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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互联网是能让我们所有人变聪

明的，但实际上它却让我们很多人变愚

蠢了，因为互联网不仅是好奇者的吸铁

石，还是轻信者的落水坑。互联网把每

个人都变成了即时专家。你有学位？呵

呵，我有谷歌搜索！——弗兰克· 布鲁

尼（Frank Bruni）

反智时代，专家已“死”？

你问任何一个职业人士或专家，是

什么导致专家之死，大多数人会立刻指

向同一个罪魁祸首——互联网。过去人

们需要咨询某个领域的专家的建议，现

在只需要在浏览器输入关键词，几秒钟

之内就能得到答案。如果你能靠自己获

取信息，那又何必去依赖那些比你有更

多教育和经验的人——或者更坏的情况

，还得预约？

胸痛？问问你的电脑。“我胸痛是

为什么？”

在 0.52 秒之

内就会搜出

超过1100万

条结果（至

少在我用的

搜索引擎上

是这样的）

。一连串信

息充斥在你

的屏幕上，

各种忠告纷

至沓来。你

的医生可能

会有不同的

看法，但他

以为他是谁

啊，怎么能

和你面前热

情洋溢的屏

幕争个高低

，屏幕不到

一秒就能回

答你的问题

。

尽管恼

怒，但专业

人士可能会

认为，他们

的专业知识

受到挑战，

互联网不是

首要原因。

与其说是互联网导致专家和外行之间的

沟通崩塌，不如说是互联网加速了这个

进程，因为在通往学识渊博的道路上，

互联网提供了一条捷径。网络上有源源

不断的事实可供搜索，人们以为这些事

实堆砌起来就是专业知识，就沉浸在这

样的幻想中，以为照葫芦画瓢，就可以

拥有良好的知识素养。

专家都知道，事实不等于知识和能

力。在互联网上，“事实”有时候还不

是事实。在抵制现有知识的运动中，有

各种各样的小规模战斗，而互联网就像

是炮火增援：持续不断的随意轰炸，互

不相干的信息像雨点一般砸在专家和老

百姓身上，震耳欲聋，任何想要进行理

性探讨的念头都在枪林弹雨中灰飞烟灭

。

互联网用户创造了很多幽默的法则

和推论来描述电子世界的讨论。不管辩

什么话题都要带上纳粹德国，就是高德

温法则（Godwin’s Law）和希特勒归

谬法（reductio ad Hitlerum）的灵感来源

。网友的观点往往都根深蒂固且无法改

变，这就是珀梅尔定律（Pommer’ s

Law）的根基，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

的想法会被他／她在互联网上浏览的信

息所改变，那这种改变本质上都是从没

有观点到持有一个错误观点。

但是谈到专家之死，浮现在我脑海

里的是一个早在个人电脑还没有问世时

就已经存在的法则——史特金定律，是

由传奇科幻作家西奥多· 史特金（Theo-

dore Sturgeon）提出的。

在20世纪50年代初，品味高雅的批

评家贬低通俗文学的质量，尤其针对美

国的科幻小说。“他们认为科幻和奇幻

写作是文学贫民窟，他们对此嗤之以鼻

，说大多数都是毫无价值的。史特金愤

怒地回应，说这些评论家把标准定得太

高。他说，大多数领域的大多数作品，

质量都低，包括当时人们眼中的严肃作

品。“任何事物，90%，”史特金宣判

，“都是垃圾。”

放到互联网领域，史特金的90%定

律可能还是虚报低价。整个互联网的规

模和容量之大，以及互联网无法自动区

分有意义的知识和无聊的噪声，都意味

着优质信息总是会被冗余数据和不着边

际的奇谈怪论淹没掉。

更糟糕的是，无法跟上互联网的发

展变化，就算有任何团体或机构想尝试

，也是无路可寻。1994年，线上网站不

到3000个。到了2014年，网站数量超过

了10亿。其中大多数都是可以搜到的，

而且会在几秒钟内就呈现在你眼前。

好消息就是，就算史特金定律成立

，那也还是有1亿个优质网站。这就包

括世界上所有的大型新闻报刊、智库、

大学和研究机构的主页，还有大批科学

、文化、政治界要人的网站。当然，坏

消息就是，只有在海量冗余信息的暴风

雪中栉风沐雨、砥砺前行，方能重见天

日，找到这样的信息。

然而搜索出来的海量信息，往往质

量参差不齐，有时候看似合情合理，从

表象上看，似乎这就是知识，让人们误

以为自己知道了什么，其实还不如什么

都不知道。有一句老话说得对：真正会

让你受伤的，不是你不了解的那些事，

而是事实并非你了解的那样。

社会，正在“粗鄙化”

今天，在互联网世界走马观花——

被普通人误解成“调研”——让民众和

专家、专业人士之间的互动变得很艰巨

。

这时证实性偏见成了罪魁祸首：虽

然网络上的很多故事都是假的或不准确

的，但10亿个故事里，总有一次谷歌是

对的，而专家是错的，这样的故事就会

像病毒一样疯狂传播。比如，2015年有

一个悲剧性的案例，一个英国青少年被

医生误诊，医生还跟她说：“不要再去

谷歌你的症状了。”这名病人坚称自己

罹患一种罕见的癌症，但可能性被医生

否定了。结果，她是对的，医生错了，

而她，死了。

这名英国少女的故事轰动一时——

一个罕见的错误或许让许许多多人相信

自己可以给自己看病。这种故事刚好往

大众证实性偏见的无底洞里填点儿料，

助长了他们对专业知识的愤世嫉俗，也

巩固了他们的错误信念，以为解决问题

只需要点击几下鼠标。

但对自己获取的知识有错误的判断

，会让专家的工作很难开展。如果人们

相信自己花一个早上的时间去搜索，就能

掌握别人花10年学到的知识，这样的人

是没办法开窍的。和外行说上三言两语，

就能让一个专家的心沉下去，比如听到他

们说“我已经上网搜索了一下”。

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of London）的一项研究发现，互联网用

户“在网上看东西的时候，用的不是传

统阅读方式，有迹象显示，现在出现了

一种新型‘阅读’方式，也就是用户

‘快速浏览’标题、目录和摘要，以达

到速成。似乎他们上网就是为了避免传

统的阅读方式”。这实际上是与阅读对

立的，目的不是学习，而是赢得辩论，

或者证实一个先入为主的观点。

孩子和年轻人尤其易受这种倾向影

响。伦敦大学学院的研究表明，这是因

为他们“对互联网还抱着一种天真的想

法，没领悟到原来集结在互联网上的资

源都来自四面八方，出自不同人之手”

，所以他们几乎不花时间去认真“评估

信息的相关性、准确性或权威性”。因

为搜索引擎的服务“提供了一种熟悉但

更简单化的方法，满足他们的学习需求

”。老师和专家也难以抵挡同样的诱惑

。研究表明，“快速浏览和查看，似乎

适用于所有人。摘要在上了年纪的研究

员当中的流行程度，也是相当暴露问题

的。”

“社会，”伦敦大学学院的作者们

总结道，“正在粗鄙化。”

集体智慧存在，但观点不等于事实

专家是很重要，但是没有教授、知

识分子和其他饱学之士的建议，普通人

每天也还是在努力生活着。

的确，互联网只要应用得当，是能

帮外行们相互补充基本信息的。就像股

票市场和其他需要集合大众关于一个复

杂事物的猜测和预感的机制一样，在某

些时刻，普通人的表现会胜过专家。

作家詹姆斯· 索罗维基（James Sur-

owiecki）曾经提过一个合理的概念叫

“集体的智慧”，另外还有一个匪夷所

思的概念，指大众是智慧的，因为个体

也是智慧的。但遗憾的是，人们认为互

联网就是一个集思广益的平台，其实是

在混淆这两个概念。

有些时候，一大群没有任何专业知

识的人一起对某件事的猜测，可能比其中

任何一个人的猜测要准确，这是有很多原

因的。比如一大群人做出猜测，猜测的总

量就很庞大，有助于消除一定程度的证实

性偏见、误解或若干其他的错误。

因此，理论上来说，一个公共开放

的百科全书，谁都能上去出点儿力，每

个条目都有很多人看过，就凭这庞大的

人群基数，应该就能剔除错误和偏颇。

如此看来，这些条目的编纂应该会迎合

普通人的好奇心，而非一部分学者或编

辑的个人趣味。条目的准确度会稳步上

升，而且内容也会真正贴近读者，而不

是一堆深奥知识的系统总结，虽然全面

有条理，但没什么用。

可惜，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

的。维基百科很好地示范了借力互联网

取代专家的局限性。事实证明，要围绕

很多复杂的主题编写条目，比猜一头牛

的重量要难多了。虽然很多人完全是出

于好心到维基百科上编辑条目，贡献了

自己的时间，但是，也有人是受雇于企

业和名人公关公司，所以他们是别有用

心的，会让百科全书上的条目以他们想

要的样子呈现给大众。（维基百科的撰

稿人十个里面有九个是男性，如果读者

知道这一点的话，也有可能引起读者的

警觉。）

“键盘上的勇气”，是对平等的错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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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海灘上出現大片海水泡沫荷蘭海灘上出現大片海水泡沫
猶如積雪猶如積雪

