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B11

2020年6月9日 星期二
Tuesday, June 9, 2020

聯合健保亞裔資訊中心聯合健保亞裔資訊中心

(UnitedHealthcare)(UnitedHealthcare)
讓 民 眾 以 華 語 接 收 更 多 健 康 資 訊讓 民 眾 以 華 語 接 收 更 多 健 康 資 訊
協 助 民 眾 瞭 解 聯 邦 醫 療 保 險 計 劃協 助 民 眾 瞭 解 聯 邦 醫 療 保 險 計 劃
提 供 進 一 步 的 健 康 諮 詢 服 務 以 及 教 育 活 動提 供 進 一 步 的 健 康 諮 詢 服 務 以 及 教 育 活 動
電 話電 話 ::11--866866--868868--89888988 ﹒﹒ 網 站網 站 :uhcAsian.com:uhcAsian.com
地 址地 址 :: 1061310613 Bellaire Blvd., Suite A-Bellaire Blvd., Suite A-250250, Houston, Houston

商家名店商家名店



BB22
星期二       2020年6月9日       Tuesday,June 9, 2020

中國社會

“新疆代言人”克里木別去
歌聲舞影縈繞不絕耀疆土歌聲舞影縈繞不絕耀疆土

2020年6月8日（星期一）2 大地神
州

■責任編輯：凌晨曦

提提起克里木起克里木，，人們腦海裡便迴盪起他那濃郁人們腦海裡便迴盪起他那濃郁
新疆味兒的歡快旋律新疆味兒的歡快旋律：“：“掀起了你的蓋頭掀起了你的蓋頭

來來，，讓我來看看你的眉讓我來看看你的眉，，你的眉毛細又長呀你的眉毛細又長呀，，
好像那樹梢彎月亮……好像那樹梢彎月亮……”“”“達阪城的姑娘辮子達阪城的姑娘辮子
長啊長啊，，兩隻眼睛真漂亮……你要是嫁人兩隻眼睛真漂亮……你要是嫁人，，不要不要
嫁給別人嫁給別人，，一定要嫁給我……一定要嫁給我……””

這兩首這兩首《《掀起你的蓋頭來掀起你的蓋頭來》》和和《《達阪城的達阪城的
姑娘姑娘》》曾經火遍大江南北曾經火遍大江南北，，無數聽眾從克里木無數聽眾從克里木
的演唱中感受到了新疆的熱烈奔放的演唱中感受到了新疆的熱烈奔放、、動感激動感激
情情、、美麗神秘和幸福快樂美麗神秘和幸福快樂。。更有數不清的與新更有數不清的與新
疆相隔千山萬水的外地青年對美麗的新疆姑娘疆相隔千山萬水的外地青年對美麗的新疆姑娘
產生無限嚮往產生無限嚮往，，或是用這樣的新疆元素來讚美或是用這樣的新疆元素來讚美
戀人戀人、、向心上人表白求婚向心上人表白求婚。。

而克里木作曲並演唱的那首而克里木作曲並演唱的那首““我騎上那小我騎上那小
毛驢毛驢，，樂悠悠樂悠悠，，歌聲伴我乘風走……歌聲伴我乘風走……”（”（電影電影
《《阿凡提阿凡提》》主題曲主題曲））則讓長期流傳於新疆民間則讓長期流傳於新疆民間
的智慧人物阿凡提的智慧人物阿凡提，，在神州大地盡人皆知在神州大地盡人皆知。。

創作不息創作不息畢生致力唱新疆畢生致力唱新疆
作為新中國培養起來的首批作為新中國培養起來的首批““新疆代言新疆代言

人人”，”，克里木的一生都與新疆緊密相連克里木的一生都與新疆緊密相連。。他窮他窮
盡畢生心血盡畢生心血，，讓新疆元素火遍全國讓新疆元素火遍全國。。無數內地無數內地
和海外的人們都是通過克里木的歌聲對新疆有和海外的人們都是通過克里木的歌聲對新疆有
了感性認識了感性認識，，知道了這裡的漂亮姑娘知道了這裡的漂亮姑娘、、智慧大智慧大
叔叔；；這裡的山甜水美這裡的山甜水美、、瓜果飄香瓜果飄香；；也知道了生也知道了生
活在這片廣袤土地上的各族人民的婚喪嫁娶活在這片廣袤土地上的各族人民的婚喪嫁娶、、
喜怒哀樂喜怒哀樂，，他也由此被譽為他也由此被譽為““軍人阿凡提軍人阿凡提”。”。

