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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的迪拜汽車電影院疫情下的迪拜汽車電影院 豪車配紅毯仿佛逛車展豪車配紅毯仿佛逛車展

阿拉伯聯合酋長國迪拜阿拉伯聯合酋長國迪拜，，隨著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爆發隨著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爆發，，當地民眾戴當地民眾戴
著口罩開車進入購物中心的汽車電影院看電影著口罩開車進入購物中心的汽車電影院看電影。。電影院在入口處鋪上紅電影院在入口處鋪上紅
地毯地毯，，駕車前來的觀眾進門就能享受到駕車前來的觀眾進門就能享受到VIPVIP級的服務級的服務。。

走進保加利亞古老洞穴走進保加利亞古老洞穴
在此出土古人類遺骸及人工制品在此出土古人類遺骸及人工制品

保加利亞當地導遊保加利亞當地導遊Zhelyazko VeZhelyazko Ve--
likovlikov走進位於北部城市德裏亞諾沃的壹走進位於北部城市德裏亞諾沃的壹
處名為處名為““Bacho KiroBacho Kiro””的洞穴的洞穴，，此地發此地發
掘出早期現代人類遺骸和相關人工制品掘出早期現代人類遺骸和相關人工制品。。

保持社交距離保持社交距離
泰國餐廳派泰國餐廳派““大熊貓大熊貓””陪吃飯陪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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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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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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由北京海外高層次人才協

會主辦的首屆HICOOL全球創業者峰會

暨創業大賽15日在北京正式啟動。本次

峰會致力於尋找全球最優質的創業項目

，為創業者搭建交流發展平臺。

北京市委副書記、市長陳吉寧，順

義區委副書記、區長孫軍民，百度集團

董事長兼CEO李彥宏、小米集團董事長

兼CEO雷軍、奇績創壇創始人陸奇、

IDG資本全球董事長熊曉鴿、諾誠健華

董事長兼CEO崔霽松、曠視科技CEO印

奇等應邀與會。

陳吉寧在致辭中表示，北京作為首

善之都，始終將創新科技作為體系建設

的重要組成部分，將不斷積極打造良好

的創新創業環境和優質的創新人才引入

機制。北京文化開放，創業環境寬容，

有著促進創業者生長的深厚基因，能夠

容納各種創新創業的想法。在這座城市

的每個角落，每壹天都有無數的初創公

司在生長，北京將全力做好創業者的相

關服務，期待更多的創業者來到這片沃

土上。

李彥宏、雷軍、陸奇、熊曉鴿作為

頭部企業和創投基金代表參與了論壇的

對話環節，他們從不同的角度帶來了壹

場精彩紛呈的思想碰撞。

雷軍談到了在當前國際創新創業形

勢下，不斷探索創新模式是保持企業生

命力、吸引優秀人才的關鍵所在。李彥

宏指出，下壹個時代的風口應該是人工

智能在各大領域的應用創新。熊曉鴿從

投資者的角度表達了對未來新基建、5G

領域的強烈關註。

此次創新大賽作為峰會最重要的板

塊，將聚焦人工智能、大數據與金融科

技、生物醫藥、新壹代信息技術、新能

源新材料與智能裝備、文化創意等領域

，在全球範圍內挖掘最優質的創業項目

和創業人才，為北京科技創業生態持續

註入新能量。

大賽在全球設置北美賽區、歐洲賽

區、亞太賽區、中國賽區，在舊金山、

多倫多、倫敦、柏林、新加坡、東京、

北京、上海、香港、杭州、深圳11個城

市設立賽點，以吸引全球優秀的創業者

參賽。

大賽的參賽條件是，創業者回國時

間不超過10年。大賽設定了創客組和成

長組兩個組別，“創客組”是參賽時尚

未在北京成立公司，但承諾在獲獎1年

內，將項目以公司的形式落地北京。

“成長組”是已在北京成立公司，且成

立時間不超過10年。

本屆創業大賽設置了總金額高達

8000萬元(人民幣，下同)的直接獎勵資

金。包括 100 個獲獎席位的項目獎金

5000萬元，創客組項目孵化基金2000萬

元。

為鼓勵社會各界人士積極引才薦

才，大賽還特別設置了總金額1000萬元

的“伯樂獎”，對滿足條件的“伯樂”

