋石油119”正式交付啟
航。“海洋石油119”擁有中國最複雜的海上油氣處理
工藝流程，每天可以處理原油2.1萬立方米，天然氣54
萬立方米，相當於一座佔地30萬平方米的陸地油氣處理
廠。 ■記者任芳頡北京報道

中證監嚴打財務造假

娃哈哈自建電商平台下月上線

經 濟 簡 訊

中國最大作業水深儲卸油裝置啟航

浦東寫字樓租賃需求大幅回升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盧靜怡 廣州報道) 四
部委近日發表《關於金融支持粵港澳大灣區建
設的意見》，記者從央行廣州分行獲悉，《意
見》提及措施中，由該行負責牽頭落實的措施
佔60%以上。該行15日透露，對於跨境理財
通，將爭取國家同意後盡快實施；對於跨境貸
款業務、跨境資產轉讓、私募股權投資基金跨
境投資業務，將在當前試點基礎上，實施宏觀
審慎管理，推動相關業務規範有序開展。

“當前更高水平貿易投資便利化試點、貿
易新業態外匯管理改革、資本項目收入支付便
利化、非投資性企業開展股權投資已初見成
效。”央行廣州分行表示，將嚴格落實通知提
出的重點任務，繼續指導符合條件的銀行參與
便利化試點，支持更多企業享受試點便利，擴
大政策覆蓋面。對於本外幣合一的跨境資金
池、本外幣合一的賬戶，將在人民銀行總行的
統一部署下，加快研究實施方案。

在人民幣市場方面，將創新跨境人民幣業
務，逐步擴大人民幣使用規模和範圍。央行廣
州分行將支持港澳清算行更深層次參與內地銀
行間市場，加強與港澳離岸人民幣市場的良性
互動。據透露，截至2020年4月末，大灣區內
地九市與港澳之間跨境人民幣結算15.1萬億
元。

截至4月末，廣東自貿試驗區開立FT賬戶
630個，辦理業務1,134筆，金額折合人民幣
842.4億元；在跨境金融區塊鏈服務平台上線
後，截至2020年4月末，共辦理貿易融資業務
2,384筆，金額63.7億美元；香港、澳門居民通
過見證方式開立內地銀行個人Ⅱ、Ⅲ類結算賬
戶10.2萬戶。

15日是全國投資者保護宣傳日，中

證監主席易會滿表示，疫情對一些上市公

司經營業績造成影響，對於正常的業績波

動，相信市場和投資者是能夠理解的，但

是絕對不能說假話、編故事、做假賬，更

不能借疫情之名“大洗澡”或者“炒題

材”。他說，不能借疫情之名炒題材，財

務造假將一案多查，會集中優勢資源查辦

財務造假等大要案，並從嚴從重處理。

■宗慶後看好大健康市場發展。
香港文匯報浙江傳真

■易會滿強調
上市公司不能
借疫情之名
“大洗澡”或
者 “ 炒 題
材”。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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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美首創 
美南傳媒優惠卡
- 疫情當前，醫生線上看病
- 每個家庭$18元會費
- 線上醫生，牙醫看診，藥房供藥

全面折扣優惠

（（休士頓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 ））針對新冠肺炎肆虐針對新冠肺炎肆虐
全球全球，，台灣政府除持續提供國際社會人道援助台灣政府除持續提供國際社會人道援助，，
亦不忘照顧海外僑民亦不忘照顧海外僑民。。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陳家彥處
長昨長昨（（55月月1616日日））在僑教中心主持醫療口罩發放在僑教中心主持醫療口罩發放
記者會上表示記者會上表示：：他近一他近一、、二周內分別去轄區五州二周內分別去轄區五州
，，代表台灣捐贈各十萬片醫療用口罩代表台灣捐贈各十萬片醫療用口罩，，協助各州協助各州
第一線人員對抗第一線人員對抗COVID-COVID-1919疫情疫情。。政府並已自政府並已自44
月月99日開放民眾寄送醫療級口罩給海外二等親以日開放民眾寄送醫療級口罩給海外二等親以
內親屬以來內親屬以來，，許多僑民反映在國內已無二等親可許多僑民反映在國內已無二等親可
幫忙寄送口罩幫忙寄送口罩，，為照顧僑民急難需求為照顧僑民急難需求，，行政院蘇行政院蘇
貞昌院長特提供貞昌院長特提供5050萬片醫療級口罩無償發送僑萬片醫療級口罩無償發送僑
民急難使用民急難使用，，美南地區獲配之美南地區獲配之2280022800片醫療口罩片醫療口罩
業於日前運抵休士頓業於日前運抵休士頓，，僑胞申領情形十分踴躍僑胞申領情形十分踴躍。。

