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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曼谷泰國曼谷，，雷雨前夕雷雨前夕，，天空出現彩雲景觀天空出現彩雲景觀。。彩雲彩雲（（Cloud iridescenceCloud iridescence））是是
壹種光學現象壹種光學現象，，是雲層中小水滴或冰晶對太陽光或月光的散射是雲層中小水滴或冰晶對太陽光或月光的散射。。

學者揭秘學者揭秘““梵文塔磚梵文塔磚”” 或可佐證雲南與南亞千年交流史或可佐證雲南與南亞千年交流史

雲南大學人文學院學者尹恒接受采訪時首次公布雲南大學人文學院學者尹恒接受采訪時首次公布，，他與多名學者的他與多名學者的
研究發現研究發現：：在雲南大理等地發現的近在雲南大理等地發現的近8080塊刻有梵文的佛教密宗塔磚塊刻有梵文的佛教密宗塔磚，，
或可佐證雲南與南亞交流歷史長達千年或可佐證雲南與南亞交流歷史長達千年。。

舊金山市政廳對面建無家可歸者營地舊金山市政廳對面建無家可歸者營地
方框確保方框確保““社交距離社交距離””

近期近期，，美國舊金山在市政廳對面建起壹個無家可歸者營地美國舊金山在市政廳對面建起壹個無家可歸者營地，，並在營並在營
地中畫出數十個方框地中畫出數十個方框，，確保無家可歸者保持確保無家可歸者保持““社交距離社交距離”。”。圖為圖為55月月2828
日航拍該處無家可歸者營地日航拍該處無家可歸者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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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