，單人最高可獲得50萬元免稅個人現金

獎勵。

在落地服務方面，創業大賽整合了

北京最優質的創業資源，獲獎項目可以

快速獲得全鏈條的創業服務。同時，獲

獎項目有直接對接國內外資本市場的機

會，為公司上市提速。

在辦公空間方面，大賽結合首都國

際人才社區建設，協同北京海高大廈、

中關村國際孵化器等創業基地和園區，

可為獲獎項目提供最長3年、最多300平

米的免費辦公空間。

在生活保障方面，壹、二、三等獎

項目落地北京後，獲獎者可享受在京落

戶、子女入學、醫療就診、人才公寓、

社會保險、科研物品入境等壹系列“北

京服務”。

此次大賽將通過報名、篩選、初

賽等環節，於今年 9月在北京市順義

區舉辦的全球創業者峰會上進行復賽

和決賽。

WTO總幹事宣布提前離任有何隱情？
綜合報導 世貿組織(WTO)總幹事阿澤維多宣

布將提前壹年結束任期，於8月31日正式離任。此

間分析人士認為，這對已經危機四伏的WTO來說

不啻為又壹次打擊。

阿澤維多稱，提前離任是與家人長時間討論後

的結果。並非出於健康原因，也不是為了尋求“政

治機會”，“這是壹個個人的決定，壹個家庭的決

定，我相信這個決定符合這個組織的最大利益”。

他表示，自己提前離任將使WTO成員能在未

來幾個月內遴選出新的總幹事，成員們可不分散精

力和註意力，全力準備暫定於2021年舉行的第12

屆世貿組織部長級會議。

但也有分析認為，阿澤維多之所以要提前離任

，恐怕與WTO近年來深陷困境不無關系。

困境之壹，因美國壹直阻撓成員遴選，有“全

球貿易最高法院”之稱的WTO爭端解決機制上訴

機構已經徹底癱瘓，被視為WTO“皇冠明珠”的

爭端解決機制也名存實亡。這意味著WTO的協定

、紀律已沒有“高壓電”來確保成員執行，對

WTO來說不啻為生存危機。

困境之二，因主要成員利益訴求不壹，WTO

改革正舉步維艱。

例如，中國、歐盟、日本都主張維護並強化爭

端解決機制，但整體利益訴求並不完全相同；在重

新界定“發展中國家”成員的標準和待遇，強化對

所謂“不公平貿易行為”的打擊，追求“對等貿

易”等方面，日本、歐盟與美國所持立場比較接近

，但與發展中國家成員分歧明顯。

中國WTO研究會會長崇泉表示，WTO成員在

改革問題上既有共同利益訴求，同時也存在顯著分

歧，改革註定是壹個復雜且“非常艱巨”的過程。

困境之三，近年來各種雙邊、區域自貿協定越

來越多，逆全球化、保護主義甚囂塵上，也給

WTO帶來沖擊。

困境之四，疫情之下全球貿易前景越發暗淡。

據WTO預測，今年全球貿易或將萎縮13%到32%，

嚴重程度超過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

日內瓦萊科咨詢中心執行主任盧先堃表示，

WTO目前深陷困境，爭端解決、多邊貿易談判和

貿易政策監督三大功能受阻，主要經濟體間發生貿

易沖突，成員間分歧拉大，組織自身改革也尚無明

確思路。作為總幹事身處其中無法作為，阿澤維多

提前離任可能也與這些因素有關。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程

大為接受記者采訪時稱，阿澤維多在維系WTO日

常運轉方面“已經盡力了”。如果沒有他的努力，

WTO面臨的困境可能更甚。

阿澤維多突然抽身，對“風雨飄搖”的WTO

來說不啻為又壹次打擊。

作為WTO最高行政長官，WTO總幹事負責領

導和任命秘書處工作人員。具體而言，總幹事除任

命秘書處職員、確定職員任職條件和職責並領導其

工作外，還負責向世貿組織預算、財務與行政管理

委員會提交世貿組織年度預算和財務報告等。有分

析人士指出，失去總幹事，秘書處就會成為“看守

政府”，難有作為。

不過，也有觀點認為，WTO最高決策機構是

部長級會議而非總幹事，因此現任總幹事提前離任

對WTO的實質性影響不大。

但無論如何，當全球經濟與貿易因疫情受到巨

大沖擊之際，WTO總幹事提前去職，不免會使人

們對WTO的前景更加擔憂。

如阿澤維多所言，WTO未來面臨的挑戰是

“艱巨的”。世界已發生深刻變化，WTO也不能

停滯不前，必須將工作重點放在應對真正的挑戰上

，即確保多邊貿易體系對全球新的經濟現實作出反

應。而在“人心不齊”情況下，要因應這壹挑戰絕

非易事。

HICOOL全球創業者峰會暨創業大賽在京啟動
總獎金80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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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州長艾伯特周一宣布
了德州第二階段的複工計劃，
周一複工的行業包括：

兒童護理中心，按摩和個
人護理，美容服務等行業，但
員工人數不超過10人或者25%
的員工人數，並需要保持社交
距離。

本周五複工的行業包括
May 22

允許之前已經複工的餐廳
營業規模，從 25%提高到 50%
。

同時，允許酒吧，手工啤
酒和品酒屋營業，經營規模為
25%。此外，允許開放的還有
， 保 齡 球 館 Bowling Alleys,
Bingo Halls, 溜 冰 場 Skating
Rinks, 動物園，水族館也對外
服務。

周 日 複 工 的 行 業 包 括,
May 31

青少年俱樂部活動恢複，
其中包括
Day Youth Camp
Overnight Youth Camp

專業體育賽事要求沒有大量觀
衆參與，家長也需遵守社交距
離

6月1日，德州學區可以根
據需要，自願選擇提供夏季課
程，但需要符合學區規定的社
交距離和衛生防疫程序。課程
最早可以在 6 月 1 日開始。但
不能要求任何學生到校上課。

但是，州長也表示，目前
仍然有一些商業活動暫時不能
恢複。

美南金融 財富週報
盡覽金融市場動態 探討投資理財策略
上週財經回顧 （5/11-5/15）：

由於令人失望的經濟數據和
中美關係的緊張，上周美股市場
收跌。四月份美國零售業銷售和
工業生產水平都創紀錄的下滑，
美國政府對華為的禁售措施也讓
投資者擔憂新一輪的中美貿易摩
擦即將來臨。最新通貨膨脹數據
顯示，受疫情影響，通脹從2.1%
降到了1.4%，是自1957年以來的
最大降幅。疫情對經濟的通縮影
響也意味著中央銀行在近期會繼
續低利率的貨幣政策。截止上週
五，道瓊斯工業指數收盤 23685
點（週跌幅2.7%，年跌幅17%）
，標普500指數收盤2864點（週
跌幅2.3%，年跌幅11.4%）， 納
斯達克收盤9015點（週跌幅1.2%
，年漲幅0.5%）。
市場分析及投資建議：