全副武裝的全副武裝的““醫生鬥牛犬醫生鬥牛犬”” 緩解抗疫醫護人員心理壓力緩解抗疫醫護人員心理壓力

墨西哥城墨西哥城，，心理學和神經心理學家露西婭心理學和神經心理學家露西婭··萊德斯馬萊德斯馬··托雷斯為她的托雷斯為她的
愛犬哈利穿上防護裝備愛犬哈利穿上防護裝備，，他們即將進入接收新冠肺炎患者的醫院工作他們即將進入接收新冠肺炎患者的醫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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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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02_DUNHUANG 敦煌植牙_1234567B_8

白牙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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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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申花藍白爭霸賽第三戰申花藍白爭霸賽第三戰

宋亞東宋亞東VSVS馬龍馬龍--維拉精彩集錦維拉精彩集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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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81間洛杉磯美術館聯手打造網上藝術觀賞平台間洛杉磯美術館聯手打造網上藝術觀賞平台

【【洛杉磯訊洛杉磯訊】】日前日前，，8181間洛杉磯的間洛杉磯的
美術館共同成立了美術館協會美術館共同成立了美術館協會（（GalGal--
lery Association Los Angeleslery Association Los Angeles，， 簡 稱簡 稱
GALAGALA），），並攜手打造網上藝術觀賞平並攜手打造網上藝術觀賞平
台台galleryplatform.lagalleryplatform.la，，以促進美術館與以促進美術館與
本地和國際藝術觀眾的互動本地和國際藝術觀眾的互動。。華美銀行華美銀行
作為該平台的獨家贊助商作為該平台的獨家贊助商，，將支持平台將支持平台
上的洛杉磯藝術家訪談欄目上的洛杉磯藝術家訪談欄目 「「The LosThe Los
Angeles Artist VisitsAngeles Artist Visits」」 。。 galleryplatgalleryplat--
form.laform.la將以多種形式帶領觀眾領略洛杉將以多種形式帶領觀眾領略洛杉
磯的藝術文化磯的藝術文化，，包括在影片中跟隨藝術包括在影片中跟隨藝術
家家、、美術館館長和收藏家感受藝術作品美術館館長和收藏家感受藝術作品
，，講解洛杉磯美術館歷史講解洛杉磯美術館歷史，，以及每週介以及每週介
紹紹1010間美術館的間美術館的 「「展廳展廳」」 並推出一個並推出一個
策展項目策展項目。。20202020年年55月月1414日至日至2121日展日展
出的美術館包括出的美術館包括13011301 PEPE、、Bel AmiBel Ami、、
Jeffrey DeitchJeffrey Deitch與與JennyJenny’’ss等等。。網站上網站上
的全部內容都將被存檔的全部內容都將被存檔，，成為洛杉磯藝成為洛杉磯藝
術社區的永久收藏術社區的永久收藏。。

美術館館長美術館館長、、明星策展人傑弗裡明星策展人傑弗裡••

戴奇戴奇（（Jeffrey DeitchJeffrey Deitch））表示表示：： 「「美術館美術館
協會非常感謝華美銀行對洛杉磯藝術社協會非常感謝華美銀行對洛杉磯藝術社
區的支持和參與區的支持和參與。。除了慷慨贊助藝術家除了慷慨贊助藝術家
訪談欄目訪談欄目，，2020多年來多年來，，華美銀行一直是華美銀行一直是
洛杉磯藝術博物館和藝術社區最重要的洛杉磯藝術博物館和藝術社區最重要的
長期支持者之一長期支持者之一。。此外此外，，在過去在過去22個月個月
，，該行還協助洛杉磯地區的美術館該行還協助洛杉磯地區的美術館、、藝藝
術家和博物館獲得術家和博物館獲得SBASBA小型商業署薪資小型商業署薪資
保護貸款保護貸款（（SBA Paycheck ProtectionSBA Paycheck Protection
ProgramProgram ）。）。」」

華美銀行資深副總裁兼行銷部與社華美銀行資深副總裁兼行銷部與社
區發展部總監王國蘭區發展部總監王國蘭（（Emily WangEmily Wang））表表
示示：： 「「華美銀行很高興能夠參與這個有華美銀行很高興能夠參與這個有
意義的項目意義的項目。。在疫情期間在疫情期間，，各種形式的各種形式的
藝術和創作都變得前所未有得重要藝術和創作都變得前所未有得重要。。在在
這個充滿挑戰的時期這個充滿挑戰的時期，，藝術創作將我們藝術創作將我們
連接在一起連接在一起，，鼓舞士氣鼓舞士氣。。我們將繼續支我們將繼續支
持文化交流持文化交流，，持續加強社區在社會和經持續加強社區在社會和經
濟方面的凝聚力濟方面的凝聚力。。」」

藝術家凱薩琳藝術家凱薩琳••瑞安瑞安（（KathleenKathleen
RyanRyan））表示表示：： 「「協力合作一直是洛杉磯協力合作一直是洛杉磯
美術館社區的重要部分美術館社區的重要部分，，而成立洛杉磯而成立洛杉磯
美術館平台使我們在合作規模和影響力美術館平台使我們在合作規模和影響力
方面達成了一個新的里程碑方面達成了一個新的里程碑。。我相信我相信，，
即使在疫情結束後即使在疫情結束後，，該平台仍將繼續發該平台仍將繼續發
展展，，成為民眾瞭解洛杉磯藝術社區的關成為民眾瞭解洛杉磯藝術社區的關
鍵渠道鍵渠道。。」」

美 術 館 館 長 尚美 術 館 館 長 尚 •• 凱 莉凱 莉 •• 雷 根雷 根

（（Shaun Caley RegenShaun Caley Regen））表示表示：： 「「我們我們
很榮幸能得到華美銀行的支持很榮幸能得到華美銀行的支持。。該行不該行不
僅是重要的藝術推崇者僅是重要的藝術推崇者，，也是連接洛杉也是連接洛杉
磯與中國的文化橋樑磯與中國的文化橋樑。。洛杉磯美術館平洛杉磯美術館平
台的創建離不開華美銀行的幫助台的創建離不開華美銀行的幫助。。我們我們
希望這個項目能為當地的美術館和藝術希望這個項目能為當地的美術館和藝術
家提供一個家提供一個

重要的國際平台重要的國際平台，，以展現洛杉磯藝以展現洛杉磯藝
術界在這段特殊時期的活力和輝煌術界在這段特殊時期的活力和輝煌，，而而
這份精神也必將伴隨洛杉磯美術館協會這份精神也必將伴隨洛杉磯美術館協會
持續發展持續發展。。能夠在此時看到社會各界齊能夠在此時看到社會各界齊
心協力支持社區心協力支持社區，，是一件令人振奮和感是一件令人振奮和感
動的事情動的事情。。我真心感謝華美銀行的傑出我真心感謝華美銀行的傑出
貢獻貢獻。。」」