陳處長說陳處長說：：除醫療口罩外除醫療口罩外，，僑委會同時協助僑委會同時協助
海外僑胞在台灣洽訂海外僑胞在台灣洽訂1616萬片布口罩萬片布口罩，，協助大家協助大家
安然度過疫情安然度過疫情，，美南地區訂購之美南地區訂購之1050010500 片布口罩片布口罩
亦已陸續到貨亦已陸續到貨。。

台灣防疫如此成功台灣防疫如此成功，，受到國際肯定受到國際肯定，，最重要最重要
的就是政府和民間充分合作的就是政府和民間充分合作，，民眾注重個人衛生民眾注重個人衛生
，，遵守相關防疫規範遵守相關防疫規範。。今天這批口罩不僅對僑民今天這批口罩不僅對僑民
個人健康能發揮功效個人健康能發揮功效，，也直接助益本地防疫也直接助益本地防疫。。

陳處長說陳處長說：：在此也感謝美南地區僑團以具體在此也感謝美南地區僑團以具體
行動支援抗疫行動支援抗疫，，讓主流社會感受到台灣人社區的讓主流社會感受到台灣人社區的
溫情及愛心溫情及愛心，，日前也連署呼籲支持台灣完整參與日前也連署呼籲支持台灣完整參與
世界衛生組織世界衛生組織（（WHO )WHO )相關事務及活動相關事務及活動，，我為我為
所有參與的僑界朋友感到驕傲所有參與的僑界朋友感到驕傲。。他說他說：：台灣參與台灣參與
世界衛生大會能幫助全球抗疫世界衛生大會能幫助全球抗疫，，世界衛生組織應世界衛生組織應
讓台灣在沒有政治前提下讓台灣在沒有政治前提下，，充分參與世衛的所有充分參與世衛的所有

會議會議、、機制的活動機制的活動，，讓台灣卓越的抗疫表現與經讓台灣卓越的抗疫表現與經
驗驗,,分享給全世界分享給全世界。。

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表示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表示：：凡旅居美國德州凡旅居美國德州
、、路易斯安那州路易斯安那州、、奧克拉荷馬州奧克拉荷馬州、、阿肯色州阿肯色州、、密密
西西比州在台無二等親可幫忙寄送口罩之國人西西比州在台無二等親可幫忙寄送口罩之國人、、
僑胞及留學生僑胞及留學生。。留學生請洽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留學生請洽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教育組教育組：：houston@mail.moe.gov.twhouston@mail.moe.gov.tw 。。

每人限領每人限領1515片醫療口罩片醫療口罩，，不可重複申領不可重複申領，，
申請者請詳細填寫以下申請者請詳細填寫以下 GoogleGoogle 表單表單：：https://https://
forms.gle/ jvforms.gle/ jv99fFnEFgyXTfFnEFgyXT99wMYAwMYA

完成完成 GoogleGoogle 表單後表單後，，請備齊中華民國護請備齊中華民國護
照照// 身分證或其他足資佐證為我旅外國人之證明身分證或其他足資佐證為我旅外國人之證明
文件影本文件影本，，同同GoogleGoogle 表單單證件表單單證件））親簽親簽 「「旅外旅外
在台無二等親屬國人在台無二等親屬國人、、僑胞及留學生口罩需求書僑胞及留學生口罩需求書
」」 ：： https: // docs.google.com /https: // docs.google.com / …… // 11wiBwiB--
dVdV55-rSan- gLiZPIBh-rSan- gLiZPIBh22MwVMwV99pp…… / edit/ edit……