標準普爾指數上週下跌超過
2％，創下自3月以來的最大單週
跌幅，不過比起3月23日的低點
還是強勁反彈了27％。迄今為止
，市場復甦的動力很大程度上要
歸功於利好的貨幣政策和空前的
財政支持。然而，隨著聯邦債務
水平增高，人們普遍擔憂通貨膨
脹可能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飆升

。
此次由冠狀病毒引發的經濟

危機是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衰退
。聯邦政府為受冠狀病毒停工影
響的企業和消費者提供了 2.9 萬
億美元的經濟救濟，美聯儲也提
供了超過2萬億美元的低成本資
金。迄今為止，聯邦救市方案的
金額是GDP的14％（在2008-09
經濟衰退時這一數字僅佔GDP的
4%），如果國會通過新的救濟措
施，則可能會更高。這也是二戰
後聯邦政府對任何經濟下滑的最
快反應。

美國聯邦赤字預計到2020年
將增長到 3.7 萬億美元，總債務
可能會攀升至GDP的107％，是
自二戰以來債務對GDP的最高水
平。儘管長期赤字問題令人擔憂
，但迫在眉睫的短期風險是，如
沒有聯邦政府救市，經濟衰退的
時間更長且更為嚴重。財政支持
可以幫助緩解美國經濟遭受的長
期損害，還可以加速最終的複蘇
，這將導致經濟增長帶來的收入
增加，財政債務減少。

由於居家令，廣大民眾和商
家大大減少了對商品和服務的消
費， 需求受到打擊， 新冠病毒

造成的影響短期內是通縮的。隨
著經濟復甦，通貨膨脹率可能會
從低水平上升， 但惡性通貨膨脹
的風險很低。如果通脹過高，美
聯儲會提高利率以使經濟降溫。
在2008年的經濟衰退期間，政府
債務的增加也加劇了人們對經濟
復甦後通貨膨脹會上升的擔憂。
但在 2009 年至 2019 年的歷史最
長牛市中，通貨膨脹率一直保持
在美聯儲 2％的目標附近，債務
最終縮水至僅28％。這表明隨著
時間的推移，經濟的增長和健康
可以使高債務水平減少。

通貨膨脹是經濟的正常組成
部分，歷史上在過去的三十年中
平均每年約 3％。惡性通貨膨脹
並不常見，通常是由能源價格飆
升引發的商品整體成本增加而導
致的， 但在短期內這一現像不太
可能。儘管經濟狀況仍不確定，
但對抗通貨膨脹的最佳方法是長
期投資策略，讓資產升值速度高
於通脹的速度，可以幫助投資者
在各種類型的經濟環境中實現其
財務目標。

撰稿人： Yingying Xu, Fi-
nancial Advisor, FINRA Regis-
tered Investment Advisor (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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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責任編輯：何佩珊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及記者李理報

道，中國駐美大使館華盛頓當地時間5日發佈通

知，就搭乘臨時包機意願開展摸底調查。通知

稱，將首先面向全美符合條件的未成年中小學留

學生開放登記。

中國包機優先接小留美生
駐美使館開展搭乘意願調查及開放登記 高中生：救命稻草

根據駐美大使館的通知，目前大多數海外留學人員仍然
選擇留在當地。同時考慮到有一些留學人員、特別是

未成年的小留學生面臨無法解決的實際困難，需要返回
中國，中國有關部門正在積極考慮對疫情嚴重國家一些確
有困難、急需回國的留學人員，採取逐步、有序方式，作
出開通臨時航班和包機等相應安排。

機票隔離費用自理
通知指出，根據公開、透明、公平原則，首先面向全

美年齡未滿18周歲（以登記日為準）、父母未陪伴在旁、
長期或短期在美留學的中小學留學生開放登記。如安排臨
時航班和包機，將根據可能的航空運載量，從保護弱小原
則出發，按照登記人員年齡從小到大順序排序，優先安排
小留學生乘機回國。
根據安排，機票和回國隔離費用自理。自願承擔回國

過程中的各種可能風險，並自覺接受乘機過程及抵達目的
地後的各項檢疫安排。除未成年留學生外，監護人等其他
人員不能陪同乘機。截止時間為美東時間2020年4月6日晚
6時（北京時間4月7日晨6時）。

家長：兒子回家最後希望
一名名叫“惠子”的留美高中生表示，最近美國每天

確診數字都是四位數起跳，她確實有點後悔沒有早點回中
國，在家裡的母親更是心急如焚。包機回國消息一出，她
第一時間就在母親的催促下做了登記。“這就像救命稻
草，我現在的安全感已經被打破了，我相信祖國做事的效
率，很快就能讓我們回國。”她還特意在自己的社交媒體
上寫道：“感謝祖國，感恩生為中國人，我們要加油。”

一名兒子在蘭道夫馬克高中唸書的家長表示，她的兒
子是住校生，學校現在停課，孩子沒有辦法自己照顧自
己。家長為了確保兒子能回來，四月份定了各個時段五張
機票，加起來十幾萬元人民幣，但結果是全部被取消。現
在有了包機安排，她表示，簡直是幫助自己兒子早日回家
的最後一絲希望。