““我們是從小聽着克里木老師的歌長大我們是從小聽着克里木老師的歌長大
的的，，他的形象和唱腔是新疆的一種符號和時代他的形象和唱腔是新疆的一種符號和時代
標誌標誌。。他的離世代表着新疆音樂文化一個時代他的離世代表着新疆音樂文化一個時代

的終結的終結。”。”新疆籍音樂藝術家洪啟說新疆籍音樂藝術家洪啟說。。
19401940年年66月月1212日日，，克里木出生在新疆吐魯克里木出生在新疆吐魯

番一個貧苦的民間草根藝人家庭番一個貧苦的民間草根藝人家庭。。1010歲時陪同歲時陪同
““翻身做主人翻身做主人””的父母投考新疆軍區第五軍第的父母投考新疆軍區第五軍第
十四師文藝宣傳隊十四師文藝宣傳隊，，年幼的克里木因着能歌善年幼的克里木因着能歌善
舞會打手鼓舞會打手鼓，，也被破格招為文藝兵也被破格招為文藝兵，“，“十七八十七八
歲便可以獨當一面歲便可以獨當一面”。”。

在在19591959年年66月舉辦的全軍第二屆文藝會演月舉辦的全軍第二屆文藝會演
上上，，克里木作為獲獎代表受到毛澤東主席接克里木作為獲獎代表受到毛澤東主席接
見見。。此後不久此後不久，，又在剛剛落成的人民大會堂為又在剛剛落成的人民大會堂為
毛澤東等黨和國家領導人演唱毛澤東等黨和國家領導人演唱《《日夜想念毛主日夜想念毛主
席席》。》。其間其間，，毛澤東主席先後三次從座位上站毛澤東主席先後三次從座位上站
起來為他鼓掌起來為他鼓掌。。

19601960年年，，克里木上調到解放軍總政歌舞克里木上調到解放軍總政歌舞
團團，，成為當時團裡唯一一名維吾爾族歌唱演成為當時團裡唯一一名維吾爾族歌唱演
員員。。後逐步成長為國家一級演員後逐步成長為國家一級演員、、全國政協委全國政協委
員員，，並榮獲全軍第一批文職將軍並榮獲全軍第一批文職將軍。。

從從1818歲到首都北京歲到首都北京，，克里木便立志要利用克里木便立志要利用
這個更廣闊的舞台這個更廣闊的舞台，，將自己的歌聲傳遍全國甚至將自己的歌聲傳遍全國甚至
全世界全世界，，讓更多的人通過他的歌聲讓更多的人通過他的歌聲、、他的舞蹈了他的舞蹈了
解新疆解新疆。。克里木一邊唱着反映新疆的歌曲克里木一邊唱着反映新疆的歌曲，，一邊一邊
深入生活不斷創作新歌深入生活不斷創作新歌。。他創作並演唱的歌曲他創作並演唱的歌曲
《《庫爾班大叔你上哪兒庫爾班大叔你上哪兒》、《》、《羊肉串香又香羊肉串香又香》、》、
《《塔里木河故鄉的河塔里木河故鄉的河》》等都來源於生活等都來源於生活，，充滿地充滿地
地道道的新疆味地道道的新疆味，，這些膾炙人口的歌曲在全軍這些膾炙人口的歌曲在全軍、、
全國多次獲獎全國多次獲獎，，至今廣為傳唱至今廣為傳唱。。

克里木對新疆懷有深厚的感情克里木對新疆懷有深厚的感情，“，“關於新關於新
疆我有唱不完的歌疆我有唱不完的歌，，有說不完的話有說不完的話。”。”他不停他不停
地創作地創作，，不停地演出不停地演出。。他的藝術作品被製成各他的藝術作品被製成各
類音像製品廣為傳播類音像製品廣為傳播。。克里木說克里木說：“：“我就想通我就想通

過我的歌曲過我的歌曲，，把新疆宣傳出去把新疆宣傳出去，，讓更多內地讓更多內地、、
甚至世界其他國家的人了解新疆甚至世界其他國家的人了解新疆。。我很自豪我我很自豪我
是新疆人是新疆人，，我永遠歌唱我可愛的新疆我永遠歌唱我可愛的新疆。。來吧朋來吧朋
友們友們，，看看我們的新疆看看我們的新疆！”！”