疫情沒耽誤他們賺錢！
全球25位頂級富豪更富了

疫情並沒有影響壹些有錢人。福布

斯中國27日披露，福布斯全球億萬富豪

榜上前25位富豪的財富在短短2個月的

時間內增加了2550億美元。

富的更富：25人兩個月掙了2550
億美元

2020年初以來，新冠肺炎疫情不僅

引發了嚴重的全球公共衛生危機，同時

也嚴重傷及了全球經濟社會的發展。

聯合國5月13日發布的《2020年世

界經濟形勢與展望年中報告》指出，新

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很可能導致3430萬人

在2020年跌入極端貧困。福布斯也提到

，3月中旬以來，美國的失業總人數已

上升至3900萬，約四分之壹的美國勞動

力受到波及。

在與這些數字形成鮮明對比的財富

另壹極，世界上的超級富豪卻比兩個月

前富上加富。

相比3月23日美國股市受新冠肺炎

疫情影響而觸底之時，福布斯全球億萬

富豪榜上排名前25位的富豪身家只增不

減，如今總共上漲了2550億美元。

《福布斯》此次遴選只針對財富與

股票掛鉤的富豪。這25人財富合計近1.5

萬億美元，約占全球所有億萬富豪財富

之和的16%。

“看來我掙不著錢也不能怪疫情

了。”有網友如此評論。

增長最多：紮克伯格資產增至865
億美元

這段時間裏，社交平臺 Facebook

首席執行官馬克· 紮克伯格的資產從

547億美元增至865億美元，成為最大

贏家。

現年 36歲的紮克伯格的財富超過

了沃倫· 巴菲特、西班牙盈迪德集團

(Inditex)創始人阿曼西奧· 奧特加、甲

骨文聯合創始人拉裏· 埃裏森等前輩

，從 4月初公布的福布斯 2020 年全球

億萬富豪榜上的第七名躍升為世界第

四位。

疫情期間，Facebook為小企業提供

機會開設數字店面，旗下電商平臺Shops

於美國當地時間5月19日首次亮相，投

資者反響熱烈。過去兩個月，Facebook

股價飆升了近60%，並在5月22日創下

歷史新高。

資產增加第二多的則是世界首富、

亞馬遜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傑夫· 貝索

斯。

著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實體零售店

紛紛關門停業，網購需求暴增，亞馬遜

股票持續上漲。自3月23日以來，亞馬

遜的股價上漲了29%，貝索斯的資產也

上漲26%，達到如今的1469億美元。

在過去兩個月，全球多國都進行了

封鎖。人們宅家的日子重創了實體經濟

，卻讓電子商務平臺獲利。除亞馬遜外

，中國電商平臺拼多多也成為此次疫情

期間的壹大贏家。

漲幅最大：拼多多黃崢成為中國第
三富

中國電商第二大巨頭拼多多創始人

兼首席執行官黃崢是財富漲幅最大的富

豪。

得益於拼單團購模式和打折力度大

的促銷活動，拼多多自3月23日以來股

價幾乎翻了壹番。40歲的黃崢財富也增

加了179億美元，以356億美元的資產壹

躍成為中國排名第三的富豪。

另壹個財富漲幅驚人的富豪是穆克

什· 安巴尼。4月，Facebook宣布以57億

美元投資總部位於孟買的電信公司Jio。

Jio是安巴尼已故父親創立的信實工業集

團的子公司。

上述消息壹經公布，穆克什· 安巴

尼旋即成為亞洲首富。此後，該公司更

是籌集到大筆資金，本月初從銀湖資本

籌措到7.5億美元，22日又從私募巨頭

KKR募集到15億美元。

在不到壹個月的時間內，Jio總計新

籌集了100億美元的資本。3月23日以來

，安巴尼身家增加了近200億美元，目

前已至527億美元。

值得註意的是，財富增長亮眼的富

豪們都是科技造富的典型代表。在今年

，“宅經濟”衍生出的線上購物、在線

教育、雲辦公、互聯網社交等成為很多

人生活的常態，而這無疑都需要強大的

科技實力打底。

福布斯指出，在新冠肺炎疫情下，

財富與科技公司股份掛鉤的億萬富翁引

領了壹條創富之路。在本月早些時候，

科技股占比高的納指年初以來累計漲幅

回到正值。3月23日以來，納指上漲了

37%；標普500指數和道指均上漲了31%

，仍分別比去年高點下跌了約 10%和

15%。

歐日推出天量救助計劃 經濟會好嗎？
綜合報導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全球各大經

濟體都遭受嚴重沖擊。為了能給自身經濟及時“止

血”，不少經濟體都及時祭出乃至不斷加碼經濟救

助計劃，最新的例子來自歐盟和日本。

27日，歐盟委員會公布了總值達7500億歐元

的復蘇計劃。資金主要有三方面用途，即支持成員

國的經濟復蘇、刺激私營部門的投資以及加強歐盟

衛生醫療體系的建設。

據悉，歐盟將利用其良好信用評級從金融市場

舉債融資。壹旦資金到位，歐盟將向成員國撥款

5000億歐元，其余2500億歐元將以貸款的形式劃撥

成員國。

於歐盟成員國而言，這個復蘇計劃意義非凡。

畢竟，這幾乎是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歐盟首次

提出大規模的經濟復蘇計劃。此前，雖然法國、德

國、意大利等各國出臺了自己的救助方案，但整體

而言，歐盟還未有過共同應對方案。

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丁壹凡在接受中新社記者

采訪時表示，歐盟此次發布的復蘇計劃相當於“救

命錢”，特別是考慮到歐洲經濟在疫情沖擊之下已

處於十分危險的境地。

27日，歐洲央行行長拉加德表示，歐元區經濟

今年可能會萎縮8%至12%，經濟正在艱難地克服

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

值得註意的是，此次復蘇計劃須獲得歐盟所有

成員國的支持。盡管德國的立場有所松動，但輿論

普遍估計，由於荷蘭、奧地利等國較為看重財政紀

律，壹向反對歐盟直接向成員國撥款，復蘇計劃要

想“過關”並非易事。

對此，復旦大學教授丁純指出，歐洲北部國家對

於救助計劃壹直持較為保守的態度，壹方面是因為北

部國家不願承擔“轉移支付”的經濟責任，另壹方面

，也怕南部國家此後會出現濫用和效仿的道德風險。

針對上述復蘇計劃的效果，丁壹凡持悲觀的態

度。他表示，目前該計劃尚待通過，且不說部分歐

盟成員國可能不予支持；即便通過，歐洲的疫情仍

未有根本性好轉，經濟活動的恢復難度可想而知。

日本的救助計劃則顯得更為激進。27日，日本

內閣舉行會議批準了規模為31.9萬億日元的本財年

第二次補充預算案，以進壹步加大經濟刺激力度，

防止經濟大幅下滑。作為經濟刺激計劃的追加措施

，第二次補充預算及與之配套的民間投融資合計規

模為117.1萬億日元。

日本政府表示，第二次補充預算及追加措施的

推出與實施，加上日本政府之前推出的總規模達

117萬億日元的經濟刺激計劃，將使日本經濟刺激

計劃總規模超過230萬億日元，約為日本實際國內

生產總值的四成，是世界最大規模的經濟刺激計劃。

在丁壹凡看來，與歐洲國家類似，日本加碼經濟

刺激計劃也與本國經濟受疫情沖擊而日漸惡化有關。

日本政府4月發表月度經濟報告稱，目前日本

經濟形勢迅速惡化，情況極為嚴峻。這是日本政府

自2009年5月以來首次在經濟形勢評估中使用“惡

化”壹詞。

丁壹凡進壹步指出，除了經濟因素之外，日本

政府祭出天量經濟刺激計劃還有壹定的政治考量，

即挽救安倍晉三迅速惡化的支持率。

針對日本經濟刺激計劃的效果，丁壹凡指出，由

於日本民眾的自律以及官方的重視，相較於歐洲國

家，疫情在日本得到較好控制，對經濟的沖擊也好

於歐洲國家。考慮到日本的債務更多是內債，因此

其經濟刺激計劃更具有可持續性，但必須看到，日

本存量債務巨大且國債利率低，如果長期依靠發債

刺激經濟，也無異於飲鴆止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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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俊明 珠海報道）相比香

港旅遊大型項目近年發展低

迷，與港澳一橋相通的珠海

總投資逾1,080億元（人民

幣，下同），正密集推進重

磅文旅項目。繼長隆後，宋

城和華僑城等知名主題公園

近期亦正式進駐，將在珠海

完成主題公園“大會師”。

珠海千億投文旅 三主題公園會師
華僑城簽約落戶 宋城已動工 長隆加快擴建

10
團
隊
286
個
人
獲
全
國
創
新
爭
先
獎

大灣區大灣區 快線

在珠海長隆國際海洋度假區斥資500億元加快擴
建二期的同時，據珠海市政府消息，投資超

150億元的華僑城鳳凰谷生態旅遊項目日前簽約落
戶，將打造綜合性國家5A級旅遊度假區。而同樣投
資150億元的宋城演藝度假區項目也已動工，擬建
“世界級演藝度假目的地”。
據珠海市政府方面透露，華僑城項目入選“廣

東省2020年重點建設項目”，計劃一期投入超100
億元，將建設歡樂時光樂園、兒童探索樂園、山地
度假酒店等，二期投資50億元，將建設奇幻冒險
谷、極限探索樂園等，打造綜合性國家5A級旅遊度
假區。