中國民用航空局飛行標準司副司長韓光祖6日介紹，
從3月4日到4月3日，民航共安排11架次臨時航班，協助
在伊朗、意大利和英國的1,827名中國公民回國，接回人員
主要以留學生為主。

��(���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駐美
大使崔天凱華盛頓時間5日在《紐約時報》刊
文指出，圍繞疫情中美兩國間有一些不和諧的
聲音。“但現在不是相互指責的時刻，現在我
們需要團結合作、互幫互助。”

齊引領疫苗研發攻關合作
這篇題為《同舟共濟 定克時艱》的文章

說，此時此刻團結至關重要。要保持清醒、明
辨是非，對那些企圖煽動種族主義和歧視仇
外、把別國或別的種族當成替罪羊的愚蠢言行
說不。因為這樣的言行不僅會嚴重破壞中美當
前合作抗疫的努力，也將埋下猜疑甚至對抗的
禍根，將兩國的人民拖入險境，甚至殃及全
球。

文章表示，中方始終負責任地通報疫情信
息。中國建立了新冠肺炎疫情網上知識中心面
向所有國家開放。中美兩國衛生部門和防控專
家也一直保持着密切溝通。
文章認為，作為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體，

中美應該引領治療技術和疫苗研發國際攻關合
作，充分探討治療藥物技術共享，聯手幫助缺
乏醫療條件的國家，推動完善全球衛生治理。
此外，還要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穩市場、
保增長、保民生，確保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開
放、穩定、安全。

華企全力生產美採購物資
文章介紹說，中方盡己所能，為包括美國

在內的有關國家提供支持，而位於美國疫情

“震中”的紐約州正是重點支持對象。目前，
中方正協助美政府在華採購抗疫物資。中國企
業加班加點，生產、交付紐約與全美採購的醫
療物資。華為向紐約州和華盛頓特區捐贈了數
萬件防疫物資。中資企業總計已向美捐贈150
萬隻口罩、20萬個檢測盒、18萬個手套及許多
其他防疫物資。

文章稱，不久前，中國也遭受了疫情的迎
頭痛擊，因此我們對美國人民的苦痛感同身
受。我們搏鬥過，付出了巨大犧牲，所以深知
這裡及世界各地抗擊疫情的艱難。我們銘記，
在最困難的時候世界各地的朋友給了我們慰藉
和幫助，其中很多是美國人，很多是紐約人。
現在我們也願真誠回報他們的善意，與他們共
渡難關。

崔天凱：中美需團結合作互幫互助

■■中國駐美大使館將安排包中國駐美大使館將安排包
機機，，優先接未成年留美學生回優先接未成年留美學生回
國國。。圖為中國留美學生與當地圖為中國留美學生與當地
同學和老師交談同學和老師交談。。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紐約市史坦頓島醫護人員收到紐約市史坦頓島醫護人員收到
美國華人團體及華人企業捐贈的美國華人團體及華人企業捐贈的
口罩口罩。。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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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趙雪馨

正在中超深圳佳兆業試腳的戴偉浚，繼上一場友賽廣州恒大取得入球之後，16日再協助深圳市足球俱

樂部（深足）4：4賽和這支中超班霸。傳媒猜測，深足主帥鄧納東尼將簽下這位効力英超狼隊的 20歲中

場，令他有機會成為陳浚樂之後另一位於中超亮相的港產球員。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浩然）中國
國家足球隊目前正在上海集訓，並會於5
月21和26日，分別和兩支上海球隊交
手，而據18日消息顯示，國足的賽程稍
有變動，在21日會先鬥上海上港。

根據早前報道，國足會先於5月21
日和上海申花作友賽，但由於申花日前
才進行了內部爭霸賽，為讓球員有足夠
時間回復體能，國足於21日會先和另一
中超勁旅上海上港作友賽，到26日才會
和申花比賽。據報，上港的外援侯克和
奧斯卡均在陣；而申花的金信煜和馬丁
斯在爭霸賽表現也不錯，因此國足今次
友賽的質量該有一定保證。
此外，為了戰術的保密，據報國足兩

場友賽均不會對外開放，也不會讓媒體入
場以及網上直播。由於天津天海解散，上季中超排名比天

海低一位、宣告護級失敗的深足得以
重獲中超一席，球隊連日來也積極備戰新球
季，本月9日及16日更以“先客後主”形
式，連續約戰廣州恒大。首仗踢成4：4，次
仗則打成3：3平手，戰果頗令人意外。
從英國回流的戴偉浚在這兩場熱身賽都

有上陣，首仗更為深足取得一個入球。次仗
後備上陣也爭取得射門機會，表現搶鏡。香
港出生的戴偉浚今年7月才滿21歲，正符合
球隊的U21名額，也可作為U23球員使用，
難怪有傳媒猜測，深足很快便會官方宣佈轉
會消息。
司職防守中場的戴偉浚在香港出世，在

東方青年軍出身，也曾隨巴塞足球學校（傑
志青年軍前身）到西班牙比賽，當時隊友孫

銘謙、廖智謙及潘柏安都已在港超亮相。不
過戴偉浚在父親安排下，選擇到英國球會受
訓。
即使曾入選香港U15青年軍，惟他成年

後卻未曾代表過香港踢國際賽。2018年加
利韋特擔任港足主帥時，初選名單包括當時
身處英國的戴偉浚，惟後來傳出他因受傷而
婉拒返港。同年10月，戴偉浚參加了U21
國青在荷蘭的訓練營，引起香港球迷爭議。