2020多年來多年來，，華美銀行透過與多間享華美銀行透過與多間享
譽國際的文化機構合作譽國際的文化機構合作，，為洛杉磯藝術為洛杉磯藝術
社區和美國觀眾帶來世界級的當代藝術社區和美國觀眾帶來世界級的當代藝術
饗宴饗宴。。20062006年年，，該行與洛杉磯當代藝該行與洛杉磯當代藝
術博物館術博物館（（Museum of Contemporary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 Los AngelesArt, Los Angeles，，簡稱簡稱MOCA LAMOCA LA））合合
作作，，帶來了一系列豐富的中國當代藝術帶來了一系列豐富的中國當代藝術
收藏品收藏品，，其中一些作品目前正在華美銀其中一些作品目前正在華美銀
行帕薩迪納行帕薩迪納（（PasadenaPasadena））商業銀行中商業銀行中
心展出心展出。。20122012年年，，該行還與該行還與MOCA LAMOCA LA
合作合作，，舉辦世界知名藝術家蔡國強的首舉辦世界知名藝術家蔡國強的首
場美國西海岸個展場美國西海岸個展。。20192019年年，，華美銀華美銀
行贊助了由洛杉磯縣立美術館行贊助了由洛杉磯縣立美術館（（Los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簡稱簡稱

LACMALACMA））舉辦的中國當代藝術調查展舉辦的中國當代藝術調查展
《《物之魅力物之魅力：：當代中國當代中國 「「材質藝術材質藝術」」 》》
（（The Allure of Matter: Material ArtThe Allure of Matter: Material Art
from Chinafrom China）。）。此外此外，，華美銀行也是著華美銀行也是著
名當代博物館名當代博物館The BroadThe Broad的企業領袖夥的企業領袖夥
伴伴。。

關於美術館協會關於美術館協會/ galleryplatform.la/ galleryplatform.la
洛杉磯地區的美術館首次聯手洛杉磯地區的美術館首次聯手，，成成

立了洛杉磯美術館協會立了洛杉磯美術館協會（（Gallery AssoGallery Asso--
ciation Los Angelesciation Los Angeles，，簡稱簡稱 GALAGALA）。）。
除了美術館網上平台外除了美術館網上平台外，，該協會還將參該協會還將參
與慈善和教育活動與慈善和教育活動，，並將透過製作美術並將透過製作美術
館地圖和旅遊指南等舉措來支持洛杉磯館地圖和旅遊指南等舉措來支持洛杉磯
當地的美術館和藝術社區當地的美術館和藝術社區。。

關於華美銀行關於華美銀行

華美銀行為美國上市公司華美銀行為美國上市公司，，股票代股票代
號號 EWBCEWBC 在在 NASDAQ Global SelectNASDAQ Global Select
MarketMarket交易交易。。華美銀行現為全美以華裔華美銀行現為全美以華裔
為主要市場規模最大的商業銀行為主要市場規模最大的商業銀行，，在美在美
國和大中華地區共有超過國和大中華地區共有超過125125處服務網處服務網
絡絡。。在過去超過在過去超過4545年的時間裡年的時間裡，，華美華美
銀行這座金融橋樑銀行這座金融橋樑，，不遺餘力地連接著不遺餘力地連接著
中美兩國的個人與企業中美兩國的個人與企業，，透過提供超越透過提供超越
一般銀行的優質服務一般銀行的優質服務，，協助他們把握商協助他們把握商
機機，，向前邁進向前邁進。。自自20102010年起年起，，華美銀華美銀
行連年位列行連年位列《《富比士富比士》（》（ForbesForbes）） 「「全全
美百強銀行榜美百強銀行榜 」」 （（AmericaAmerica’’ s Bests Best
BanksBanks））前前1515名名。。有關華美銀行相關資有關華美銀行相關資
料料，，可在該行網址可在該行網址 www.eastwestbank.www.eastwestbank.
comcom查閱查閱。。

休士頓亞裔青商會發揮大愛休士頓亞裔青商會發揮大愛
明天中午贈予布口罩及午餐便當明天中午贈予布口罩及午餐便當

on line seminaron line seminar 防制電話詐騙的挑戰防制電話詐騙的挑戰

（（本報記者秦鴻鈞本報記者秦鴻鈞））由於近日由於近日
來休士頓地區各式商店及中小企業來休士頓地區各式商店及中小企業
大部分都已開放營業大部分都已開放營業，，但病毒並未但病毒並未
大幅度減輕大幅度減輕，，民眾出入仍需當心民眾出入仍需當心，，
攜帶口罩攜帶口罩，，及儘量減少出入人口密及儘量減少出入人口密
集的場所集的場所。。在休士頓亞裔青商會長在休士頓亞裔青商會長
張嘉文及青商基金會會長葉雅倫的張嘉文及青商基金會會長葉雅倫的
共同努力下募集了布質口罩共同努力下募集了布質口罩，，將贈將贈
予休士頓的長輩或有需要的人予休士頓的長輩或有需要的人。。

明天明天（（55月月2323日日 ，，星期六星期六））上上

午十一時三十分至下午二時三十分午十一時三十分至下午二時三十分
，，將在該會前會長鄭雅文所主持的將在該會前會長鄭雅文所主持的
「「雅苑雅苑 」」 會議廳會議廳（（69686968 Howell ,Howell ,
Sugar Land Road, Houston TXSugar Land Road, Houston TX
7708377083 ))分發口罩分發口罩，，當天並準備有簡當天並準備有簡
單午餐便當單午餐便當。。凡有需要的長輩歡迎凡有需要的長輩歡迎
前來索取前來索取。。您只要開車進到車道您只要開車進到車道，，
不需要下車不需要下車，，將會有工作人員將口將會有工作人員將口
罩及午餐送至您的車上罩及午餐送至您的車上。。如您有任如您有任
何疑問請電鄭雅文何疑問請電鄭雅文832832--236236--50495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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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地產三一地產三一地產三一地產三一地產三一地產三一地產三一地產三一地產三一地產三一地產三一地產三一地產三一地產三一地產三一地產三一地產三一地產三一地產三一地產三一地產三一地產三一地產三一地產三一地產三一地產三一地產三一地產三一地產三一地產三一地產 提供專業租賃管理服務提供專業租賃管理服務提供專業租賃管理服務提供專業租賃管理服務提供專業租賃管理服務提供專業租賃管理服務提供專業租賃管理服務提供專業租賃管理服務提供專業租賃管理服務提供專業租賃管理服務提供專業租賃管理服務提供專業租賃管理服務提供專業租賃管理服務提供專業租賃管理服務提供專業租賃管理服務提供專業租賃管理服務提供專業租賃管理服務提供專業租賃管理服務提供專業租賃管理服務提供專業租賃管理服務提供專業租賃管理服務提供專業租賃管理服務提供專業租賃管理服務提供專業租賃管理服務提供專業租賃管理服務提供專業租賃管理服務提供專業租賃管理服務提供專業租賃管理服務提供專業租賃管理服務提供專業租賃管理服務提供專業租賃管理服務
疫情期間疫情期間 讓房東們能夠安心讓房東們能夠安心、、省心省心、、放心放心

(本報休斯頓報導) 在新冠疫情期間
，很多房東們都面臨巨大挑戰，與房客
的溝通、房子的管理、收租、出租等等
都需要好好處理，三一地產總裁邵小明
以將心比心的態度面對每個客戶，專業
地幫每個客戶管理房子，不僅在地產界
闖出名號，更交到許多好朋友，他從達
拉斯起家，一路發展到休斯頓來，在休
斯頓專業出租管理，提供價廉物美的一
條龍服務， 讓房東們能夠安心、省心、
放心。很多房東指名要找三一地產，不

是沒有原因的!
休斯頓辦公室專營出租管理
邵小明表示，休斯頓的主要業務是

出租房的招租和管理，我們的強項是有
專業的出租管理團隊，豐富的招租以及
管理經驗，租客申請審查快速，嚴謹。
空房期間每週查房，每週會有書面提供
招租市場信息，並有眾多價廉物美的裝
修師傅可以及時進行維修。

每個月定期出明細單、每月定期劃
租金到房東賬戶、及時收租催租、及時
專業驅趕該驅趕的租客、用微信及時有
效溝通，公司有自己的註冊會計師、保
險專員、招租、管理、保險、報稅一條
龍服務，讓房東不用操心。