宋城擬打造世界最大演藝集群
宋城集團布局粵港澳大灣區的旗艦項目“珠海

．宋城演藝度假區”近期亦動工。宋城集團董事局
主席黃巧靈表示，該項目總投資達150億元，佔地
面積1,700畝，包括22個劇院及表演場所，提供35
台劇目和超過3萬個觀眾座位及與之配套的休閒度
假設施。
“該項目擬2022年建成開業，屆時推出新一

代沉浸式體驗型文化旅遊，匯聚實景演出、室內演
出、走動式演出、科技秀、兒童劇、歌劇、舞劇等
全類別演藝和劇院形式，未來將打造成世界最大的
演藝集群。”
黃巧靈稱，該項目還將通過舉辦宋城國際狂歡

節、戲劇節、世界級音樂會等具有國際影響力的活
動，對標巴西狂歡節、阿維尼翁戲劇節、愛丁堡藝
術節，助力珠海打造世界文化旅遊新地標、建設國
際休閒旅遊目的地。

華僑城長隆佔內地近四成市場份額
目前，華僑城、長隆、宋城均位居中國主題公

園建設商的前列，僅前兩者便佔據近40%的內地市
場份額。而隨着宋城進駐、華僑城加持，意味着三
大旅遊IP將在珠海完成前所未有的主題公園大會
師。廣東省拱北口岸中國旅行社有關負責人分析
說，長隆以海洋主題休閒搶眼，華僑城主打山地森
林度假，宋城則打造演藝文化旅遊新地標，三者布
局合理，形成互補關係，有助於業界串聯線路，也
勢必會提升珠海乃至整個粵港澳大灣區旅遊的知名
度和吸引力。 單位：人民幣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方俊明

推進推進77重點項目重點項目

長隆國際海洋度假區二期

投資500億元，2027年全面建成

建海洋科學樂園、動物王國、海洋冒險樂園
等項目

華僑城鳳凰谷生態休閒旅遊區

投資150億元

建集山地運動探險、無動力樂園等動能於一
體的山地綜合型度假區

宋城演藝度假區

投資150億元

建22個劇院提供35台劇目和超3萬個座
位等，擬2022年開業，打造世界最大演
藝集群

世茂港珠澳合作創新基地

投資150億元

打造約97萬平米商旅文綜合體，包括未來
科技娛樂館、科技會展中心等業態

麗新橫琴創新方

投資近84億元，2024年全面建成

分多期打造以文化創意為主題的綜合旅遊娛
樂項目

金灣航空城市民藝術中心

投資近17億元

建大劇院、多功能廳、科普館、藝術館等項
目，2022年全面建成開放

索卡體育文旅綜合產業基地

投資20億元，2024年建成
建青少年足球訓練中心、頂級職業俱樂部及
多元運動休閒訓練中心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5
月30日是中國第四個全國科技工作者
日，第二屆全國創新爭先獎表彰獎勵
大會當天在北京舉行，揭曉並頒發本
屆全國創新爭先獎各個獎項，包括香
港、澳門特別行政區科技工作者在
內，共有10個團隊和286名個人分別
獲頒獎牌、獎章和獎狀。

獲得第二屆全國創新爭先獎牌的
10個團隊分別是：三代半導體（氮化
鎵）創新團隊、大跨拱橋關鍵技術研
究團隊、廣州醫科大學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研究南山團隊、解放軍總醫院災
害醫學救援與傷病救治創新團隊、水
下發射大型固體運載火箭研製團隊、
北京大學第三醫院醫學創新研究院、
武漢雷神山醫院抗疫團隊、空間飛行
器系統研發團隊、復興號動車組研發
創新團隊等。

4獲獎個人來自港澳
中國科學院上海藥物研究所丁健

院士、西藏自治區農牧科學院畜牧獸醫
研究所巴桑旺堆研究員等28人獲授第
二屆全國創新爭先獎章；上海交通大學
丁奎嶺院士、新疆大學方創琳教授等
258人獲授第二屆全國創新爭先獎狀。
其中，來自香港、澳門特區或內

地與港澳合作機構的獲獎個人包括：
香港中文大學盧煜明、汕頭大學．香
港中文大學聯合汕頭國際眼科中心張
銘志、澳門科學館邵漢彬、澳門青年
創業孵化中心崔世平，他們均獲得第
二屆全國創新爭先獎狀。

特設防疫脫貧專題
當天獎勵表彰大會主題為“科技

為民、奮鬥有我”。全國政協副主
席、中國科協主席萬鋼出席會議並講
話。中國科協黨組書記、常務副主席
懷進鵬主持大會。萬鋼希望廣大科技
工作者繼續堅定報國為民奮鬥擔當的
理想信念，以創新把握前沿競爭主動
權，以創業打造高質量發展新引擎，
為建設世界科技強國、實現中華民族
偉大復興作出新的更大貢獻。
全國創新爭先獎由中國科協、人

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科技部、國務
院國資委於2017年共同設立，評選頒
獎周期為3年。今年的第二屆評獎還
特別設立“疫情防控”和“脫貧攻
堅”專題，表彰為疫情防控和脫貧攻
堅作出重要貢獻的科技工作者。

■■珠海珠海．．宋城演藝度假區設計圖宋城演藝度假區設計圖。。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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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ting 醫療診所
毛誌江醫生 MD PHD. 40 多年臨床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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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全科/專治打呼嚕/睡眠健康/心血管健康/精力不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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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346-777-6688 
地址： 6918 Corporate Dr, A-13,Houston, TX 77036