備受深足助教賞識
由於在狼隊發展平平，戴偉浚近月回流

深足試腳，獲助教馬達洛尼大讚，更看好他
具備入選國足的實力。馬達洛尼甚至表示，
如果戴偉浚在聯賽有好表現，便會打電話給
國足主帥李鐵，向他推薦這位港產小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浩然）國際棍網
球聯會早前公佈修訂後最新國際賽事日期，香
港男、女子代表隊明年將出戰三大賽事，包
括：4月的男子世界錦標賽外圍賽、7月的女
子世界盃以及6月的男子U20世界錦標賽。

受到疫情影響，原定今年9月29日至10
月3日在新西蘭舉行的男子世界錦標賽亞太區
外圍賽，將改至明年4月17至24日、緊接香
港公開賽後12天舉行。至於原來在今年暑假
舉行的男子U19世界錦標賽，則會順延至明
年6月17至26日繼續在愛爾蘭進行，球員年
紀限制則因為賽事延期而提升至20歲以下，
所以比賽名稱亦改成U20世界錦標賽，加上
明年7月7至17日假美國馬里蘭州上演的女子
世界盃，香港棍網球代表隊在2021年將面對3
大國際錦標賽。

由於四年一度的男子世界錦標賽參賽隊
伍不斷增加，國際棍網球聯會決定為2022世
錦賽增設外圍賽，以控制決賽周的隊伍數目。
對於首設的世錦賽外圍賽改期至明年4月，香
港男子代表隊隊長麥浩駿表示：“外圍賽距離
香港公開賽大約2個星期，是一個不錯的實戰
備戰機會。兩星期對球員來說，已有足夠的恢
復時間，唯一擔心是受傷的風險，希望不會出
現。”
香港女子代表隊隊長許嘉希則表示：

“為了明年的世界盃，我們原定今年6、7月
會分別參加布拉格盃及柏林盃。可惜受疫情影
響，只能取消這個行程。在疫情期間，我們透
過視像進行球隊會議及體能訓練，在限聚令的
容許下，球員亦分成小組在不同地方進行訓
練，希望保持狀態及提升個人技術。”

國際棋聯日前在官網宣佈開啟“將殺”
新冠病毒計劃，該計劃旨在發起一場全球國際
象棋網絡運動，支持人們在長期隔離在家期間
依然可以參與到國際象棋對弈之中。
“新冠肺炎疫情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全球

危機，這一倡議是為了支持世界各國政府與
人民抗擊疫情所做的努力。”國際棋聯在聲
明中寫道，“在這樣一個充滿挑戰的時期，
也希望這一倡議能讓我們更加團結一致，相
互扶持”。
從5月18日至6月16日期間，國際棋聯

將聯合全球主要的國際象棋在線平台組織
2,000多場網絡賽事，賽事將在lichess.org、
chess.com、chess24.com和FIDE Online Are-
na等平台上舉行。每天將有近80場比賽，面
向所有國際象棋選手，不分年齡、所在國家
地區或水平。
與此同時，國際棋聯還將在參與者中抽

取1,500個特別獎，在奧林匹克“重在參與”
這一精神的激勵下，國際棋聯期望每一個人
都有獲勝的機會，積極參與也值得被獎勵。

“將殺”新冠病毒計劃的主要獎勵則將
包括至少64份邀請函，獲得者將受邀前往
2021年在莫斯科舉行的國象奧賽（為期一
周），獎勵包含往返機票及住宿費用。其他
獎品包括紀念品以及與特級大師過招的迷你
賽等。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浩然）在第二屆全國青年運
動會男子4×100公尺接力賽，以40秒21打破香港青年
紀錄的田徑運動員劉浩賢，18日參與由香港體育學院
（體院）與恒生銀行合辦、為期三年的“恒生—體院精
英運動員全方位發展計劃”(Community in Action)，以網
上教學形式，與母校浸信宣道會呂明才小學的田徑隊隊

員分享運動員生涯。
是次活動更邀請了前田徑精英運動員兼香港男子4×

100公尺接力紀錄保持者黎振浩擔任活動主持。在訓練環
節中，兩人更分別教導同學多種有助鍛煉肌肉及核心肌
群的簡單動作，讓師弟妹在抗疫期間仍能保持狀態，增
強爆發力。席間兩人與同學一同練習，氣氛熾熱。

內地落班港將一覽內地落班港將一覽
球員 球會
羅素 河北華夏幸福（中超）
陳俊樂 廣州富力（中超）
艾力士 大連一方（中超）
法圖斯 貴州恒豐（中甲）
梁諾恆 梅州客家（中甲）

國足熱身賽
先鬥上海上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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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國際賽事日期修訂

港棍網球隊明年大戰連場
國際棋聯公佈
全球網絡賽計劃

劉浩賢黎振浩走進網上教室

■■國足在上海訓練國足在上海訓練。。 新華社新華社
■■ 戴偉浚在狼隊發展戴偉浚在狼隊發展
不如意不如意。。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港隊將於明年港隊將於明年77月出戰女子世界盃月出戰女子世界盃。。