口碑超讚
邵小明於2001年來到美國，他是計

算機科學專業的碩士，畢業後到達拉斯
，一開始在建築公司工作，由於興趣，
他考了房地產經紀執照，開始兼職做房
地產經紀，沒想到他的性格特質非常適
合做這一行，在兼職的第一年就掙得和
資深地產經紀一樣的收入，後來實在太
忙，無法兼顧，便決定成為全職經紀人
，並且在第二年成立自己的公司，就是

三一地產。
曾經，邵小明幫助一位客戶購置房

產，當交易進行至尾聲，他發現客戶出
的價格並非最優，而是過高，於是他坦

誠地告訴客戶，並建議客戶放棄購買，
也將自己到手的佣金予以退回。邵小明
說: 「我認為做事要先做人，從做人的角
度換位思考，如果我是這位客戶，我會
買嗎？」、 「我不怕客戶跑了，因為，
像我這樣一個經紀人，佣金到手了都可
以做到主動退回，他怎麼會不信任我？
我也不怕麻煩，從頭再來幫他找房子，
我有這個耐心。」 正是因為這一份耐心
，邵小明的客戶常常是從他老客戶那邊
聽到口碑慕名而來的。

獨具前瞻性眼光
中年創業的邵小明多了一份成熟和

穩重，豐富的工作經驗和對行業的了解
，使他對公司的發展前景獨具前瞻性眼
光，他十分看好德州的房地產市場，相
比很多地產經紀在家辦公，他早在公司
剛剛成立之初，就在顯要地段租賃了專
門的辦公區域，這樣既有利於公司的規
模化發展，又增加了公司品牌的曝光率
。

投資房需要專業租賃管理服務
2010年，德州剛剛推出專門針對房

屋租賃管理的職業培訓時，邵小明敏就
銳地察覺到隨著德州房地產市場的升溫
，很多投資房都需要專業的房屋租賃管
理服務，尤其是華人市場。於是他很快
完成了培訓課程，開始拓展公司的房屋
租賃管理業務，同時也積極為公司儲備
人才，應對公司的發展需求。現在，房
屋租賃管理已經成為 31 地產的主要業

務，旗下管理的房產達到上百套。
邵小明表示: 「屋主或地產經紀自己

管理，無事則好，一旦房子或租客有點
什麼差錯，比如水電網、冷暖器、房子
裝修、建築老化、遇到刁蠻的租客等，
都是很麻煩的。甚至有被租客以歧視之
名告上法庭，官司拖了兩年的極端例子
。我們的優勢是系統化、專業化管理。
我們擁有自己的租房網絡平台、系統的
房屋管理資源、和經過專業培訓的團隊
。房子交給我們，客戶省心又省力。所
以我一點都不擔心，只要我們保持好的
口碑，屋主和地產經紀們累了的時候，
自然會來找我們。」

利潤與合作夥伴共享
對於如何處理與員工的關係，他有

自己獨到的見解。 「我不把他們當做我
的僱員，我把他們當做我的合作夥伴。
我賺錢，他們也賺錢，雙方有一方吃虧
，都是不可能維持下去的。」邵小明說
道: 「我曾經向一位成功的生意人取經
，他告訴我: 你要想把生意做大，就要
把利潤降低，而不是反過來。把你的利
潤分給合作夥伴，才能幫你把業務擴大
，但你掙得還是和以前一樣多，你願意
這樣做嗎？我想我願意這樣做，我不怕
多付薪水，多投入資金，但我想自己輕
鬆一點把生意做大和做正規了。」歡迎
休斯頓經紀人合作推薦房東客戶。

三一地產休斯頓辦公室地址: 9440
Bellaire Blvd., #201, Houston, TX 77036
。 電 話: 469-525-2475。 Email: sam.
shao@31realty.net。網址：www.31realty.
net。