星期二       2020年6月2日       Tuesday,June 2,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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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 南 新 聞 網 站 隆 重 推 出 5 大 板 塊 提 升 ,

 為 客 戶 ，  讀 者 提 供 了 更 好 的 瀏 覽 體 驗 。



BB55美南電視介紹

跟蹤海峽熱點，反映兩岸民意

▲ 節目截圖

節目介紹：
“海峽兩岸”是中央電視台惟一的涉台時事新聞評論欄目，節目宗
旨是“跟踪海峽熱點，反映兩岸民意”節目分為兩個版塊：第一個
是“熱點掃描”，主要報導當日和近期台灣島內的熱點新聞;第二個
是“熱點透視”，當日或近期涉台熱點深度報導及兩岸專家對此事
的評論，並對兩岸各個層面的交流交往進行跟踪報導。
《海峽兩岸》江啟臣成為國民黨主席 

播出時間：
首播時間：週一至週五晚上9點30分，重播時間：次日早晨8:00。 ▲ 節目截圖

《海峽兩岸》精彩
節目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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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二       2020年6月2日       Tuesday,June 2,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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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全勝全版

休城社區

星期二       2020年6月2日       Tuesday,June 2, 2020

美南新聞追蹤報導美南新聞追蹤報導美南新聞追蹤報導美南新聞追蹤報導﹕﹕﹕﹕
佛洛伊德遺體擬於佛洛伊德遺體擬於佛洛伊德遺體擬於佛洛伊德遺體擬於2222日返休斯頓安葬日返休斯頓安葬日返休斯頓安葬日返休斯頓安葬﹐﹐﹐﹐恐迎示威高峰恐迎示威高峰恐迎示威高峰恐迎示威高峰

【美南新聞記者蕭永群報導】隨著非裔男
子佛洛伊德案﹐在全美各地越演越烈﹐各
地示威風波也不斷延燒﹒據悉﹐佛洛伊
德遺體當天將會被從明尼蘇達州﹐護送
回他的故鄉休斯頓安葬針對休斯頓地區
﹐6月2日恐迎來示威最高峰﹒

有鑑於到時可能引起群情激昂﹐導致一
些非理性的暴力衝突﹐不少社群﹑社團中

都紛紛釋出消息﹐呼籲民眾當天盡量避
免經過休斯頓市中心地區﹐並維護好自
身安全﹒
最主要的是﹐佛洛依德的家人﹐擬於周二
下午在市中心Discovery Green號召另
一場遊行﹒據報導指出﹐8日將會進行
佛洛伊德的儀容瞻仰﹑並於9日安葬﹒

就在上周末﹐休士頓警察局長阿塞維多
（Art Acevedo）也跟著示威遊行隊伍上
街表達抗議﹐甚至為了佛洛伊德事件下
跪致意﹒阿塞維多盼望警方能在佛洛伊

德的遺體被運回家鄉後﹐他提供護送服
務﹐並指出將佛洛伊德帶回家是休斯頓
的大事﹒他表示人人都應該為了平等上
街抗爭﹐大家往往將此次怒火的矛頭指
向警察﹐然而他表示許多警方也對這件
事感到十分憤慨不平﹐希望這些抗爭能
為社會帶來改變﹒

休斯頓市長特納（Sylvester Turner）指
出﹐雖然為了平等上街抗議是很正確的﹐
但也呼籲民眾不要做出非理性行動﹐他
讚許休斯頓地區的示威﹐相比其他大城
市已經相對理性了許多﹒截至上周末﹐
為佛洛伊德事件所號召的示威遊行引發
了一系列暴力衝突﹐共有400多名人士
遭捕﹒而當地商家﹑Galleria百貨﹐甚至
因為擔憂商城遭到非理性破壞﹐選擇大
門深鎖﹐不敢營業﹒

美南報業集團董事長李蔚華指出﹐美國

始終存在結構上的不平等﹐特別是從教
育方面﹐不同族裔學區間的資源也未達
到平衡﹒此外﹐少數族裔﹐不論是非裔﹑
華裔﹑拉丁裔﹐比起白人﹐要進入體制﹑達
到高位﹐往往需要付諸更大的努力﹒
他也呼籲﹐雖然近來美國風雨飄搖﹐華裔
族群雖然要做到保護自身安全﹐但也不
該過度恐慌﹒他也認為﹐對於休斯頓而
言﹐族群之間的交流相比全美各地已經
十分不錯了﹐許多政治官員﹑首長都是由
少數族裔擔任﹐目前要加強的是各個族
裔之間的交流以及互助精神﹒
休斯頓當地資深建築師李兆瓊也指出﹐
此次遊行在
疫情的推波
助瀾之下﹐
成了民眾宣
洩近來壓抑
感的出口﹒
他認為此次
問題﹐不單
只是單一警
員的歧視行為﹐並指出其實人的心中往
往都存在著或多或少的「偏見」﹐這種現
象也不僅存在於美國﹒
李兆瓊指出﹐美國教育資源中存在的不
平等問題﹐造就了社會中許多無形的天
花板﹐進而形塑了非裔對當權的反抗心
態﹒他認為族群間要達到真正的和平﹑
和解﹐一定要達到真正的平等﹒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導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導】】著著
名歌星碧昂絲名歌星碧昂絲（（BeyoncBeyoncéé））要求她的要求她的
歌迷們為喬治歌迷們為喬治··弗洛伊德弗洛伊德（（GeorgeGeorge
FloydFloyd））的去逝採取行動的去逝採取行動。。