服務戰士服務戰士日演七場不倦日演七場不倦
作為軍隊文藝工作者作為軍隊文藝工作者，，克里木常說克里木常說：“：“我我

的歌聲永遠是為戰士服務的的歌聲永遠是為戰士服務的！”！”部隊組織的慰部隊組織的慰
問演出問演出，，無論多遠多苦無論多遠多苦，，他都從不推辭他都從不推辭。。19641964
年年，，克里木隨中央慰問團赴西藏阿里演出克里木隨中央慰問團赴西藏阿里演出。。劇劇
烈的高原反應使得全團烈的高原反應使得全團5050個人只有個人只有33人到達最人到達最
終目的地終目的地，，克里木就是其中之一克里木就是其中之一。。他說他說，，從海從海
拔拔11,,000000米的地方坐四五天車米的地方坐四五天車，，來到海拔來到海拔55,,000000
多米的阿里高原多米的阿里高原，，看到長期在這裡駐防的解放看到長期在這裡駐防的解放
軍戰士軍戰士，，才真正感受到他們的偉大才真正感受到他們的偉大。。與他們相與他們相
比比，，自己受的苦微不足道自己受的苦微不足道。。

2020世紀世紀8080年代年代，，在中國對越自衛反擊戰期在中國對越自衛反擊戰期
間間，，有半年多時間克里木都在老山前線隨軍慰有半年多時間克里木都在老山前線隨軍慰
問問。。一次一次，，他與戰士們喝着壯行酒唱歌他與戰士們喝着壯行酒唱歌，，有戰有戰
士脫光了上身士脫光了上身，，讓他在背上寫讓他在背上寫““安全歸來安全歸來”，”，
克里木又加上了克里木又加上了““戰士萬歲戰士萬歲”。”。不幸不幸，，戰後幫戰後幫
着抬傷員的克里木看到了那位戰士的遺體着抬傷員的克里木看到了那位戰士的遺體。。

事後回憶起這件事事後回憶起這件事，，克里木感慨地說克里木感慨地說：“：“年年
輕的戰士們為了祖國輕的戰士們為了祖國，，性命都不要了性命都不要了，，作為軍隊作為軍隊
文藝工作者文藝工作者，，有什麼理由不好好唱有什麼理由不好好唱、、不好好為他不好好為他
們服務呢們服務呢？？就是一天演七場也值得就是一天演七場也值得！”！”

據同為軍旅歌唱家的閻維文在接受採訪時據同為軍旅歌唱家的閻維文在接受採訪時
透露透露，，下部隊慰問演出下部隊慰問演出，，一般都是兩到三個節一般都是兩到三個節
目目。。而而““老克老克””幾乎每次都要主動加演五六個幾乎每次都要主動加演五六個
節目節目，，赤子情懷讓人動容赤子情懷讓人動容。。

20202020年年33月月33日日，，中國內地著名維吾爾族軍旅男高音歌唱家中國內地著名維吾爾族軍旅男高音歌唱家、、舞蹈家克舞蹈家克

里木因心臟衰竭在北京驟然離世里木因心臟衰竭在北京驟然離世，，享年近享年近8080歲歲。。這位從吐魯番走出的這位從吐魯番走出的““軍軍

人阿凡提人阿凡提”，”，以其火焰山般的熱情開朗以其火焰山般的熱情開朗、、載歌載舞幽默詼諧的表演風格載歌載舞幽默詼諧的表演風格，，

以及伴隨一生的新疆情懷以及伴隨一生的新疆情懷，，將將《《掀起你的蓋頭來掀起你的蓋頭來》、《》、《達阪城的姑娘達阪城的姑娘》、》、

《《庫爾班大叔你上哪兒庫爾班大叔你上哪兒》、《》、《阿凡提之歌阿凡提之歌》、《》、《塔里木河塔里木河 故鄉的河故鄉的河》》等一等一

首首新疆民歌唱紅了大江南北首首新疆民歌唱紅了大江南北。。他也因此成為新中國培養起來的首批他也因此成為新中國培養起來的首批““新新

疆代言人疆代言人”。”。克里木的兒子克阮希在接受採訪時表示克里木的兒子克阮希在接受採訪時表示，，處理好相關事情處理好相關事情

後後，，會把父親的遺體帶回新疆安葬會把父親的遺體帶回新疆安葬。。 文文：：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應江洪應江洪