长久地维持一段感情，到底有多

难？

朋友Z跟我诉说，因为一件在他看

来微不足道的小事，他和女朋友分手

了。不久前的一天，她女朋友给他发

信息，让他接她下班。Z那时刚刚从一

天繁重的工作中解脱出来，拖着疲惫

的躯体回到家。他不想从舒适的沙发

上起来，也不想走出家门，更不想在

拥堵的道路上开车。于是，他拒绝了

女朋友的要求。因为没有亲自去接，

女朋友大为恼火，两人吵了一架。女

朋友慢慢冷静下来，问他，你爱我吗

？他说，我不知道。女朋友哭得梨花

带雨，推开门离去，带走了他仅仅维

持了三个月的爱情。

我问Z，你爱她吗？他说，我现在

知道了，我不爱她。我说为什么？他

说因为离开她后我并不难过，反而感

觉很轻松。那你为什么要和她谈恋爱

？他说，一开始的确有感觉，有好感

，但真的在一起后，才发现那根本不

是爱。那些一开始的新鲜、兴奋、好

感，在正式确立关系后被生活的琐碎

一点点稀释了。回过头来看，那和爱

情没有多大关系，而是一时的冲动。

我问他，你的上一份感情维持了多久

？他说，他最近四年谈了三次恋爱，

每一段感情持续的时间都没有超过4个

月。我说，一次次短暂地谈恋爱，会

不会觉得对不起女孩子，会不会觉得

浪费人生，会不会被认为是渣男？他

的回答竟让我有些赞同。他说，我不

这样试错的话，又如何知道哪一个是

对的人呢？

比起Z，朋友H有着更为丰富的恋

爱经验。但他说自己也一直面临着同

样的问题，爱不持久。

朋友H的生活中从来不缺桃花运

，他说他的爱情就像他的小肚腩，不

停地在他的生活舞台上走过场。十分

注重外在形象的H每隔一段时间都要

去健身房健身，和他的小肚腩做斗争

。等到小肚腩消失，他就放松自己，

吃喝玩乐。等到下一次小肚腩再出现

，他再踏进健身房。当然，他说小肚

腩和爱情不同，小肚腩是他要努力赶

走的，但爱情，是他想留也留不住的

。H说他的单身空窗期一般不会超过

四个月，他总是会遇到好看的男孩子

，很快，那些好看的男孩会成为他的

男朋友，他们一起吃饭

、一起看电影、一起旅

行、一起在夜晚的马路

上散步、在无人的角落

尽情接吻。这样的恋情

很甜蜜，很温暖，却也

很短暂。H给我看他最

近几年出游的照片，每

张照片的背景不一样，

每张照片上站在他身边

的男孩也不一样，但相

同的是，照片里的人都

看上去很开心。H用一

句话为这些照片做了注

脚：边走边爱，反正人

山人海。

我问 H，为什么不

长久地谈一段恋情。他

摇摇头，有些无奈。他

说，当你发现激情消退

，当你发现那不是爱的

时候，你就没法和他在

一起了。他还把自己的

“渣”说成是感情洁癖

，引来我的嗤之以鼻。

见我并不认同，H说，

其实他很希望有一段长

久的感情，但是很难。

维持一段感情的前提是

你还爱着他，因为你还

爱着他，所以当你们的

感情遇到风暴、遇到旋

涡时，你会学会妥协、

学会包容，勇敢地站出

来去捍卫感情，你不会像个懦夫一样

一走了之。可是，当你已经确切地知

道，你不爱对方，已经没有任何感觉

后，你拿什么去维持一段感情呢？你

用尽全力去维持的也不过是一具爱情

的遗体。

最近，我买来《恋爱中海明威》

看。这本书的作者是海明威的生前好

友A· E· 霍奇纳，两人的友谊长达14年

之久，霍奇纳还参与了海明威不少作

品的影视改编工作。两人既是挚友，

也是工作伙伴，所以我断定作者的叙

述应该是相当诚实的。

书中的内容大多来自海明威的生

前口述，作者重点描写了海明威和第

一任妻子哈德莉在一起时遇到宝琳的

故事。那时的海明威还没有成名，他

和妻子哈德莉生活在巴黎，日子过得

贫穷。宝琳是个富家女，挥金如土，

她被海明威的巨大魅力吸引，对他发

起了猛烈的进攻。海明威说那时他同

时爱着两个女人，但显然他必须做一

个选择。海明威彼时的好友，《了不

起的盖兹比》的作者菲茨杰拉德奉劝

海明威不要离开妻子，但海明威并没

有照做。他和哈德莉离婚，和宝琳结

婚，还有了两个孩子。但不久后，海

明威痛苦地发现，他并不爱宝琳，他

还一度阳痿，没法和宝琳做爱。海明

威和宝琳的感情也以离婚收场，那之

后，海明威又结过两次婚。

海明威与第一任妻子哈德莱在婚

礼上海明威以他的巨大魅力吸引着女

性，读这本书时你会发现，那些爱一

开始是热烈的，冒险的，趣味的，然

后变得寡淡，成为负担，让人疲累。

海明威一次次经历结婚离婚，却总像

一个婚姻的逃亡者。生命最后的那段

时间，被抑郁症和妄想症折磨的海明

威坐在精神病院的病房里问他的挚友

霍奇纳：请你告诉我，年纪尚轻的男

人第一次坠入爱河时，他怎么能知道

那是他唯一的真爱？那时的海明威心

里已经十分清楚，他的挚爱是他的第

一任妻子哈德莉，他曾经因为宝琳离

开了她，海明威也知道，回到过去是

不可能的，没有一座桥梁是通往过去

的。离开精神病院不久，海明威送了

自己一颗子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我想在他生命中的那颗子弹出膛的时

候，他是不是还在想着他的挚爱，还

在后悔曾经的决定。

读完《恋爱中海明威》，我问朋

友 Z，你有没有遇到自己的挚爱。Z

吐着烟，摇摇头。他说，那个她还没

有出现。我又问H，你是否遇到过自

己的挚爱？我没有想到这个问题竟有

如此大的杀伤力，H的眼圈瞬间红了

。他说他遇到过，那段感情持续了两

年多，是他经历过时间最长的一段感

情。我追问，你为什么要离开他？他

说，是他离开了我，他爱上了别人。

我拍拍H的肩膀，安慰他。H看着我

，他说，人的挚爱不会只有一个对吗

？人生那么长，还是会遇到很爱很爱

的人，对吗？我看着他，不知说什么

好，我心中的答案并不能让他好受一

点。

谈场不分手的恋爱，有多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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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聲講座角聲講座：：防制電話詐騙的挑戰防制電話詐騙的挑戰

休士頓華裔社區五月贈餐活動進入高潮休士頓華裔社區五月贈餐活動進入高潮
亞裔在抗疫中的力量亞裔在抗疫中的力量，，在於集體的團結在於集體的團結
最近美國疫情進入緊急關頭最近美國疫情進入緊急關頭，，公公

共健康和經濟受到雙重威脅共健康和經濟受到雙重威脅。。亞裔社亞裔社
區作為移民和少數民族受到的衝擊更區作為移民和少數民族受到的衝擊更
大大，，並且遇到上千起仇視和暴力事件並且遇到上千起仇視和暴力事件
，，很多餐飲業在困難中掙扎很多餐飲業在困難中掙扎。。為了幫為了幫
助這些商業和一線救援人員助這些商業和一線救援人員，，同時突同時突
出華裔在疫情中的貢獻和努力出華裔在疫情中的貢獻和努力，，反擊反擊
種族歧視種族歧視，，休斯頓華裔組織在五月初休斯頓華裔組織在五月初
共同聯合組織了共同聯合組織了““送餐一萬份送餐一萬份，，致敬致敬
一線英雄一線英雄”” Asian Americans SaluteAsian Americans Salute
Frontline HeroesFrontline Heroes （（AASFH)AASFH) 的活動的活動。。

這一活動的組委會榮譽主席為休這一活動的組委會榮譽主席為休
士頓市長士頓市長 Sylvester TurnerSylvester Turner，，主席李主席李
雄雄 Kenneth LiKenneth Li （（西南管理區主席西南管理區主席
Southwest Management District)Southwest Management District) 。。聯聯
合主席包括張少歐合主席包括張少歐 Peter Chang, MDPeter Chang, MD
（（ 亞 裔 醫 療 協 會亞 裔 醫 療 協 會 Asian AmericanAsian American
Health CoalitionHealth Coalition） ，） ， 方 宏 泰方 宏 泰 CecilCecil
Fong (Fong (美華協會美華協會 OCA Greater HousOCA Greater Hous--
ton)ton)，，喻斌喻斌 Bin Yu (Bin Yu (亞裔商會亞裔商會 AsianAsian
Chamber of Commerce)Chamber of Commerce)，，李成純如李成純如

Alice Lee (Alice Lee ( 休士頓同源會休士頓同源會 ChineseChinese
American Citizens Alliance HoustonAmerican Citizens Alliance Houston
LodgeLodge），），財務長華啟梅財務長華啟梅 Chi-Mei LinChi-Mei Lin
（（中華文化服務中心中華文化服務中心 Chinese ComChinese Com--
munity Centermunity Center）。）。活動同時得到包括活動同時得到包括
美 國 華 人 聯 合 會美 國 華 人 聯 合 會 United ChineseUnited Chinese
Americans,Americans, 美南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美南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
Joint College Alumni AssociationJoint College Alumni Association
from Taiwan,from Taiwan,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
協會美南分會協會美南分會 Global Federation ofGlobal Federation of
Chinese Business Women in SouthChinese Business Women in South--
ern USA,ern USA, 全美亞裔地產協會休士頓分全美亞裔地產協會休士頓分
會會 Asian Real Estate Association ofAsian Real Estate Association of
AmericaAmerica等多个組織的共同支持和參與等多个組織的共同支持和參與
,, 並在五月份美國的亞裔傳統月中推入並在五月份美國的亞裔傳統月中推入
高峰高峰，，與全美各地華裔社區共同舉辦與全美各地華裔社區共同舉辦
的的““愛心食物愛心食物”” Food of LoveFood of Love的活动的活动
互相呼應互相呼應。。

組委會的積極籌劃和努力立刻得組委會的積極籌劃和努力立刻得
到休斯頓華裔社區的熱烈反響到休斯頓華裔社區的熱烈反響，，五月五月
上旬就收到一萬兩千多份餐點的捐款上旬就收到一萬兩千多份餐點的捐款

，，並且已經聯繫到五十多家亞裔餐館並且已經聯繫到五十多家亞裔餐館
加入此項目加入此項目，，成功送餐到德州醫學中成功送餐到德州醫學中
心的各大醫院心的各大醫院，，休斯頓的公共交通局休斯頓的公共交通局
，，中國城附近的護理中心中國城附近的護理中心，，和一線警和一線警
察人員手中察人員手中。。五月下旬五月下旬，，組委會的努組委會的努
力目標是達到共一萬五千份餐的捐款力目標是達到共一萬五千份餐的捐款
，，使更多的一線救援人員和單位受益使更多的一線救援人員和單位受益
，，吃上香噴噴的中餐吃上香噴噴的中餐。。

組委會同時建立了社會宣傳組組委會同時建立了社會宣傳組，，
與休斯頓的知名主流組織共同聯手與休斯頓的知名主流組織共同聯手，，
準備舉辦各項反歧視反暴力的活動準備舉辦各項反歧視反暴力的活動。。
組委會特意安排在五月十日全美鐵路組委會特意安排在五月十日全美鐵路
通線華工紀念日這一歷史時刻通線華工紀念日這一歷史時刻，，在休在休
斯頓紀事報斯頓紀事報Houston ChronicleHouston Chronicle登出大登出大
幅廣告幅廣告，，鮮明展現華裔社區的貢獻和鮮明展現華裔社區的貢獻和
AASFHAASFH的活動的活動。。在五月十七日在五月十七日，，進一進一
步在紀事報刊載華裔一線英雄的事蹟步在紀事報刊載華裔一線英雄的事蹟
，，其中包括疫情救援中的華裔代表其中包括疫情救援中的華裔代表，，
醫生醫生，，護士護士，，警官警官，，企業家等多人的企業家等多人的
介紹介紹。。這些宣傳這些宣傳，，與與PBSPBS在本月首次在本月首次
播出的大型歷史記錄片播出的大型歷史記錄片““亞裔美國人亞裔美國人