這位格萊美獎得主是在上週弗洛
伊德在明尼阿波利斯逝世後使用社交
媒體平台要求採取行動的幾位名人之
一。

她在Instagram上發布的視頻中說
：“我們很沮喪，我們很反感。”
“我們無法使這種痛苦正常化。我不
僅在與有色人種說話，如果你是白人
、黑人、褐色以及介於兩者之間的任
何人種，我敢肯定，現在美國正在發
生的種族主義使你感到絕望。”

弗洛伊德週一被明尼阿波利斯警
方逮捕，並在受到警察限制的情況下
死亡。逮捕的錄像顯示，警官德裏
克·喬文（Derek Chauvin）將弗洛伊
德拘束在地上，跪著膝蓋在弗洛伊德
頸部總計長達8分46秒。喬文被指控
犯有叁級謀殺罪和二級故意殺人罪，
並與其他叁名警官一起被警察局解僱
。

在視頻中，碧昂絲繼續說道：
“再也不能毫無意義的殺害人類了，
再也不能看到有色人種不是人類了，
我們再也不能把目光移開。喬治是我
們家庭和全人類的一員，他是我們的
家庭一員因為他是美國人。”

她說：“已經有太多次我們看到
了這些暴力殺戮，但沒有後果。”
“是的，有人受到指控，但正義遠未
實現。”

碧昂絲在視頻結尾時要求粉絲訪
問她網站上的頁面，該頁麵包含一些
請願書的鏈接。 Change.org上的一份請願書已經積累了超過
900萬個簽名。

她說：“繼續為我們國家的和平與同情和康複祈禱。”

（Continue to pray for peace and compassion and healing for our
country）。
（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

著名歌星碧昂絲要求著名歌星碧昂絲要求
為弗洛伊德伸張正義為弗洛伊德伸張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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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回到猫村

我本是村里的一个教书先生，

这天，一个小孩说他爸妈不在家，

家里没有人做饭，他喜欢的那家餐

馆也不卖吃的给他，求我带他去。

我鬼使神差地答应了，等我回

过神来，已经被他的小手拽着，走

在了大雪里。

走了很久，雪地里出现了一棵

松树，孤孤单单一棵站在那儿。

“我们到村口啦！”小孩欢呼

了一声，把书包往雪地里一扔，从

书包里掏出一把银色的小铲子递给

我，自己也掏出一把同样的，“快

啊，快啊，我们一起进村，店要打

烊啦！”说着，他跪在松树下开始

挖起来。

我的学生发疯了吗？

“快呀，我自己挖要很久呢。

”他居然开始督促起来了。

好吧。现在我也蹲在松树下开

始挖起土来，像个得了失恋症的落

魄傻子在给自己挖墓穴。

银色的铲子戳在土地里，就像

银勺子挖布丁的触感似的，软绵又

充满弹性。我渐渐忘了我在和我的

学生于荒郊野外四下无人之处神经

质地拼命挖土这件事，并逐渐开始

享受起挖土的过程起来。

这样过了一会儿，我的铲子触

碰到一个硬硬的像玻璃一样的东西

，我才回过神来——我们已经挖了

蛮深的一个小坑了。

“闹可闹可，给咱们开门，咱

们回来了！”小孩对着玻璃喊。

我感觉一阵眩晕。

再睁眼，已经站在了一片紧实

温暖的土地上，在大冬天居然长着

绿色的草。旁边有一个剑麻绳子捆

绑着的木牌，上面刻着“猫村”两

个字。

外面的世界下着大雪，猫村里

却暖和得像春天一样，街边的鱼贩

懒懒地窝在躺椅里，身边放了一个

小盒子，里面是一些小银币、小玻

璃球或者小毛绒玩具之类的东西。

小孩见我眼巴巴地看着，就指

着那盒子说：“这是我们村的零钱

盒子，摊主睡着时，我们就把自己

重要的东西放进盒子里，然后拿走

一些鱼……先生，前面！”他说着

，又跳起来，兴奋地指着一家树屋

，“那里！最好吃的店！”

02 最好吃的店

我和小孩爬上树屋的旋转楼梯

， 来 到 了 这 家 饭 店 。 牌 子 上 写 着

“最好吃的店”。

真不谦虚。

我腹诽着，进门，还是被店里

人猫共处一桌安静用餐的景象吓了

一跳。

“到底怎么回事啊？”我压低

了声音，小声问小孩。

“这些，”小孩小幅度地指指

周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猫。”

“啊？！这些人都是猫妖精？

”我惊呼了一声，声音有点大，吧

台里带着红色丝绒项圈的美女店主

瞪了我一眼——店里的优雅氛围好

像被我破坏了。

“什么妖精啊，只不过是你们

给我们起的称呼而已，猫就是猫。

”

他拽着我坐到吧台，没有进客

席。“我们就在这里随便吃点。”

他笑眯眯地说。

“所以这里是猫村，这里的人

都是猫变的？”我一边剥开虾壳，

一边转过头问小孩。

“这么说倒也可以啦，其实吧

，”小孩打了个饱嗝儿，“变成什

么样子都是猫自己的意愿啦，就比

如缝制东西，或者洗杯子，用人类

的手就比较方便啊，但大家本质上

都是猫。”

“你也是猫？”

“是猫啊……嗯，店主，再来

一份烤小鱼干。”

美女店主双臂交叉抱在胸口，

狭长的瞳仁金灿灿的：“你今天吃

了不少，谁买单？”