特殊的年代和定期去中南海慰問演出的成長歷
程，成就了克里木與開國元勳間的諸多佳話。他與妻
子古蘭丹姆的愛情與婚姻便是由時任國務院總理周恩
來牽線而成。
從新疆阿克蘇地區柯坪縣走出來的古蘭丹姆，曾

是新疆軍區文工團的舞蹈演員。當時，克里木是古蘭
丹姆的排長。為了追求年輕漂亮的古蘭丹姆，克里木
在她入職不久便“遞紙條”表達愛意。但當時社會風
氣相對保守，部隊上對婚戀管理尤其嚴格，必須30歲
以上、上尉（連級）以上幹部方可談婚論嫁，加之後
來克里木調入總政歌舞團，兩人之間的感情也始終是
若有若無。然而，細心的周恩來發現了克里木和古蘭
丹姆的“秘密”。

1964年6月29日晚上，藉着在中南海看匯報演出
的機會，周總理欽點克里木和古蘭丹姆共同演繹《達
阪城的姑娘》，並在演出結束之後同兩人合影，為他
們“捅破了窗戶紙”。1974年，克里木和古蘭丹姆步
入婚姻殿堂。也因着這樣的特殊經歷和對周總理的熟
悉，克里木多次在慰問演出中客串演出周總理。

生活中的克里木溫和善良，總是以“新疆人都知
道柯坪女人漂亮，就是脾氣大”為由，時時處處讓着
妻子。古蘭丹姆對丈夫的工作也是全力支持。“草
根”出身的克里木一度因為專業知識的不足，受到團
裡知識分子和“海歸”的歧視排擠，“唱出名堂”
之後亦遭受各種非議。“古蘭丹姆經常開導我，唱
好自己的歌，跳好自己的舞，不要管別人怎麼
說……”

操着一口不標準的、總是串着新疆羊肉串味道普通
話的克里木，是大家的“老克”。一則年齡老、資歷
老，二則天生自來熟，跟誰都不見外。周圍不管誰喊他
“老克”，他都笑嘻嘻地答應着。只要他開口，總能把
周圍人逗樂。團裡一些淘氣的小青年，常跟他“惡作
劇”鬧着玩，故意學着他那股新疆味的普通話逗他，甚
至在他表演《阿凡提之歌》的時候衝着他叫：“驢！
驢！”“老克”也從來不惱火。他說：“我知道漢族同
志喊驢，似乎有罵人的意思，而我們維吾爾人認為：驢
是個好東西，牠天生勤勞，善良着吶！”
聞知克里木去世的消息，央視主持人尼格買提深情

地寫下送別的詩句：“小伙子走了/總是跟所有人打招
呼寒暄/在舞台上活蹦亂跳的老小伙子/導演們愛他，又
怕他/怕他上了台就停不下來/他喜歡跟觀眾聊，什麼都
聊/從五十年代講起，再說到他的古蘭丹姆/有多少人能
像他那麼熱愛舞台，熱愛觀眾/穿上那身衣服，他登登
登走上台/像初來北京的那個18歲的毛頭小子/面對觀眾
席，沉醉於如潮的掌聲/只要我們記得他，他就了無遺
憾/再見了，小伙子/再見了，克里木老師……”

千里姻緣千里姻緣““總理牽總理牽””

是是““老克老克””也是也是““小伙子小伙子””

■■中年時期的克里木在演出中年時期的克里木在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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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聞

時事圖片

全台大規模解封全台大規模解封 55金融業解除異地辦公金融業解除異地辦公
（中央社）疫情趨緩，7日起大規模解封，

國泰、中信、台新、新光及永豐金控今天紛紛
表示，除銀行營運不中斷單位外，金控與旗下
子公司其他單位則已解除異地辦公機制，所有
人員全返回原辦公場所辦公。

隨著台灣疫情緩解，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宣
布7日起大規模解封，多家金融業者異地辦公機