””Asian AmericansAsian Americans 交相呼應交相呼應，，成為休成為休
斯頓華裔歷史篇章的重要組成斯頓華裔歷史篇章的重要組成。。

五月二十二日周五十二點五月二十二日周五十二點，，休斯休斯
頓市長頓市長 Sylvester TurnerSylvester Turner，，AASFHAASFH 的的
名譽主席名譽主席，，將在市政廳舉辦媒體公開將在市政廳舉辦媒體公開
會會，，接受贈餐接受贈餐，，並表彰華裔社區的共並表彰華裔社區的共
同努力同努力（（具不完全統計具不完全統計，，休斯頓華裔休斯頓華裔
社區在抗疫中的捐款捐物已達百萬美社區在抗疫中的捐款捐物已達百萬美
元級元級）。）。前一天周四二十一日晚七點前一天周四二十一日晚七點
，，ABCABC新聞新聞(Channel(Channel 1313)) 社區傳媒組社區傳媒組
將特意舉辦亞裔社區實時研討會將特意舉辦亞裔社區實時研討會，，邀邀
請休斯頓著名亞裔代表和全體社區加請休斯頓著名亞裔代表和全體社區加
入亞裔社區和反暴力的討論入亞裔社區和反暴力的討論。。同時同時，，
組委會還在籌辦即將在六月份舉辦的組委會還在籌辦即將在六月份舉辦的
反暴力英雄的表彰會和訓練課程反暴力英雄的表彰會和訓練課程。。

20202020年疫情百年不遇年疫情百年不遇，，但患難見但患難見
真情真情，，危機即是機會危機即是機會。。組委會歡迎各組委會歡迎各
界人士和組織踴躍加入到這次愛心送界人士和組織踴躍加入到這次愛心送
餐活動餐活動，，積極捐款和參加即將召開的積極捐款和參加即將召開的
各項公益活動和媒體會議各項公益活動和媒體會議。。 ““一根筷一根筷
子很容易折斷子很容易折斷，，但一百根筷子在一起但一百根筷子在一起
幾乎是牢不可破的幾乎是牢不可破的”！”！請您也成為這請您也成為這
些筷子中的一支些筷子中的一支，，讓所有休斯頓人知讓所有休斯頓人知

道當我們共同行動時道當我們共同行動時，，華裔社區的集華裔社區的集
體力量和聲音體力量和聲音，，和能夠為休斯頓帶來和能夠為休斯頓帶來
的改變的改變！！

AASFHAASFH捐款網頁和介紹捐款網頁和介紹：：https://https://
ccchouston.org/asian-americcchouston.org/asian-ameri--
cans-salute-frontline-heroes/cans-salute-frontline-heroes/
聯 系聯 系 ：： saluteheroes@asianchamsaluteheroes@asiancham--
ber-hou.orgber-hou.org

聯 繫聯 繫 ：： saluteheroes@asianchamsaluteheroes@asiancham--
ber-hou.orgber-hou.org
活動記錄和安排活動記錄和安排：：FacebookFacebook ““AsianAsian
Americans for COVID Relief - HousAmericans for COVID Relief - Hous--
tonton””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
25211162081109042521116208110904//

供稿供稿：：55//1919//20202020 AASFHAASFH 公關組公關組 施慧施慧
倫倫 Helen ShihHelen Shih

新冠疫情追蹤報導新冠疫情追蹤報導新冠疫情追蹤報導新冠疫情追蹤報導﹕﹕﹕﹕
美國美國美國美國50505050州全數解封州全數解封州全數解封州全數解封﹗﹗﹗﹗川普揚言退川普揚言退川普揚言退川普揚言退WHOWHOWHOWHO﹑﹑﹑﹑中國留學生恐成白宮下個目標中國留學生恐成白宮下個目標中國留學生恐成白宮下個目標中國留學生恐成白宮下個目標

【美南新聞記者蕭永群報導】新冠疫情逐
漸延燒成美國與中國﹑世界衛生組織之
間的矛盾衝突﹒18日川普指出世衛成
了「中國傀儡」﹑19日中國外交部則在記
者會上指責美國抹黑﹐究竟這場國與國
間的政治問題會導致什麼局面﹐今天的
新冠疫情追蹤報導﹐繼續帶您深入了解﹒
川普揚言退世衛川普揚言退世衛﹖﹖戒慎惶恐萬萬不可戒慎惶恐萬萬不可
李蔚華表示﹐CDC認為專業意見不被美
國政府採納﹐因此犧牲了很多寶貴的抗
疫時間﹒美國也在18日發出最後通牒﹐
呼籲世界衛生組織發揮實際作用﹐否則
將暫停金援﹑甚至退出世衛﹒李蔚華認
為﹐目前是正需要團結的時候﹐美國政府
絕對不能退出世衛﹒

(圖源﹕路透社)

520520華府大事華府大事﹕﹕美國美國5050州正式全數解封州正式全數解封
﹑﹑川普民調慘淡川普民調慘淡
華府資深律師黃瑞禮分享﹐就在20日﹐
隨著康乃狄克州宣布正式開放﹐也意味
著美國50州全數解封﹒有的州敞開大
門﹑有的半遮半掩﹐但不管如何﹐都全數
開放了﹒

然而﹐隨著疫情持續進展﹐抗疫的腳步也
仍在繼續﹒黃瑞禮指出﹐20日的一項拉
丁裔美國人對於疫情的民調顯示﹐有
56%認為執政者做得不好﹑44%認同﹒
而針對年底大選﹐62%的拉丁裔選擇拜
登﹐川普僅獲21%﹐十分慘淡﹒根據昆尼
皮亞克大學周叁公布的一項最新民調顯
示﹐拜登在總統競選中以兩位數的優勢
領先川普﹒

中美衝突中美衝突﹐﹐恐波及中國留學生恐波及中國留學生﹖﹖

疫情也使得政治問題被搬上檯面﹐隨著
中美之間的衝突升溫﹐美國國土安全局
局長查德·沃爾夫在5月初坦言﹐川普政
府可能會進一步地對OPT﹑CPT學生開
刀﹐這個想法是由阿肯色州議員 Tom
Cotton先發聲﹐認為中國留學生來美學
習技術後﹐帶回中國﹒
這項消息也使得留學生人心惶惶﹐根據
黃瑞禮律師指出﹐許多高教人士對此十
分擔心﹐因為國際學生的學費往往是大
學一項重要的收入來源﹐因此一旦限縮﹐
將會攸關高教生存﹒然而﹐目前川普政
府似乎並未真正採取什麼行動﹒不過也
有一些專家認為﹐這種宣言的政治意味
濃厚﹐政府有可能在大選前採取進一步
措施﹐以挽回失去的民心﹒
大幅開放後患無窮大幅開放後患無窮﹖﹖這兩地的教會又關這兩地的教會又關
門門
德州與喬治亞州兩處作為大幅度復工州
﹐20日傳出這兩州的兩處教堂又重新宣
布關閉﹐有鑑於群聚引發感染﹐黃瑞禮認
為﹐這種新聞十分值得各地借鏡﹐做好預
防才能避免重蹈覆轍﹒
專家認為專家認為﹕﹕德州可能過了疫情高峰期德州可能過了疫情高峰期﹐﹐疫疫
苗開發苗開發「「謹慎樂觀謹慎樂觀」」
醫學博士朱全勝指出﹐德州近來傳來好
消息﹐新冠確診率維持在一定的低點﹐因

此可能已經過了高峰期﹐進入平緩狀態﹐
然而還需要一個星期的時間來進行觀察
﹐若病例有減少趨勢﹐才是真正好轉﹒
朱全勝也指出﹐目前隨著Moderna公司
開發出了可能有效的病毒﹐各界彷彿被
注入了一劑強心針﹐因此對疫苗未來的
發展可以保持「謹慎樂觀」的態度﹒然而
﹐有鑑於新冠病毒屬於容易變疫的RNA
單鏈型病毒﹐一旦變異了原來的疫苗就
失效了﹒