■■ 戴偉浚有望殺入戴偉浚有望殺入
中超中超。。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傳 被 鄧 納 東 尼 相 中

■■鄧納東尼滿意戴偉浚的表現鄧納東尼滿意戴偉浚的表現。。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 劉浩賢希望疫情過後能加操追趕劉浩賢希望疫情過後能加操追趕
進度進度。。 體院圖片體院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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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师傅从鱼缸里捞出一条活鱼，

利落的刀工，将鱼切片裹粉，放入烧

的滚烫的一锅热油中油炸。

提前炖好的五花肉，放入热锅油

炸上色，出锅立即放入冰水中，切片

，配着姜片、葱段、八角等装碗入蒸

笼，勾芡调汁，最后洒在已装盘的扣

肉上…

这是电影《饮食男女》的开场。

这里提到的几样菜品，都有一个

共同的特征，就是离不了那一大锅热

油。确实，说起中国菜给人留下的印

象，炒菜多、油大也算是一种。

当你只吃菜也发胖的时候，可能

会怀疑，平常吃得饭菜里油是不是太

多了？吃了这么多油，健康吗？

没有油吃的日子

现在食用油是每家必备的调味品

，如果下馆子或者吃食堂，菜里的油

更是多到好像不要钱。可在历史上，

大部分人在菜里放一点油都算是奢侈

的了。

从清代中期开始，中国家庭的食

用油消费量一直稳定在一个很低的水平

。根据学者推算，清末江南地区一个人

每年大概消费6斤食用油，每个月就只有

半斤。

这个数量看起来还能接受，不过到

了民国时期，对河北农村的调查发现，

那里六口之家每年只买17斤油，两个

人的量加起来才比得上过去一个人。

这么说可能有点抽象，看看他们怎

么对待油，你可能感受更直观一点。

当时的农民在菜里点上几滴香油

，就是一顿平常吃不到的大餐。他们

用油的时候不会直接拿瓶子倒，而是

用铁丝穿着铜钱，从瓶子里面蘸油出

来[2]。

要是他们看到现在王刚的宽油做

菜教程，肯定是羡慕嫉妒恨。一边痛

心疾首，高呼做菜怎么这么浪费，一

边想着怎么从菜里捞点油。

即使到了 60年代，食用油仍然很

难得。

比如 1967 年，按照哈尔滨市民的

食用油供应标准，每人一天只能领到5

克油。5克什么概念，把矿泉水瓶盖翻

过来，这些油刚好能盖住瓶盖的底。

这还不是最少的，作家张贤亮回

忆在农场的生活，当时每两个月才得

到50克油，按作家自己的话

说，这个量比一口口水还少

。

当时这位作家发愁的一

大问题，就是保证每次炒菜

都能倒出一点油，不然万一

手一抖，下个月就没油吃了

。经过严谨的考虑，细致的

观察，他最后选择把油装在

眼药水瓶里。

这样的黑科技不止诞生

在东北的农场，上海的市场

里也有着同样的生存智慧，

据回忆当时上海油供应紧张

，每人分到的太少不好带走

，于是大家每人选择用棉纱

做容器，把油吸进去带走。

油不多，能多吃一点油

就成了身份的象征。现在讲

究健康的人对于油避之不及

，恨不得吃菜之前先拿水洗

洗，不过回到过去他们可未

必高攀得起。

北京市粮食公司原总经理白少川

就回忆道，当时只有大学教授、高级

演员、高级医师、13级以上的行政干

部才能获得“高脑油票”，不过这个

补助也仅仅只有半斤。

可能是考虑到大家肚子里油水实

在太少了，从60年代中期，政府每逢

节假日，都分配一两香油、二两花生

油。春节送礼送一小瓶香油，比现在

送保健品有面子多了。

从吃油太少到吃油太多

现在我们看爸妈做饭用油一省再

省，总是觉得没法理解。因为我们没

经历过那种绞尽脑汁，就为了省一点

油的日子。从吃不上油到吃油太多，

在中国只用了大概一代人的时间。

相比过去，今天的我们确实“油

腻”了很多。

根据上海的营养调查数据，在这

1982年之后的 30年间，上海居民的脂

肪供能比提高到了 39%，超过了世界

卫生组织建议的30%的上限。

腰围也在无声诉说着我们吃得有多

油，根据一项服装业的数据，中国城市

男性的腰围长从63.5厘米扩张到了76.2

厘米。小肚子里沉淀的，都是消化不了

的油水。

确实，从 80年代之后，我们菜里

的油越放越多了。

比如做菜时常用到的植物油，在

1982 年，一个十八岁干体力活的小伙

子，一天大概能吃到 12.9 克油，到了

2012 年，差不多的一个人，菜里面的

油翻了两倍半。

对于中国八个省份的调查也发现

，菜里不断增加的油，成了我们变得

更胖油腻的动力。我们吃进身体里的

脂肪中，植物油做出了40%的贡献。

给餐桌增添一份油腻的，还有越

来越多的肉。

现在一个中国人每年吃掉的各种

肉大概有30公斤，放到80年代初，这

么多肉差不多够三个人吃的。

肉吃得多，脂肪自然少不了。上

文那项针对上海的营养调查发现，当

地居民吃进去的脂肪，有四成都是来

自各种肉，而过去只有两成左右。

饮食日渐油腻的原因也不难懂，

外国学者的研究发现，中国城市化程

度越高的地区，吃肉就越多。

随着中国迅速的城市化，外来的

以肉为主、高油高盐的饮食风格，迅

速攻克了中国的各大城市，替代米饭

为主食，蔬菜为辅的中国传统饮食结

构。人群扎堆的城市，也催生了大量

的中式廉价快餐。

如果你受不了每次吃个炒青菜都

蹭一嘴油，想突破油腻食物的包围，

寻找一块净土，那么南方可能更适合

你。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一位博士

发现，在南方，传统的饮食模式还很

稳定，并没有受到城市化太大影响。

想远离腻死人的油，吃点清淡的白米

、青菜、鱼虾，往南走就对了。

吃得油腻，坏处在哪里

既然现在的饭菜比以前油腻了许

多，那我们是不是真的吃得太油了？

其实，单论食用油的消费量，中

国和世界其他国家比起来不算很多。

根据学者的推算，中国每人每年消费

的食用油，也就比印度高一点，甚至

还没到全球平均水平。

那难道我们吃这么多油，还吃得

不够？

也不是这么说，如果说经济相关

的各项指标需要抢在前面，那在油腻

指标上，我们实在没必要往前赶。

毕竟，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2016）》推荐的标准，每天吃 25到

30克食用油算是一个健康的范围。而

现在中国居民人均每天食用油摄入量

为42.1克，早就远远超标了。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梁晓

峰也表示，中国80%的家庭食用油量都

有超标，要提倡“减盐、减油、减糖”

。

至于吃得太油腻有什么坏处，你

可能被科普得已经比我还熟悉了。食

用油的成分以脂类为主，吃得太多会

把你往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系统

疾病、癌症等慢性病的死胡同里引。