制也陸續解除。
台新金表示，自6月4日起已解除異地辦公

機制，所有人員回到原本單位所屬大樓上班。
國泰金與國泰世華銀行則是自5日開始，已結束
異地辦公。

新光金也指出，配合解封公告，金控自8
日起也分階段進行異地辦公解封作業，但量測

體溫、戴口罩等防疫措施則會持續至疫情指
揮中心解散為止。

中信金表示，中信金及各子公司自8日
起除營運不可中斷單位仍維持異地備援辦公
外，其餘單位如無備援需求，則全都返回原

辦公場所辦公。
永豐金也指出，永豐銀行分組上班的員

工，8日起已啟動歸建相關作業，陸續回到原上
班地點辦公；不過，屬於營運不中斷單位（如
資訊、客服），則仍維持異地工作型態。永豐
銀也強調，已備妥在家上班解決方案，若必要

時可立即啟動，營運不受衝擊。
然而，仍有部分金融機構，考量疫情尚未

結束，仍持續異地辦公。富邦金旗下子公司台
北富邦銀行表示，自2月7日啟動分散辦公計畫
，至今約4個月，儘管目前國內疫情趨於穩定，
7日起已解封，但北富銀鑑於疫情仍在週遭並未
遠離，目前仍將持續執行異地辦公機制，後續
視疫情變化再做評估。

玉山金也表示，金控旗下玉山銀行、證券
及創投公司視業務營運需求，部分單位仍維持
異地辦公機制。

（中央社）遠傳電信總經理井琪今天表示
，遠傳5G預計暑假開台，正在選 「黃道吉日」
；企業專網方面已有9個概念驗證專案進行中，
橫跨製造、醫療、零售業，看好明年有更多商
機浮現。

井琪今天出席遠傳與台達電、台灣微軟合

作記者會，宣布共同打造全台第一座5G智慧工
廠。她於會後受訪時說，工業界和商業界看到
的是 「需要」，消費者看到的是 「想要」，5G
帶來很多新的應用，遠傳預計暑假開台，正在
選 「黃道吉日」，但暫不透露具體時間。

井琪強調，遠傳5G開台時，所有支援的企

業專網就可以開始營運
。目前遠傳已有 9 個概
念驗證（POC）專案正
在進行，其中一個已經

簽約，範圍涵蓋北、中、南部，包括傳統製造
業、高科技製造業、醫療業、零售業等，也有
和政府合作的公開測試場域，讓發展5G相關應
用的新創公司能進行測試。

媒體關注企業專網對遠傳的營收貢獻，井
琪表示，今年遠傳新經濟營收目標是達到新台

幣130億元，將年增23%，其中包含消費與商業
應用。如果只看物聯網及雲端相關領域，今年
營收目標年增 28%，預期明年會有更多應用和
商機。

針對5G基地台布建進展，井琪指出，遠
傳從5月中旬開始建置，已有數百台，未來會涵
蓋北、中、南部及各大商圈。儘管消費者現在
對5G期望很高，但她認為5G的體驗和速度應
該要跟現在的4G相比，而非跟理論值比較，看
好未來5G速度至少是4G的5倍以上。

遠傳5G暑假開台企業專網搶下9專案

3因素抵擋疫情衝擊 前5月出口維持正成長
（中央社）2019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

衝擊籠罩，5月出口年減2%，連續3個月負成長
，好在有宅經濟、新興科技商機發酵及台商回流
等因素支撐，未見大幅衰退，前5月出口仍正成
長1.5%，相較韓過年減11.2%、中國年減7.7%，
台灣抵擋疫情衝擊韌性更強。

財政部今天公布5月出口270億美元，年減
2%，連續3個月負成長，5月進口222.8億美元，
年減3.5%，則由正轉負，前5月出口1309.1億美
元，年增 1.5%，前 5 月進口 1144 億美元，年增
1.4%；出、進口相抵，前5月出超165.1億美元，
年增3億美元。

財政部統計處處長蔡美娜表示，2019 冠狀
病毒疾病，COVID-19衝擊全球終端需求，干擾
產銷秩序及國際原物料行情，5月11類主要出口
貨品中，有8類都呈現衰退，尤其是傳統類貨品
。

蔡美娜指出，在買氣不振，國際原油崩跌
、業者調降產能，以及服飾賣不出去、庫存大增
下，5月礦產品出口年減57.3%，紡織品出口年減
35.1%，為歷年第二大減幅，其餘像塑橡膠、化
學、基本金屬及其製品出口等跌幅也相當深，介
於-15%及-20%之間。

蔡美娜說，好在電子類產品表現佳，對出
口形成支撐，使整體衰退幅度收斂；5月電子零
組件出口102.4億美元，創歷年同月新高，年增
13.2%，已連續13個月正成長，並持續6個月雙
位數成長（排除春節因素），主要受 5G、高效