(圖源﹕路透社)
此外﹐朱全勝也指出中國中南大學湘雅
醫院醫療副院長邱海波近來受訪指出﹐
目前在中國東北出現的新冠病毒﹐與原
先在武漢的有所不同﹐這種病毒的變異
可能會使得病毒的感染力﹑傳播力增強﹐
不過好消息是東北出現的病毒只會對肺
部造成損害﹐毒性似乎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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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截止到周四上午, 大休斯敦地區病
毒感染人數 15869人, 394人死亡,6098人痊愈.德
州感染人數51323人，1419人死亡。

以下是疫情相關新聞：
哈瑞斯縣縣長麗達.伊達爾戈本周叁宣布將

延長居家令至6月10日之後。
這項即將修改的居家令主要是根據德州州

長目前提出的階段性複工計劃，同時，德州也
提出哈瑞斯縣應根據自身需要做好病毒防範，
目前，該縣已經培訓了300名病毒感染追蹤人員
，這也是該縣實施阻斷病毒項目的一部分。

縣長麗達.伊達爾強調，哈瑞斯縣沒有恢複
正常的運作，過早複工和外出將導致更大規模
的感染，每天的確診人數正在說明這個問題。
希望大家認真對待並盡可能在家工作。

根據德州健康和服務機構的報告，德州目
前已經有770000人做了病毒測試，占德州總人
口的 2.6%。 確診人數為 51000，呈陽性的病毒
確診率為6.3%。專家指出，如果複工階段沒有
增加檢測的數量和規模，未來將面對更多的感
染人數。

哈瑞斯縣的病毒感染人數超過8000人，位
居德州前列。

休斯頓市市長明確表示，不能讓任何一個
人得不到病毒檢測的機會。市長專門派出人員
，對一些殘疾人士和沒有交通工具的居民給予
幫助，大都市交通局也提供服務，凡是需要這
項服務的殘疾人士和無車居民，可以直接撥打
電話 832-393-4220

最新疫情報告 &哈瑞斯縣延長居家令

(本報訊)美國麻省總醫院Corrigan Minehan心臟中心的心臟
重症監護室主任David M. Dudzinski博士日前表示，雖然目前缺
乏有力證據證明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會引起心肌炎，但
是醫生仍應該保持警惕，留意患者的心臟健康。心肌炎是一種心
臟的炎症，會影響心臟循環系統，減低其泵血的能力，導致心律
失常、心力衰竭甚至死亡。

2003年加拿大多倫多爆發嚴重急性呼吸道綜合徵（SARS）
期間，有20名逝世者接受了遺體解剖，其中7名有心肌損傷的跡
象，並伴有與 SARS 病毒相關的巨噬細胞和信使核糖核酸
（mRNA）。其後，也出現了與中東呼吸綜合徵冠狀病毒
（MERS-CoV）相關的急性心肌炎單一病例研究報告。這些數
據表明，先前主要的冠狀病毒或許有能力攻擊心臟組織，但是現
在仍缺乏有力的證據證明這些病毒是心肌炎的誘因。

至今，已有三份分別來自中國、意大利及美國紐約的病例報
告明確指出心肌炎或與新型冠狀病毒有關。據報告顯示，肌鈣蛋
白偏高的患者均出現心臟問題，並有 ST 段抬高的心電圖表現

（缺乏影像學或臨床檢查證據指向心肌梗死）
，但是三份報告均未包括對心肌組織的病理學
分析。
來自中國的研究人員指出，當左心室擴張後再
恢復正常，可能是患者急性心髒病狀況出現逆
轉的表現。意大利研究人員利用心臟磁共振成
像（MRI）技術檢測是否出現對比劑劑延遲強
化（late gadolinium enhancement ），以診斷心
肌炎。然而，磁共振成像檢查結果的特異性仍
然存疑。該報告同時指出，患者的心室壁厚度
會在一周內下降，這可能是由於患者心肌水腫

及心肌炎症減輕。來自美國紐約的研究人員也指出，心室壁厚度
下降可能意味著患者的病情有所改善。

另外有兩項研究指出，新冠肺炎患者的左心室收縮功能障礙
及心血管功能不良的發生率較高。在美國西雅圖一所受新冠肺炎
疫情嚴重影響的療養院，有21名患者轉入了重症監護室，其中
有7名患者被診斷罹患心肌炎。這些患者出現心室功能減退，或
心源性休克、中心靜脈血氧飽和度過低、心臟生物標誌物升高。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患者平均年齡約為70歲，並患有不同嚴重
程度的疾病及合併症：四成患者有心力衰竭或慢性腎髒病，另外
有三分一的患者有慢性阻塞性肺病或糖尿病。

另一項在武漢進行的回顧性研究指出，在68起新冠肺炎死
亡案例中，有5名患者
（7%）出現了心肌損傷，並因循環衰竭而去世；另外有22名患
者（33%）由於循環和呼吸系統衰竭去世。然而，報告並未包括
這些患者的心電圖、心臟影像或組織病理學發現，他們出現心臟

功能障礙的原因仍然未明。
美國麻省總醫院以及其他位於波士頓的醫院也發現了若干重

症心肌炎病例，有些病人出現心肌炎症狀時伴有嚴重的呼吸功能
障礙。

總而言之，由於缺乏足夠證據，無論是通過直接的病毒感染
或是如巨噬細胞導致的炎症反應，新冠病毒會引發心肌炎這一猜
測未能得到證實。研究人員表示，也可能是其他原因導致新冠肺
炎重症患者出現急性心力衰竭，如低氧血症或肺栓塞所致的急性
肺心病、心臟壓塞、應激性心肌病、敗血症誘發的心肌病等。雖
然這一切仍有待證實，醫護人員應對新冠肺炎患者的各類診斷可
能性保持警覺，並適時調整管理及治療策略。

關於美國麻省總醫院
麻省總醫院成立於1811年，是哈佛醫學院最初設立且規模

最大的教學醫院。我們擁有全美最大的以醫院為基礎的研究項目
，同時也是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研究資金最大的接受者，我們的
研究項目橫跨醫院的20多個臨床部門和中心。麻省總醫院可以
為幾乎每一個專科和次專科、內科和外科領域提供精準的診斷和
治療。我們的六個多學科護理中心以癌症、消化系統疾病、心髒
病、神經內科、血管醫學和創傷中心的創新而聞名世界。另外麻
省兒童總醫院提供全面的小兒保健服務，從初級護理到運用尖端
療法診治複雜和罕見的疾病。麻省總醫院連續多年被《美國新聞
與世界報導》評為美國最頂級醫院之一，也是唯一一家在所有16
項專科排名中均獲得名次的醫院。在接受評估的近5000家醫院
中，麻省總醫院自1990年評選舉辦開始便一直佔據榮譽榜頂級
醫院之列。 2019年，麻省總醫院被《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評
為全美第二。

美國麻省總醫院健康專欄
新型冠狀病毒或可導致心肌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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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甲重啟首周過程順利，成功鼓舞其他聯賽加速復賽進
程，而英超本星期也宣佈20支球隊一致同意恢復小組操

練，向重啟目標跨進一大步。不過，一直希望在“零感染”的
完美情況下復賽的英超賽會似乎要好夢成空。賽會在本月17及
18日對748名職球員進行病毒篩查，其中有6人呈陽性反應，賽會
未有公佈“中招”者名字資料，然而強調不會因此影響各支球隊的
訓練，而該6名職球員亦只需隔離7天。

雖然有媒體認為檢測結果陽性反應比率不足1%並不會影響復
賽，不過目前仍有確診者出現，證明英超難以在“零感染”的情況
下重啟球季，亦會成為更多球員拒絕復操及復賽的理由，令重啟之
路更為崎嶇。身陷降班漩渦的屈福特證實後衛馬里亞柏及兩名職員確
診，佔了新增6病例的一半。該隊隊長兼前鋒迪尼再次強調，為了照
顧只有5個月大的兒子，他現時不會恢復操練，以免讓家人置於感染
危險之下，他更表示即使自己破產也不會出場比賽，相信之後將有
更多球員跟隨迪尼抗議復賽。
不過，如果德甲之後能繼續順利進行，相信英超賽會將會有更

大的議價能力與球會及球員商討。英超可以將德甲的防疫措施完
全複製，以加強球員的信心。最近發佈的德甲防疫措施文件就
詳細列出過百條規定，包括將球場劃分成互不相通的三個區
域、限制所有人出入區域，以及對操練、酒店住宿及日
常衛生的嚴格指引，相信這份堪稱無懈可擊的防疫
“天書”將會成為英超復賽準備工作的指南針。