“我爸爸。”小孩神色自如，

指向我。

我看到他递过来的眼神了。好

吧。

“我是他爸爸。”我强颜欢笑

着，“不好意思，添麻烦了哈。”

“今天还是卖爸爸吗？”店主

轻飘飘递出一句。

“嗯嗯，再给我一份鸡肉，我

消化消化。”小孩头也不抬。

等等？卖爸爸？

“你今天带来这位，只值这么

多食物。”美女店长皱着眉，直愣

愣地打量着我，“胸肌这么小，瘦

瘦弱弱的，只能换这么多了。”

“店长你黑心！我这个爸爸，

可有文化啦！”小孩从口袋里掏出

一把沙土，扔向我。

“好吧，最多再给你一份鸡丁

。”

我终于明白过来。我是被这猫

小孩给卖了。

03 故事换自由

“我不是那孩子的爸爸。”我

一边给美女店长刷着盘子，一边央

求着，“我得回去，我是一个教书

的，我是一个人类，总在猫村呆着

也不像话对吧。”

美女店长甩着一头卷发，坐在

吧台桌子上微笑着：“听说你很有

文化？”

“我是教书先生，你该让我回

去，我在这打工都一星期了你看。

”

“可以，把你最重要的东西给

我，换取自由。”

我捂着胸口，脸红了。正在我

想入非非时，美女店长走过来，拍

拍我的肩膀：“既然你这么有文化

，把你的文化给我留下一些。”

“啊，这怎么留？”

“写下来，在这张纸上。”

“你看，我这么写可以吗？”

我绞尽脑汁趴在吧台桌子上写了半

日，终于在晚饭前把这个故事交给

她。

“故事倒是不错，可是我比你

写的要美多了。”美女店长说着，

拿起笔，在故事的每一处“美女店

长”后都加了一句补充说明。

“这是我见过最喵最喵的店主

，她是最美的猫，她的店是最好吃

的店。”

好吧，如果你见到这个版本在

人间流传，那说明我已经被美女店

长释放了。（她又敲诈了我一坛我

酿得最香的金桔酒。）

回到家里，我痛痛快快地睡了

一夜。第二天本打算好好教训那孩

子（竟敢卖掉自己的先生，太过分

了），收拾他之前，我没忍住好奇

心，在书院的藏书里翻找起来，还

真让我翻出一本《猫村详解》。

我看到在第三十八页写着这样

的话：“除了粪便这种不得不处理

掉的东西，猫还喜欢把自己喜欢的

东西埋起来。如果他朝你丢沙土，

说明你对他很重要。”

我手里拿着这本书，在学堂里

傻笑着。

学生们已经放学，我放下书，

决定做一个仁慈的先生，一转头，

却看见窗外雪地里，那孩子拽着我

们书院另一个先生，走向院外。

建国后不准成精

美南金融美南金融 財富週報財富週報
盡覽金融市場動態盡覽金融市場動態，，探討投資理財策略探討投資理財策略

【【撰稿人：Yingying Xu, Financial Advisor, FINRAYingying Xu, Financial Advisor, FINRA
Registered Investment Advisor (RIA)Registered Investment Advisor (RIA)】】在在55月美國和全月美國和全
球經濟逐步重啟的推動下球經濟逐步重啟的推動下，，上周美國股市繼續走高上周美國股市繼續走高。。新增感染病新增感染病
例穩定且緩慢的下降使得隔離限制得以部分解除例穩定且緩慢的下降使得隔離限制得以部分解除，，從而增強了投從而增強了投
資者的信心資者的信心。。上週上週，，金融和工業等周期性較強的板塊跑贏大盤金融和工業等周期性較強的板塊跑贏大盤，，
而歐洲股市對歐盟委員會提議的而歐洲股市對歐盟委員會提議的75007500億歐元復蘇基金做出了積億歐元復蘇基金做出了積
極反應極反應。。該提案需要所有歐盟成員國的批准該提案需要所有歐盟成員國的批准，，其中包括向成員國其中包括向成員國
提供的提供的 50005000 億歐元贈款億歐元贈款。。截止上週五截止上週五，，道瓊斯工業指數收盤道瓊斯工業指數收盤
2538325383點點（（週漲幅週漲幅33..77%%，，年跌幅年跌幅1111..11%%），），標普標普500500指數收盤指數收盤30443044

點點（（週漲幅週漲幅 33..22%%，，年跌幅年跌幅 55..88%%），）， 納斯達克收盤納斯達克收盤
94909490點點（（週漲幅週漲幅22..22%%，，年漲幅年漲幅55..88%%）。）。
市場分析及投資建議：
由於對今年下半年經濟復甦的樂觀情緒以及新冠疫苗

和藥物研發進展良好的消息，市場隨著經濟重啟而繼續
上漲。上週，標準普爾指數達到了一個里程碑，自2月1
日以來首次突破3000。標準普爾500指數收盤較3月23
日的低點上漲32％，較2月的高點僅下跌9.6％。

對於經濟反彈回到疫情爆發前的水平所花費的時間尚
不清楚，通常有三個字母用來描述從衰退到復甦的路程
—V型複蘇：急劇下滑，隨後經濟活動迅速反彈；U形
復甦：經濟長期下滑，隨後緩慢回升至基線水平；L形
復甦：經濟在衰退後從未完全恢復增長軌蹟的經濟。下