能運算及人工智慧等新興科技商機發酵帶動，疫
情下爆發的遠距商機也帶來加分作用。

5月資通與視聽產品出口39.5億美元，則創
歷年同月第 3 高，年增 10.9%。蔡美娜說指出，
主要受惠台商產能回流，及居家辦公、遠端教育
等宅經濟需求帶動，雲端運用發達刺激業者建置
資料中心，也推升網通產品需求。

值得一提的是，前5月表現亮眼的電子零組
件及資通與視聽產品出口，合計已占整體出口值
的51.3%，為有統計紀錄以來最高，兩項貨品就
打下出口 「半壁江山」。

蔡美娜指出，受疫情重創，今年前 5 月主
要國家出口大多為負成長，韓過累計前5月衰退
11.2%，中國前 5 月衰退 7.7%，日本前 4 月年減
8.4%、新加坡前4月衰退6.9%，香港前4月衰退
7.4%，美國前4月衰退9.5%，台灣相對前5月還
年增1.5%，唯一保持正成長。

展望後勢，蔡美娜表示，6月仍不容易擺脫
跌勢，衰退幅度預估介於-2%及-5%間，第2季
負成長成定局；根據主計總處5月底最新預測，
第 2 季出口將年減 1.4%，第 3 季年減 3.5%、第 4
季年減1.2%。

蔡美娜說明，雖有各國逐漸鬆綁疫情管控措
施、遠距商機、新興科技商機擴散及台商產能回
流等正面因素支撐，但疫情仍為全球經濟帶來極
大不確定性，加上美中科技爭端再起，對出口前
景展望仍偏向審慎。

高嘉瑜籲手搖飲標示糖量及熱量高嘉瑜籲手搖飲標示糖量及熱量
民進黨立委高嘉瑜民進黨立委高嘉瑜88日在立法院舉行記者會指出日在立法院舉行記者會指出，，民眾時常人手一杯手搖飲民眾時常人手一杯手搖飲，，但過多的但過多的

糖分已成為國人健康的隱形殺手糖分已成為國人健康的隱形殺手，，希望政府要求手搖飲料業者要在每杯飲料上標示出含糖希望政府要求手搖飲料業者要在每杯飲料上標示出含糖
量及熱量量及熱量。。

巴西藝術家舉桃心氣球巴西藝術家舉桃心氣球
悼念新冠肺炎病逝者悼念新冠肺炎病逝者

巴西首都巴西利亞巴西首都巴西利亞，，藝術家們手持紅色氣球悼念在新冠肺炎疫情中藝術家們手持紅色氣球悼念在新冠肺炎疫情中
不幸離世的人們不幸離世的人們。。約翰斯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發布的數據顯示霍普金斯大學發布的數據顯示，，截至北京時截至北京時
間間66月月22日日1010時時3333分分，，巴西累計確診病例達到巴西累計確診病例達到526447526447例例。。

法國進入法國進入““解封解封””第二階段第二階段
餐館餐館、、咖啡館等場所恢復營業咖啡館等場所恢復營業

法國進入法國進入““解封解封””第二階段第二階段，，進壹步放寬管制措施進壹步放寬管制措施，，餐館餐館、、咖啡館咖啡館
等場所恢復營業等場所恢復營業。。巴黎官方允許餐館和咖啡館的營業區域可以視情占用巴黎官方允許餐館和咖啡館的營業區域可以視情占用
人行道和停車位等公共空間人行道和停車位等公共空間。。

意大利意大利““三色箭三色箭””飛越羅馬飛越羅馬 慶祝共和國日慶祝共和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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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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 6918 Corporate Dr, A-13,Houston, TX 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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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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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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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日       Tuesday,June 9,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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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導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導】】特朗普特朗普
總統的私人律師總統的私人律師、、前紐約市長魯迪前紐約市長魯迪··朱朱
利安尼利安尼（（Rudy GiulianiRudy Giuliani））週日似乎並不週日似乎並不
擔心有關共和黨人公開表示他們不會在擔心有關共和黨人公開表示他們不會在
1111月大選中投票支持現任總統的報道月大選中投票支持現任總統的報道。。

朱利安尼說，他對前總統喬治·W·布
什和參議員羅姆尼不會在今年11月投票支
持特朗普的報道感到“失望”，稱布什需
要“克服”特朗普對他的兄弟、前佛羅裏
達州州長傑布·布什的影響，而羅姆尼的
肩膀上有一塊碎片。