以上文件請寄電子郵件以上文件請寄電子郵件：：hccc@houstonocac.hccc@houstonocac.
orgorg 【【 主旨請註明主旨請註明 「「申請醫療口罩及中文姓名申請醫療口罩及中文姓名
」」 】】 郵 寄 地 址郵 寄 地 址 ：： Culture Center of TECO inCulture Center of TECO in
HoustonHouston 1030310303 Westoffice Dr. Houston ,TXWestoffice Dr. Houston ,TX 7704277042

僑教中心將在審核僑教中心將在審核GoogleGoogle 表單資料及所送表單資料及所送
文件無誤後文件無誤後，，依序發送醫療口罩依序發送醫療口罩。。休士頓以外地休士頓以外地
區將以一般包裹寄出區將以一般包裹寄出。。大休士頓地區僑胞請至僑大休士頓地區僑胞請至僑
教中心領取教中心領取，，該中心將以電話或該中心將以電話或E-mailE-mail 約定領約定領
件時間件時間，，請在約定時間前請在約定時間前55分鐘到達分鐘到達，，以利維持以利維持
社交距離社交距離；；領取當日須戴口罩領取當日須戴口罩、、額溫必須在華氏額溫必須在華氏
9999..55度以下度以下。。

僑教中心昨舉行醫療口罩發送記者會
50萬片醫療級口罩無償發送僑胞急難使用

羅斯福號航母計劃於羅斯福號航母計劃於20202020年年55月底航行回南海月底航行回南海
羅斯福號航母上的五名水手第二次感染新冠病毒羅斯福號航母上的五名水手第二次感染新冠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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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一個
月前，羅斯福號航母 ( USS Theo-
dore Roosevelt) 取消了任務，駛回
關島港口。經過測試，將近一千名
水手被感染並隔離了相當長一段時
間。據報導，由於南海緊急政治局
勢動盪，羅斯福號航母計劃於2020
年5月底航行回南海。然而，一個
令人驚訝的消息爆發了，經過治療
的羅斯福號航母5名受感染水手再
次被測試為陽性。這一消息給羅斯
福號航母上的水手 100％的恢復造
成了不確定性。美國海軍對這一意
想不到的問題非常重視，並試圖找
到適當的解決方案。

據美國海軍稱，由於 COV-

ID-19爆發，在關島停航羅斯福號
航母的五水手經第二次感染該病毒
，並已被下船。病毒在西奧多•羅
斯福號上的五名水手中再次流行，
這突顯了這種具有高度傳染性的病
毒的令人迷惑的行為，並引發了人
們對如何將呈陽性反應的部隊重新
納入軍隊，特別是在艦艇上的疑問
。所有五名水手此前均測試過陽性
，並且經歷了至少兩週的隔離。作
為該過程的一部分，他們都必須連
續兩次進行陰性測試，至少要間隔
一兩天才能被允許返回航母。

自3月下旬發現病毒爆發以來
，羅斯福一直在關島港口。此後，
在4,800名機組人員中，有4,000多

人已上岸進行隔離或隔離。本月初
，成百上千的水手開始協同航行返
回船上，準備再次起航。海軍在周
五的一份聲明中說，這五名水手在
船上時會進行自我監控，並遵守嚴
格的社會疏遠規則。

海軍說：“這五名水手出現了
類似流感的疾病症狀，並做了正確
的舉報，要求醫生進行評估，”海
軍補充說，他們被立即從船上撤下
並隔離。與他們接觸的其他少數水
手也被帶出了船。海軍表示，截至
週四，已有 2,900 名水手重新登船
，而在經過測試呈陽性的 1,000 多
名船員中，有25％現已康復。

圖為經文處陳家彥處長圖為經文處陳家彥處長（（右二右二））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左二左二））副主任楊容清副主任楊容清
（（左一左一））昨天記者會會後送交首先來取口罩的長春會會長柯志佳昨天記者會會後送交首先來取口罩的長春會會長柯志佳（（右一右一）。）。