面的這ABC三點原因，將決定美國和全球經濟復甦之路的形式和長
度：

1. A：積極的（Aggressive）聯邦應對措施–美國和其他發達國
家對此次疫情造成的經濟衰退的應對措施在規模和反應速度方面都
好於之前的任何一次衰退。迄今為止，G20國家對COVID-19大流
行的財政反應總計佔G20 GDP的3.5％。在2008-2009年金融危機的
第一年，這一支出水平僅佔GDP的0.5％。 G20國家通過增加支出
（如工資補貼和直接付款）為受重災的消費者和企業提供了生命線
。各國政府還通過低成本貸款和貸款擔保向公司提供了流動性現金

注入，估計全球總計達4.5萬億美元。主要中央銀行積極的貨幣刺激
措施也有效落地。如美聯儲已將政策利率下調至接近零，並在信貸
市場的幾乎所有領域購買債券。

2. B：在商業重啟和病毒控制的博弈中找到平衡點（Balance）
。由於此次經濟衰退是由健康危機而不是金融危機引發的，因此恢
復時間表將基於公共健康層面的進展（重啟後病毒傳播情況、藥物
和疫苗研發進度等）。在接下來的幾個月中，各州可以了解是否可
以在商業逐步重啟和避免第二波新冠病毒爆發中尋找平衡。迄今為
止，令人欣喜的是既沒有新病例出現全國性飆升，也沒有第二次大
流行的跡象。這對經濟更大規模的重啟奠定了良好基礎。

3. C：消費者（Consumer）支出和行為的變化。經濟復甦的路
徑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消費者承受COVID-19造成的經濟損失的能
力，以及公眾對恢復正常經濟活動的信心。消費者是美國經濟的引
擎，其消費佔經濟增長的三分之二。因此，經濟復甦與財務和身體
健康的消費者緊密相關。在過去的兩個月中，失業救濟申請在美國
已達到4000萬。每週申請失業救濟人數雖然居高，但已從3月下旬
的680萬減至上週的210萬。此外，由於企業開始重新開放並重新僱
用工人，5月中旬，領取失業救濟金的總人數從前一周的2490萬下
降至2110萬。 3月和4月兩個月的消費者信心下降是有記錄以來最
大的。上週發布的5月份最新數據表明，消費者信心仍處於較低水
平，但不會進一步下降。消費者渴望再次消費的時間是確定恢復時
間表的關鍵。如果消費者感到自信和安全，那麼恢復到大流行前水
平的時間將會更短，而且更加有力。

德州新增病例大幅提高德州新增病例大幅提高
休斯頓商家加固商店自保休斯頓商家加固商店自保

（（本報訊本報訊 ））截至到昨天晚上截至到昨天晚上，，
德州冠狀病毒感染病例出現德州冠狀病毒感染病例出現22..8585%%的的
大幅上升大幅上升，，達到達到6472964729例病例例病例，，新增新增
1414人死亡人死亡，，德州死亡人數達德州死亡人數達16751675..

休斯頓地區的新增確診增加病例休斯頓地區的新增確診增加病例
有所提高有所提高，，整個地區數量一共有整個地區數量一共有
1914719147例例。。

美國抗議警察暴力的示威活動在美國抗議警察暴力的示威活動在
各地爆發已連續數日各地爆發已連續數日，，一些城市出現一些城市出現
為暴力和搶劫騷亂為暴力和搶劫騷亂，，受到德州多個城受到德州多個城
市的抗議以及出現的騷亂影響市的抗議以及出現的騷亂影響，，德州德州
州長已經宣布進入緊急狀態州長已經宣布進入緊急狀態。。

在休斯頓一些人試圖闖進位於在休斯頓一些人試圖闖進位於
GalleriaGalleria 商場的一家商店商場的一家商店ForeverForever 2121，，
當地的一些商家已經為商店做好門窗當地的一些商家已經為商店做好門窗
加固來自保加固來自保，，防治城市出現大面積的防治城市出現大面積的
搶劫出現搶劫出現。。同時同時，，網上不少人發表議網上不少人發表議
論論，，建議商家攜槍保護自己的店鋪建議商家攜槍保護自己的店鋪，，
不能讓這種行為為所欲為不能讓這種行為為所欲為。。

休斯頓市長特納表示休斯頓市長特納表示，，整體來講整體來講
，，休斯頓的抗議活動是平和的休斯頓的抗議活動是平和的。。

警方也表示警方也表示，，沒有到迫不得已的沒有到迫不得已的
時候時候，，不使用催淚彈和橡皮子彈不使用催淚彈和橡皮子彈。。

週日週日，，在死者曾經居住的在死者曾經居住的 ThirdThird
WardWard和和 Yates High SchoolYates High School，，執法人員執法人員
，，立法人士立法人士，，宗教人士宗教人士，，社區首領等社區首領等
率眾在此進行遊行和祈禱率眾在此進行遊行和祈禱，，表達司法表達司法
公正的訴求公正的訴求。。

在死者曾居住的位於在死者曾居住的位於Third WardThird Ward
的的 Cuney HomesCuney Homes ，， 大批白人向死者大批白人向死者
家屬家屬，，針對多年來的種族歧視問題針對多年來的種族歧視問題，，
表示道歉表示道歉，，這個舉動也是黑人社區在這個舉動也是黑人社區在
接受了道歉並願一同祈禱而發生的接受了道歉並願一同祈禱而發生的。。

在日前的休斯頓抗議活動中在日前的休斯頓抗議活動中，，一一
名參加活動的女性被休斯頓騎警的馬名參加活動的女性被休斯頓騎警的馬
匹踏傷匹踏傷，，休斯頓市長特納第一時間表休斯頓市長特納第一時間表
示道歉示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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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月急著回中國月急著回中國！！全旅假期豪華商務全旅假期豪華商務
包機目前尚有余位包機目前尚有余位！！快快快快快快！！