朱利安尼在“Sunday Morning Futures
” 中說：“布什家族受到了傷害。”
“他們內部受到傷害，我的觀點是您們要
克服它。我的意思是，現實情況是，這個
國家比您對特朗普的個人恩怨更大。”

他補充說：“有個人的憤怒正在影響
他們的決定，我對此感到非常失望，因為
特朗普和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喬·拜登之間
的區別對於任何具有共和黨價值觀的人來
說都是顯而易見的。”

朱利安尼發表上述評論是在《紐約時
報》報道布什和羅姆尼均不會支持特朗普
之後做出的，而且也有其他知名機構的共
和黨人則表示反對再度支持共和黨總統，
或者公開支持拜登。

前國務卿鮑威爾週日成為共和黨老兵

的最新成員，宣布他將不會在11月的大選
中投票支持特朗普總統。鮑威爾反而明確
表示，今年秋天當他前往投票箱時，將投
票支持拜登。

鮑威爾在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的《國
情咨文》中說：“在社會事務和政治事務
上，我與喬·拜登非常接近。” “我與他
一起工作了35 年至40 年。現在他已成為
候選人，我將為他投票。”

與羅姆尼和前總統布什報道的一樣，
《紐約時報》也報道了傑布·布什和已故
共和黨參議員約翰·麥凱恩的妻子辛迪·麥
凱恩也在考慮在11月投票反對特朗普。

特朗普自己的前國防部長吉姆·馬蒂
斯（Jim Mattis）對特朗普的嚴厲批評，以
及阿拉斯加的共和黨參議員麗莎·默科夫
斯基（Lisa Murkowski）承認她正在“掙
紮”是否投票給自己黨的現任總統，這只
會增加人們猜測特朗普可能在大選中看到
共和黨人的大叛變。

盡管如此，總統仍得到國會共和黨領
袖的支持，例如肯塔基州的多數黨領袖米
奇·麥康奈爾和南卡羅來納州的參議員林
賽·格雷厄姆，以及共和黨參議員德克薩
斯州的特德·克魯茲和肯塔基州的蘭德·保
羅等前競爭對手的支持。
（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

紐約前市長對布什和羅姆尼不支持紐約前市長對布什和羅姆尼不支持
特朗普連任的報道感到特朗普連任的報道感到““失望失望””

【美南新聞記者蕭永群報導】隨著德
州復工腳步踏出﹐德州醫學中心的
醫院繼續看到越來越多的冠狀病毒
患者﹐健康專家警告﹐即使有更多的
企業重新開業﹐也不要放鬆警惕﹒
德州州長艾伯特（Greg Abbott）於4
月下旬宣布該州重新開放的第一階
段﹒ 5月中旬﹐德克薩斯州進入第
二階段﹐允許餐廳將其入住率提高
到50％﹐並恢復諸如青年體育之類

的活動﹐接著又於6月3日展開復
工第叁階段﹐使各行各業都能開放
50%﹒然而﹐從休斯頓的新冠住院
率圖表中顯示﹐雖然在四月底這個
比例達到最低點﹐然而五月底開始
卻出現明顯增幅﹒據悉﹐若是新冠
住院比率已這種速度增長﹐預計兩
周後醫院的ICU病床容納量將不堪
負荷﹒
此外﹐綜觀德州近幾周的疫情﹐染病

人 數 呈
現 直 線
上 升 趨
勢﹐甚至
在 6 月
6 日 達
到 了 單
日新高﹐
將 近
2000
人 確 診

﹒而疫情在達拉斯和休斯頓地區尤
其嚴重﹒根據達拉斯縣衛生與公共
服務部的數據﹐上週五該市記錄了
298例新冠陽性病例﹐使病例總數
達到11,541例﹐創下單日新高﹒哈
裏斯郡公共衛生局表示﹐上週四記
錄了222例病例﹐使總數達到13,
940例﹒
相比一度是疫情重災區的紐約…相比一度是疫情重災區的紐約…