羅斯福號航母靜靜地留在關島港口羅斯福號航母靜靜地留在關島港口，，與冠狀病毒攻擊作鬥爭與冠狀病毒攻擊作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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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麗珊報導本報記者黃麗珊報導

美南銀行疫期繼續為社區服務美南銀行疫期繼續為社區服務

美南銀行製做簡易愛心防疫袋美南銀行製做簡易愛心防疫袋200200餘個贈送予休士頓餘個贈送予休士頓
晚晴老人公寓晚晴老人公寓

隨著新型冠狀病毒隨著新型冠狀病毒COVID-COVID-1919在美國的疫情越來越發嚴峻在美國的疫情越來越發嚴峻，，各區的防疫物資嚴重缺乏的情況下各區的防疫物資嚴重缺乏的情況下
，，美南銀行經全體董事會同意並決定美南銀行經全體董事會同意並決定，，銀行將本著取之社會銀行將本著取之社會、、人飢己飢的精神人飢己飢的精神，，拿出銀行內現拿出銀行內現
有的部份防疫用品同時再增添購買相關防疫物資數量有的部份防疫用品同時再增添購買相關防疫物資數量，，如口罩如口罩、、酒精酒精、、免洗手清潔液和防護面免洗手清潔液和防護面
罩等罩等,,其目的是意從社區開始防堵疫情其目的是意從社區開始防堵疫情，，並且支持和感謝警察和消防單位為社區安全的防疫服務並且支持和感謝警察和消防單位為社區安全的防疫服務

..美南總行行員利用上班工作空檔之餘美南總行行員利用上班工作空檔之餘，，大家分工合作特別製做大家分工合作特別製做
簡易愛心防疫袋簡易愛心防疫袋200200餘個贈送予休士頓晚晴老人公寓用於關懷餘個贈送予休士頓晚晴老人公寓用於關懷