全旅假期豪華商務包機全旅假期豪華商務包機
全旅假期商務包機機型全旅假期商務包機機型：：龐巴迪環龐巴迪環

球球60006000豪華商務機豪華商務機
全旅假期商務包機機位全旅假期商務包機機位：：1414座座

出發日期出發日期：：66//33//20202020,, 66//1212//20202020,,
66//1919//20202020
（（保證起飛保證起飛，，需起飛前需起飛前77天購買天購買））

航程安排航程安排：：洛杉磯洛杉磯 ---- 廣州廣州
（（單程直飛單程直飛//經停阿拉斯加經停阿拉斯加11小時加小時加

油油））
價格價格：：3737,,000000..0000美金美金//人人（（包稅金包稅金

））,,
兩歲以下嬰兒不占座位兩歲以下嬰兒不占座位:: 55,,000000..0000

美金美金。。
詳情請來電咨詢詳情請來電咨詢 713713--568568--88898889！！

余位有限余位有限，，預定從速預定從速！！

（本報記者秦鴻鈞 ）一場新冠肺炎

疫情，讓休市所有人度過一、二個月宅

在家，度日如年的日子。雖然仍照常工

作，但缺少了人來人往，總覺得缺少什

麼，群居的人類終於體會到 「獨處」 的

寂寞。而此時， 「珍寶海鮮城」 的重新

開幕，讓您在疫情期間不寂寞， 「珍寶

海鮮城」 陪您共享精美點心和百吃不厭

的正宗粵菜，不僅從4月28日（上周二

）起開始了外賣點餐服務，並自（5月1

日）起，重新開啓堂食，只要在桌與桌

間保持距離，您照樣可坐在餐堂，一享

「珍寶樓」 精緻、可口的點心，和精美

，精緻的午餐和晚餐菜色。尤其本月是

一年一度的父親節，與父親到珍寶樓吃

飯、團聚，或定餐回家享用，都請儘早

預定。

「珍寶海鮮城」 開業二十年，一直

是休市各大社團集會，春宴，公司行號

擺酒最喜愛選擇的地點。因為菜色精美

，價格公道，場地寬敞，還有大型舞台

，是僑社各大社團公司、年節聚會，公

司聚餐最喜愛前往的所在。加上該餐廳

在2018 年底重新裝修完工，煥然一新。

整潔明亮，可擺酒64桌。疫情期間，政

府規定餐館只能容納平日25%的人流，

也有近20桌。到珍寶樓來進餐，寬敞舒

適的空間及人我的距離，讓您安心在此

進食，盡享美食的愉悅。

珍寶海鮮城近期在點心和菜色上也

更新了。不僅點心更為精美，又更新了

更多別具匠心午餐和晚餐菜色，令每一

位看到菜單的珍寶樓食客驚喜不已。

多年來以天天茶市、正宗粵菜、港

式點心馳名的 「珍寶海鮮城」 ，在重新

更新了食譜後，他們新推出的菜單，也

更令人驚艶 ! 如點心類、各式海鮮、名

菜、洋洋灑灑，令人目不暇給。歡迎上

網查看：oceanpalacehouston.com , 每

道菜都是名菜，很多菜您從未吃過，就

等待您與母親、家人一塊來品嚐，大塊

朵頤 !

「珍寶海鮮城」 表示：該餐廳開放

堂吃及外賣，但需外賣送餐者必須上網

訂購。 「珍寶海鮮城」 每天開放時間為

上午10時至晚間9時, 「珍寶海鮮城」
訂座、訂菜熱線：281-988-8898 ，該

餐廳位於 「香港城 」 西側前方，地址

： 11215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珍寶海鮮城疫情期間不打烊珍寶海鮮城疫情期間不打烊，，推出外賣及送餐服務推出外賣及送餐服務
五月起重新開啓堂食五月起重新開啓堂食，，父父親節與家人聚餐及訂餐請早親節與家人聚餐及訂餐請早

圖為圖為「「珍寶海鮮城珍寶海鮮城」」一樓大廰重新裝修完工一樓大廰重新裝修完工。（。（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休士頓休士頓JJ 選區大規模食品配送選區大規模食品配送

JJ區市議員辦事處與休士頓食品銀行區市議員辦事處與休士頓食品銀行、、西南管西南管
理區和阿登伍德集團合作理區和阿登伍德集團合作 ,,主辦休士頓迄今為主辦休士頓迄今為

止最大的免費食品配送活動之一止最大的免費食品配送活動之一

JJ區市議員愛德華區市議員愛德華..普拉得普拉得,, 西南管理區主席李雄西南管理區主席李雄
等志工為等志工為 數千名居民排隊領取高達數千名居民排隊領取高達8080磅的食物磅的食物

志工為志工為 分銷包括新鮮農產品分銷包括新鮮農產品、、肉類肉類、、不易腐不易腐
爛的飲料和飲料給需要的居民爛的飲料和飲料給需要的居民

感謝感謝 國民兵出馬為休士頓選民服務國民兵出馬為休士頓選民服務

志工將志工將 新鮮農產品分送給新鮮農產品分送給 數千名居民數千名居民

數千名居民排隊領取食物數千名居民排隊領取食物

西南管理區主席李雄等志工分送奶製品西南管理區主席李雄等志工分送奶製品活動在活動在PlazAmericasPlazAmericas購物中心的停車場舉行購物中心的停車場舉行市長西爾維斯特市長西爾維斯特··特納親臨現場看望志願者特納親臨現場看望志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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