隨着德甲聯賽首周順

利重開，20支球隊一致同

意恢復小組訓練的英超亦看

似復賽在望。不過，在剛公佈

的英超職球員新冠病毒檢測結果中卻發現有

6人確診，要達到“零感染”復賽恐怕是相

當困難，加上新起疫情的屈福特，隊長迪

尼帶頭拒絕復操，英超重啟之路仍波

折重重。 ■香港文匯報

記者郭正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志達）
英超球會由本周起可恢復小組集
訓，與冠軍只距兩勝的利物浦亦
於20日重新展開操練。

利物浦後防大將華基爾雲
迪積克、占士米拿以及後起之

秀阿歷山大阿諾特等等的一線隊
員，20日返回了米活特訓練基地，
這是自3月13日英超停擺以來“紅
軍”首個正式操練課。根據防疫要

求，球員集訓時都以不多於5人為一組。
只需在餘下9輪比賽多取2場勝仗，利物
浦便可首次登上英超冠軍頒獎台，不過即
使下月能夠復賽，各戰也必將於空場之下
進行。
紅軍主帥高洛普談到閉門復賽的問

題：“我大部分時間看球賽時會關了評述
的聲音，我只對比賽感興趣。”他表示，
閉門比賽感覺肯定會不一樣：“我們都喜
歡和球迷緊密相連，他們聲嘶力竭為我們
打氣，激勵我們前進，我們真的很享受，
而今卻沒有這些了。”他又以自己祖家德
國重啟比賽為例，認為只要嚴守防疫要
求，“空場比賽是可行的。”
兩支倫敦豪門車路士與熱刺也展開了

小組操練，有球員也換了新形象，之前剷
光頭的車仔中場核心簡迪就留了頭髮，球
迷第一眼也未必認得出他；之前回韓國接
受軍訓的熱刺前鋒孫興民，完成隔離後20
日也歸隊復操。

德國不僅打頭陣將足球大賽
重新帶回全球球迷眼前，德國足
總主席基拿近日也有新構想，就
是為了球會經營可持續發展，建
議為球員加設“工資帽”。

基拿認為，疫情重創歐洲足
壇的經濟反而為引進球員“工資
帽”帶來了契機，向歐洲足協主
席施費連建議可研究為球員薪金
封頂。“我們必須讓職業足球再

次親民，”基拿說：“大家要考
慮一下工資帽的做法，球員經理
人佣金和巨額轉會費正日益增加
民怨，使足球與我們原本喜愛的
運動疏遠。” ■綜合外電

德足總主席倡研設“工資帽”

闊別球迷兩月 紅軍車仔重投操練

■■英超相信將會參考德英超相信將會參考德
甲的防疫指引甲的防疫指引，，希望盡希望盡
量將傳播病毒風險減至量將傳播病毒風險減至
最低最低。。 路透社路透社

■■英超英超66宗新增確診個案宗新增確診個案，，
有有33個來自屈福特個來自屈福特。。路透社路透社

■■屈福特前鋒迪尼認為屈福特前鋒迪尼認為，，現現
時恢復操練時恢復操練，，對球員依然存對球員依然存
在頗大的健康風險在頗大的健康風險。。 路透社路透社

■■利物浦利物浦2020日恢復停擺後的首課日恢復停擺後的首課
操練操練，，荷蘭鐵衛雲迪積克心情不荷蘭鐵衛雲迪積克心情不
錯錯。。 利物浦圖片利物浦圖片

《河南日報》近日發佈了《關於做好河南省2020年全國
勞動模範和先進工作者推薦評選工作的通知》，通告105位全
國勞動模範和先進工作者推薦人選，中國女排隊長朱婷入圍。

朱婷出生於1994年11月，目前擔任中國女排隊長。作為
從國家青少年隊伍中成長起來的主攻，在球隊身處困境的時
候，朱婷總能挺身而出，帶領隊友克服困難，在球場上承擔起
鼓舞士氣、調動隊伍積極性的任務，是球隊當之無愧的“定海
神針”。
朱婷的影響力不止於此。日前，英國一家知名出版社刊發

了一本名為《等我長大－體育英雄》的兒童讀物，講述了孩子
如何成長為世界體育巨星的勵志故事。朱婷的故事也被收錄其

中，與朱婷一起被寫進書裡的還有美斯、保特和拜爾斯等體壇
巨星。

近日，在第24屆“中國青年五四獎章”評選中，中國女
排隊長朱婷榜上有名。隨後她也通過網絡分享了自己的人生感
悟。文章中，她不僅寫到了自己年少練球時的經歷，還談到了
排球帶給自己的經驗體會。“我的成長經歷告訴我，通向成功
的路沒有捷徑，有時候甚至需要有一點‘傻’。”

出身農村，家境貧困，靠着自己的努力一步步成長為世界
級主攻，朱婷的故事比任何一部成功學的書籍都令人振奮，朱
婷的成長軌跡向所有人說明，草根可以擺脫重重桎梏，努力可
以做到逆襲。 ■中新網

朱婷入圍全國先進工作者推薦名單
中國田徑協會日前發佈《2019

中國馬拉松年度報告》，總結2019
年的工作，並介紹了2020年馬拉松
相關工作規劃，明確在疫情結束後將
助力賽事運營商恢復賽事組織工作，
統籌組織全國各地馬拉松賽事科學有
序開展。
據中國田協發佈的數據統計顯

示，2019年全年馬拉松賽事數量持
續增長，全國共舉辦1,828場次規
模賽事（800人以上路跑、300人以
上越野及徒步活動），覆蓋了全國
31個省區市，參加人次達712萬。

中國田協在《2019中國馬拉松
年度報告》中表示，受新冠肺炎疫
情影響，2020年上半年許多馬拉松
賽事面臨延期。疫情結束後，中國
田協將助力賽事運營商恢復賽事組
織工作，協調行業資源，幫助中小
企業降低疫情帶來的損失和影響。

此外中國田協還表示，下半年
必然是馬拉松賽事競爭異常激烈的
半年，面對可以預見的火爆形勢，
將出台相應辦法和規劃，統籌組織
全國各地馬拉松賽事科學有序開
展。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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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婷入圍河南省全國先進工作
者推薦名單。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浩然）中國羽毛球隊男單組
主管教練陳郁，日前談及了男單隊員近期的備戰情況。
陳郁表示，國羽男單的目標，是衝擊最高頒獎台。
中國羽毛球隊目前正在成都集訓，除了林丹請假回

福建家中，一眾隊員均在努力訓練且狀態良好。而國羽
隊也在訓練中加入桌球、籃球、沙灘排球和乒乓球等其
他項目，讓隊員在長期封閉訓練中能保持趣味性。陳郁
表示，雖然未來5個月世界羽毛球壇也可能沒有賽事，但

這反而是一段難得的“系統訓練和儲備時期”，可以藉
機助隊員強化體能以及惡補短板。

談到延期至明年的東京奧運，陳郁就指男羽的目標只
有一個：“任何時候，中國羽毛球男子單打的目標都是力
爭發揮出最好的競技狀態，爭取站上最高領獎台，升起五
星紅旗奏響國歌！”至於對手，陳郁就直言日本“一哥”
桃田賢斗確是國羽的最大敵手：“桃田無論是技戰術還是大
賽心理的穩定性，都已經具備最頂尖男子單打的層次。”

國羽男單東奧目標爭金

■桃田賢斗（左）是石宇奇等國羽選手的最
大勁敵。 法新社

病毒篩查6人確診

屈福特佔半隊長牽頭拒復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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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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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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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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士頓論壇 中華醫藥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今日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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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士頓論壇 (重播)轉轉發現愛 (重播)

中國輿論場

光鹽健康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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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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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南大咖談  (重播)

光鹽健康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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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五       2020年5月22日       Friday, May 22,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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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您每天
看美南新聞網站，美南新聞電視，

美南新聞日報

電視 網絡日報 一把抓
編輯 記者24小時待命

全程報導！

我們和您一同共寫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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