長者的健康和幫助他們能夠提高防疫長者的健康和幫助他們能夠提高防疫

銀行員工利用工作空檔為老人公寓的愛心防疫袋幫忙分裝準備銀行員工利用工作空檔為老人公寓的愛心防疫袋幫忙分裝準備

咬指甲的孩子
你们真让人心疼
昨天在朋友圈刷到一个妈妈发了自

家孩子指甲的照片并配文求助该如何阻

止这样的行为。

看到孩子的每个指甲都已经被咬的

几乎没有边缘了，我及时地留言给这位

妈妈作为参考。

记得我曾经一个学生啃咬指甲的现

象非常的夸张，她两只手的每个指甲盖

都被咬的只剩一半了，妈妈说孩子的指

甲可能稍微碰一下都有可能会出血，但

是还是阻止不了这个孩子啃咬指甲，他

尝试了很多办法，但都得到了很短暂的

效果，因此她妈妈也是苦恼了好久。

这样的情况作为老师也并不是头一

次见了，我相信很多孩子和家长都在被

这个问题困扰，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

聊关于咬指甲的孩子我们该怎么办？

通常这种情况常见于3-6岁的孩童

，一般会出现在上幼儿园以后

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多数啃咬指甲

的行为都会自行消失，但是少数的顽固

者会持续到成人！

通常孩子们都很喜欢啃咬指甲，但

是部分孩子只是觉得好玩尝试去咬，也

有部分孩子已经发展到非常 的现象了

，比如指甲已经快咬的看不到原型了，

或者旁边的肉皮都已经伤及，更或是因

为反复啃咬导致细菌感染等等，如此严

重的情况我们做父母的更应该冷静观察

、分析并“对症下药”，切不可再盲目

操作导致更严重的后果……

了解孩子反复啃咬指甲的原因：

生理方面：

有经常咬指甲的孩子，父母观察下

孩子的指甲盖上是否有出现白点，亦或

是观察下孩子食欲是否特别差，是否经

常说肚子疼或者屁股痒等，如有此类现

象可能孩子肚子里有寄生虫，父母不及

时观察到位孩子会啃咬指甲，父母应带

孩子及时去医院检查，为孩子开一些打

虫药，这类因寄生虫引起的孩子啃咬手

指通常表现为症状较轻的反复啃咬指甲

现象

有些孩子也可能是因为缺少了一些

微量元素导致的啃咬指甲，可带孩子去

医院做一个微量元素的测试，看看是否

有缺铁，或者缺锌一类的原因导致孩子

的啃咬指甲

心理方面：

家长通常较忙的情况下，对孩子的

关爱和陪伴较少，孩子独处时内心缺乏

安全感，又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所以就

以啃咬指甲来缓解孤独感，打发无聊时

间，因此父母也要从自身找下原因，是

否陪伴孩子的时间太少了，如果自身真

的没有办法用太多的时间来陪伴孩子，

也要考虑是否可以为孩子找一个玩伴或

者引导孩子到邻居家或者朋友家玩。

环境因素：

一般当孩子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或

者面对陌生人的时候时会通过咬指甲来

缓解紧张情绪，此时咬指甲与孩子精神

紧张，压力应急有关；

如果孩子总是因为学习成绩或者因

为一些原因被父母或者老师批评，一旦

再次遇到此类场景他们的压力增大，就

会通过啃咬指甲来缓解压力；

也有一些孩子因为父母吵架或者离异

等不良环境因素的刺激，同样会出现反复

啃咬指甲的现象，孩子年幼，不知道如何

排解压力，一些行为又是出于本能，所以

很多时候啃咬指甲的行为恰恰是因为他能

通过这样较便捷又看似安全的方式来小心

翼翼转嫁和释放自己的焦虑情绪

父母如何应对孩子反复啃咬指甲的

状况？

在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

厅颁布的《儿童心理保健技术规范》中

将咬指甲列为“一般心理行为”发育问

题，通常称为“咬指甲癖”或称“咬指

甲症”，表现为孩子反复啃咬指甲，当

孩子焦虑的时候肯定要啃咬拇指和食指

，症状严重的孩子每个指甲都咬，不但

啃坏指甲，甚至连手指甲周围的皮肤都

咬坏了，更有行为顽固的孩子在睡着的

时候也会有啃咬指甲的行为，其中部分

儿童还伴有睡

眠障碍，多动

，焦虑，紧张

不安，抽动，

吮吸手指、挖

鼻孔等症状

啃咬指甲

是儿童期常见

的一种不良习

惯。

有些家长

会认为强行地

制止会让孩子

改变行为，因

此会给孩子的

手指上涂抹一

些辣椒啊、苦

水啊、甚至一

些不明物体，

更有家长会用

针扎手指，牙

签扎手指甚至

是其他的打骂

方式来阻止孩

子，但是这些

方法不但不会

改变孩子的啃

咬指甲的行为

，反而常常事

与愿违。

当家长发

现孩子有啃咬指甲的现象：

一、多与缺乏安全感有关

因此家长应该在自己身上找问题，

最主要的是消除导致孩子紧张的压力源

二、不要打骂孩子

如果打骂孩子会造成他们新的压力

，反而会更加强化他们咬指甲的行为

三、采取治疗的方法

要给予不啃咬指甲时候的表扬或者

奖励，诸如这样的正面强化方法

四、转移孩子注意力

父母应通过培养孩子更多的新的兴

趣，鼓励孩子参加体育活动，丰富孩子

的娱乐生活来转移孩子的注意力，以此

来减少啃咬指甲的次数

五、及时求助

如果发现孩子啃咬指甲的同时又有

紧张，抑郁，沮丧，自卑感，敌对情绪

等应该去医院里面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

没有人能够长期的与焦虑陪伴，所

以本能会让我们去释放焦虑

作为成人，我们会习惯性地把焦虑

转嫁出去，比如转嫁给家人或是孩子，

当成人无法转嫁焦虑时又不能自我排解

的时候，很可能会发展为抑郁

而作为孩子则往往找不到正确的排

解的方式，或许他们会大叫，大哭，甚

至发发脾气，但是有可能这些发泄的方

式都会遭到成人的阻止和打压，他们选

择了一些看似更为安静的排解方式

当孩子异常行为的突然出现时，家

长们一定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学会

控制自己的情绪并深究引起孩子问题

背后的原因，我们作为父母一定要善

于观察孩子的行为细节，并能够及时

帮助他们找到最好的解决方式，否则

，再小的火苗也有可能会毁掉一片森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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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何甌
用“多事之秋”來形容2020年秋季