尤其是动物油，它含有更多的饱

和脂肪酸和胆固醇，常吃会显著增加

高血脂风险。在吉林松原调查发现，

那些常吃动物油的患者，比起常吃植

物油的，血脂异常的概率明显高。

不过就算知道了有什么害处，你

可能还是不自觉地多吃了油。

在家做饭，除非你很注意油的用量，

不然只做一盘炒土豆丝都可能油太多。可

要是出门在外，那你更是无处可逃。

对于中国成年人在外就餐的研究

发现，高热量、高油、高糖是这些食

物共同的特征。外卖、餐馆、食堂有

一个算一个，都能让你吃油吃到饱，

你总不能天天从家带午饭吧。

如果能注意的话，还是尽量控制

下自己吃油的量吧。不然每天吃这么

多油，恐怕中年还没到，你就先油腻

了。

中国人油吃得太多了，真的很危险

[[德甲德甲]]多特蒙德多特蒙德VSVS沙爾克沙爾克0404

遼寧省射擊射箭隊停賽不停練遼寧省射擊射箭隊停賽不停練



BB77美南電視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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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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華時間》

《新聞面對面》

展示風貌建築、特色美食、傳統文化，探尋人文故事

▲ 節目截圖

節目介紹：
CCTV4“城市1對1”欄目是全球唯一一檔固定的城市交流訪談欄目，
每期節目選擇中外兩個城市，通過小片展示以及演播室嘉賓講述，展示
風貌建築，特色美食，傳統文化，探尋人文故事，展現城市魅力。
本期主題：《城市1對1》康養勝地 中國·石柱——·聖克拉拉

▲ 節目截圖

《城市一對一 》精彩
節目介紹

播出時間：
播出時間為晚上7：30-8：30，重播時間次日下午1：00-2：00敬請關註。

5/4/2020 -5/1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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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 6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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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人故事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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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人故事  (重播) 華人故事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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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人故事  (重播) 華人故事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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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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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2020

今日亞洲  (重播)

今日亞洲 (重播)

今日亞洲 (重播)

今日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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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份 電視頻道節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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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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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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
休斯頓地區
最大華人媒體

報紙 電視 廣告 黃頁

微信公眾號

美南電視15.3

美南日報

休斯頓黃頁 分類廣告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週一，由於對美國
經濟可能從冠狀病毒大流行中恢復樂觀的樂觀情
緒，在製藥商摩登那公司發布了令人鼓舞的早期
疫苗結果後，股票從上週的跌勢中反彈。道瓊斯
工業平均指數飆升 912 點，收於 24,597。 標普
500指數跳升3.2％，抵消了上週的跌幅。據路透
社報導，當地時間5月18日，美國生物技術公司
Moderna宣布，初步實驗數據顯示，注射了該公
司正在研發的新冠疫苗後，所有45 名參與者的
體內全部產生了抗體，而其中8人的屬於“中和
抗體”，這是應對病毒最有效的抗體。在一家小
型的早期臨床試驗中，這家生物技術公司報告了
令人鼓舞的潛在 COVID-19 疫苗的第一階段結
果令人鼓舞，該公司股價上漲了20％。 Moderna
表示，它在所有45 名試驗參與者中均顯示了該
病毒的抗體產生，這是該疫苗預防感染該病毒的
潛力的積極信號。

儘管美國，巴西和其他一些國家的感染人數
不斷增加，但投資者似乎希望在疫情爆發後恢復
過來。 預報員警告說，最新的市場活躍可能為
時過早，而恢復正常水平可能還有一段距離。

Bespoke Investment Group聯合創始人保羅•
希基（Paul Hickey）在一份報告中說：“即使證
明有效，在獲得這種疫苗之前，還有很長的路要
走，但是在隧道盡頭的任何歡迎” 。根據約翰
•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數
據儀表板，在美國，有89,800多人死亡，近150
萬例確診病例。 在全球範圍內，該病毒已經殺
死了317,000多人，並感染了470萬以上。

美聯儲（Fed）負責人對美國經濟今年可能

開始從大流行中復蘇表示樂觀後，全球金融市場
也受到提振。美聯儲主席杰羅姆•鮑威爾週日在
接受哥倫比亞廣播公司“ 60分鐘”採訪時表示
樂觀，假設第二輪冠狀病毒不會爆發，美國經濟
將在下半年開始反彈。 他說，在疫苗到來之前
不可能完全康復。鮑威爾說，一旦疫情得到遏制
，經濟就應該能夠“大幅反彈”。鮑威爾和財政
部長史蒂芬•姆努欽（Steven Mnuchin）將於週
二出席參議院小組會議，報告恢復工作。CFRA
首席投資策略師Sam Stovall表示，令投資者感到
鼓舞的是，至少到目前為止，沒有太多數據暗示
經濟的重新開放將導致 COVID-19 案件數量的
回升。 。

能源，工業和金融公司週一領漲大盤。 富
國銀行，美國銀行和花旗集團的股價均分別上漲
至少6.9％。數據顯示美國單戶住宅建築商的情
緒在四月份急劇下滑後於五月份上升，原因是美
國在封鎖後逐漸重新開放，因此房屋建築公司的
股票也上漲。在上個月創紀錄的下降之後，5月
全國房屋建築商/富國銀行住房市場指數協會上
漲了7點，至37。D.R.的股票 霍頓，美國Beaz-
er Homes和LGI Homes的股價均上漲7％以上。
美國基準原油期貨上漲8.3％至每桶31.88美元。
國際標準布倫特原油上漲8.3％至每桶35.21美元
。在歐洲，倫敦的富時100指數上漲了4.3％，法
蘭克福的DAX上漲了5.7％。 法國的CAC 40上
漲5.2％。 在亞洲，上證綜合指數上漲了0.2％，
東京的日經225指數上漲了0.5％。 香港恆生指
數上漲0.6％。

Moderna的冠狀病毒疫苗試驗提振了經濟前景
週一股市反彈道瓊飆升912點抵消了上週的跌幅

在製藥商摩登那在製藥商摩登那 (Moderna)(Moderna) 公司發布了令人鼓舞的早期疫苗結果後公司發布了令人鼓舞的早期疫苗結果後，，股票從上週的跌勢中反彈股票從上週的跌勢中反彈
。。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飆升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飆升912912點點，，收於收於2424,,597597。。

光鹽社與休士頓亞裔健康協會
(HEAL)共同舉辦健康講座 - 「新冠病
毒疫情的發展, 預防及治療」。這次
的健康講座邀請黃綠玉教授為社區民
眾提供有關新冠病毒的疫情發展及防
治。除此之外，也邀請許環麟醫師新
冠病毒肺炎治療及分享在疫情期間 -
休士頓加護病房經驗。本活動免費，
歡迎所有社區人士踴躍參加! (開放現
場問答) 。

黃綠玉教授是德州大學公共衛生
學 院 (University of Texas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流行病學，人類遺傳學
和環境科學係以及傳染病中心的教授
。她是公共衛生學院全球健康證書計
劃的協調員。她曾獲得國家衞生總署
(NIH)計劃補助, 擔任和指導HIV 預防
研究國際培訓中心，目前是國家乙型
肝炎特別工作組的成員。她目前正在
德州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流行病學
和傳染病控制以及全球健康概述課程
。

許環麟醫師曾任紐約長老醫院下
城醫院以及布魯克林醫院內科住院醫

師和紐約州立大學
下州醫學中心內科
主治醫師。2015-2017 年在史隆凱特
琳癌症中心(Memorial Sloan Kettering
Cancer Center)接受重症醫學專科訓練
。從 2017 年開始在休士頓衛理醫院
(Houston Methodist Hospital) 擔任內科
加護病房主治醫師，在康奈爾大學醫
學院擔任臨床醫學助理教授，同時也
在德州農工大學醫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

時間: 2020 年 6 月 6 日, 星期六,下午
2-4點
ZOOM 網上會議室鏈接:
https://us02web.zoom.us/j/
81087861935
或撥打: +1 346 248 7799 US (Houston)
會議號碼: 810 8786 1935
共同主辦單位: 光鹽社與休士頓亞裔
健康協會
新冠病毒疫情的發展, 預防及治療

講員:
黃綠玉教授
德州大學公共衛生學院, 流行病學，
人類遺傳學和環境科學係以及傳染病
中心教授
許環麟醫師
休士頓衛理醫院擔任內科加護病房主
治醫師

健康講座 新冠病毒疫情的發展, 預防及治療

僑教中心場地開放時程
有關中心場地開放時程，考量目前疫情發展並配合政府相關規定，暫定本中心圖書館6/2(

二)起恢復借書、閱覽活動。另相關場地租借，因室內運動健身場所尚未正式開放且需降低活動
強度(人數)，故中心場地租借亦於6/2(二)後才能開放，不便之處請見諒。請各位僑領暨所屬團體
協助配合，務必做好自我疫情管制。僑胞至中心參加活動必須配戴口罩並量測體溫、填寫基本
資料(請洽中心櫃台值班同仁)，各僑團5月份活動如有變更或調整，請務必提前通知本中心以利
因應，僑教中心感謝您的愛護與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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