入學的美國大學申請，實在是再合適不
過了。去年過山車似的申請跟今年相比
，簡直是小巫見大巫。今年是美金榜教
育集團有史以來最不同尋常的一年。對
於還沒有完全結束的2020年美國大學申
請，我有一些一手信息和經驗和大家分
享。

開端:
今年的大學申請在醜聞中拉開序幕

。2019年3月12日美國聯邦調查局FBI
Operation Varsity Blues 控告了 50 人參與
大學申請作弊和行賄受賄。主犯，美國
升學顧問William Singer賄賂了頂尖名校
如斯坦福、耶魯、南加州大學的運動隊
教練、和 SAT/ACT 的監考官，用作弊
作假的方式把一些明星如 Lori Loughlin
& Felicity Huffman的孩子送進這些大學
。被捲入該醜聞的還有中國的億萬富翁
趙濤，花 650 萬美元把女兒趙雨思於
2017年送入斯坦福。

東窗事發後這些學生被大學開除，
家長鋃鐺入獄。大學因此改變了體育特
招生政策，CB和ACT也加強了考試管
理。

中間：
2019 年 12 月 13 日，美金榜教育集

團作為TACAC/德州大學招生委員會成
員、NACAC/全美大學招生委員會成員
，收到 NACAC/全美大學招生委員會

CEO Joyce Smith通知，解釋了美國司法
部對NACAC進行反托拉斯/壟斷起訴情
況。迫於壓力和避免不必要的官司和法
律費用，NACAC不得不在2019年年會
上對Code of Ethics and Professional Prac-
tices (CEPP) 進行修改，打破以前大學招
生過程中禁止的三個事項：

給申請Early Decision（ED）的學生
提供激勵措施，如財政援助或者宿舍優
先
在學生已經給其他大學交了押金之後還
依然去招募他們

在學生沒有主動找上門之前就去勸
說他們轉學到自己的大學

以上三項限制被推翻之後，大學之
間競爭的遊戲規則徹底改變。多年以來
大學招生官和申請學生約定俗成的截止
日期變得不再有意義。同時，這三大改
變對於大學招生結果和學生申請過程都
將產生深遠影響。

為什麼會有這些變化呢？
大約兩年前，美國司法部開始調查

NACAC’s code of ethics 是否違反了聯
邦政府的反托拉斯法。司法部認為禁止
大學在 5 月 1 日後招募學生，學生可能
因此錯過一些費用更低的教育機會。

政策改變之後，學校將可以提供特
別獎學金、或優先選課等各種優厚條件
，以吸引那些必須依賴學費補助才能進
入理想大學的優秀學生。之前的提早錄

取(ED)限制了這類學生的申請。許多精
英名校錄取的學生，有一半以上來自提
早錄取計劃。

從2020 年起，在5 月1 日錄取接受
截止日之後大學仍然可以繼續招募學生
。這一政策的調整，對仍然因為獎助金
等因素考慮上哪所學校的學生提供了更
多的選擇空間，但對小型大學和排名不
好的普通大學不利，因為他們可能被迫
要提供獎助學金才能招到足夠的學生。

結尾:
對於今年申請影響最大的因素還是

2020年1月開始的新冠病毒疫情COV-
ID-19 Pandemic，目前全球 184 個國家
已經有將近四百萬人感染，27萬多人失
去生命。美國大學於3月春假期間紛紛
關閉，改為網上授課。

對於2020年秋季申請的影響主要如
下：

被錄取的學生無法親自訪校，難以
選擇。為了幫助學生和家長做決定，大
學加強了網上參觀/virtual tour和視頻會
議。

一些大學把接受錄取截止日期從 5
月1日推遲到6月1日，甚至更晚。如果
學生家庭由於疫情收入大幅減少（15%
以上），一些大學的財政援助會相應調
整。

大學讓更多的學生推遲一年/gap
year，或者一學期上學。

國際學生受到三方面影響：
1. 美國在很多國家的領事館關閉，

難以申請到學生簽證秋季按時入學；
2. 美國關閉邊境，禁止中國和歐洲

的航班入境，使得國際學生難以按時赴
美留學；

3.很多國家的經濟受到疫情的毀滅
性打擊，原來可以支付留學費用的家庭
現在望洋興嘆。我們聽說巴西和西班牙
的一些學生決定推遲一年來美國留學。
很多大學給國際學生提供網課。

因為以上種種原因，今年從候補名
單/waiting list轉正的比例比往年高很多
。最近一周，美金榜就有六位同學的等
待名單轉正，分別是加州大學伯克利校
、加州大學洛杉磯校、加州大學聖地亞
哥校、范德堡大學、華盛頓大學和維吉
尼亞理工大學，都是理工類熱門專業。

今年秋季大學能否照常開學？以什
麼方式開學？這是很多大學正在討論的
問題。目前已經有超過200所大學決定
秋季重新開放校園，讓學生們重返校園
。

當然疫情影響更大的群體是申請
2021年秋季入學的11年級學生，從上網
課，成績單改為及格/不及格(Pass/Fail)
，到各種標準化考試一而再，再而三地
被取消，改形式，讓大家不知所措。加
之今年採取 gap year 的上一屆新生可能
會佔用明年的錄取名額，更讓2021年大
學申請增加了不確定性。

不過，請不用過慮，首先這是不可

控因素，大家都受影響；其次大學理解
學生的處境，也做出了相應的政策調整
，比如更多的大學把標準化考試改成非
必要條件。 Test optional 的大學名單請
見：http://fairtest.org/。

美金榜教育集團在 5 月 4 日專門就
新冠疫情對2021年大學申請的影響舉辦
了講座。講座錄像可以到這裡觀看：
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csRV2KIianM&t=143s
美 金 榜 官 網 ： http://tothetopeducation.
com/videos/TTT% 20Seminars/Cov-
id19-impact.mp4 或者點擊最下面“閱
讀原文”/“Read More"

如果您需要大學升學指導，請和我
們聯繫。電話：281-797-5614。

微信：lonestar2012；HeOu88；li-
daqd。
客服部：info@ToTheTopEducation.com
美金榜官網：www.ToTheTopEducation.
com

【【美金榜美金榜】】20202020年美國大學申請總結年美國大學申請總結
來自最前沿的一手分享來自最前沿的一手分享 不尋常的年代應如何面對不尋常的年代應如何面對??



BB66醫生專頁

Westing 醫療診所
毛誌江醫生 MD PHD. 40 多年臨床經驗

主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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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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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日       2020年5月17日       Sunday, May 17, 2020

JY家庭全科及急症

高 血 壓

糖 尿 病

高 血 脂

常見皮膚病

皮膚活檢

婦 科 病

兒 科 病

老年癡呆

骨質疏鬆

憂 鬱 症

感 冒

咽喉痛

鼻竇炎

腹 瀉

尿 路 炎

關節注射

動物抓咬傷

清創縫合

角膜異物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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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832)433-7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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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顧瑛 醫學博士
美國家庭醫學會資格認可醫師
美國老年醫學會資歷任可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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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 民 體 檢

D03FA_JY顧瑛567B_8

Southern News Group我們的新網站 www.scdaily.com

美 南 新 聞 網 站 隆 重 推 出 5 大 板 塊 提 升 ,

 為 客 戶 ，  讀 者 提 供 了 更 好 的 瀏 覽 體 驗 。



BB77醫生專頁

D03-FA_YiZhouMD周藝_16C_2467

7850 Parkwood Circle Dr, B6 Houston.TX 77036

（牛皮癬，慢性濕疹， 

老年性皮膚瘙癢和白癜風）。

 JIAXIN LU, M.D

Board Certified by ABIM

星期日       2020年5月17日       Sunday, May 17, 2020



廣 告 BB88星期日       2020年5月17日       Sunday, May 17, 2020

Rel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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