從圖表顯示﹐相比一度是疫情重災
區﹑四月初甚至單日突破一萬感染
數的紐約﹐如今感染人數穩定維持
在1000人以下﹐顯示出當地疫情
已經逐步得到控制﹒

佛洛伊德回家了佛洛伊德回家了佛洛伊德回家了佛洛伊德回家了﹗﹗﹗﹗拜登赴休斯頓悼念拜登赴休斯頓悼念拜登赴休斯頓悼念拜登赴休斯頓悼念﹐﹐﹐﹐公眾瞻仰約千人到場公眾瞻仰約千人到場公眾瞻仰約千人到場公眾瞻仰約千人到場
【美南新聞記者蕭永群報導】喬治佛洛伊德

遺體已於本日回到休斯頓﹐將於 9 日舉行

安葬﹐長眠於梨城地區﹐美國民主黨黨總統

候選人拜登也於本日抵達休斯頓﹐在公眾

瞻仰之前﹐與佛洛伊德家屬會面﹐致上悼念

﹒

喬治佛洛伊德的公眾瞻仰儀式於8日下午

﹐在 Fountain of Praise 教堂舉行﹒地址於

13950 HillcroftAve﹐在教堂外﹐一早就能看

到民眾已排起長長悼念人龍﹐預計將有千

人參與﹒而佛洛伊德的大體將會於9日在

梨城舉行私人安葬儀式﹒ 包括休斯頓市

長特納﹑民主黨眾議員席拉．傑克

森李都會到場參與﹒

而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也

於8日來到休斯頓﹐慰問佛洛一的

的家人﹒但為了避免影響葬禮儀

式﹐拜登將不參加葬禮﹐而是選擇

錄製視頻現場播放﹒

而針對肇事警方﹐美國明州總檢察

長埃裏森當地時間 3日宣布﹐已將

跪殺佛洛伊德的

前 警 員 沙 文

（Derek Chauvin）

由叁級謀殺升級

至二級謀殺﹐其

他叁名涉案前警

員也遭到指控﹒

埃裏森在記者會

上說﹕「我們得到

的證據可以支持

更嚴厲的二級謀

殺罪指控﹒」根據

法律﹐二級謀殺

最高可判40年監禁﹒

而沙文的保釋金﹐也從原有條件的75萬美

元提高到100萬美元﹐又無條件的從100萬

美元提高到125萬美元﹒

德州每日感染人數德州每日感染人數德州每日感染人數德州每日感染人數海放紐約海放紐約海放紐約海放紐約﹐﹐﹐﹐醫院稱新冠住院人數激增醫院稱新冠住院人數激增醫院稱新冠住院人數激增醫院稱新冠住院人數激增
德州每日確診人數曲線圖德州每日確診人數曲線圖﹕﹕

紐約州每日確診人數曲線圖紐約州每日確診人數曲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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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在多国蔓延，全球战

“疫”正酣。在这场全人类与病毒的战

斗中，有一支特殊的队伍，他们是旅居

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华侨华人。

为展示这支大爱无疆的“侨力量”，

浙江省侨联联手《浙商》杂志共同推出

“心心相连 守望相助”侨胞海外抗疫特

别报道，本期介绍的是匈牙利中欧经济文

化研究发展中心会长柯海啸的故事。

中药，开锅煮起来

疫情在匈牙利迅速蔓延，在疫情防

控中，中医药起到了重要作用。“既然

中医药在对抗疫情的战斗中表现如此亮

眼，我们为什么不与祖国同步，把防疫

药方配制起来向匈牙利的华人赠饮？”

柯海啸说自己变身“煮夫”开锅煮药免

费赠饮的初衷很简单。“随着疫情蔓延

，在海外我们要先预防自救。”

于是，柯海啸找到了两位中医老朋友

，大成国医堂张庆滨博士和匈牙利东方国

药集团陈震博士，想从他俩这里买药。

“起初他们以为我只是买个5帖、10帖自

己家里人喝着预防。后来听我说要一两百

帖，他们才知道我是要煮药赠饮。”很快

张庆滨和陈震也决定参与进来。“他们都

觉得这件事情值得做，不仅是仁心仁爱，

还可以推广我们的国粹中医药。”

“参与的人越多，推广的也就越远

，这样受益的人也就越多。”从2月27

日开始每天上午11点，在布达佩斯华人

聚居区，八区的欧广市场和十区的唐人

街都能看到柯海啸和志愿者们忙碌的身

影。“不光是匈牙利的华人，许多欧洲

其他国家的华人也开车过来喝药茶。还

有很多外国人也被吸引前来。”柯海啸

笑言，没想到匈牙利成了欧洲第一个开

锅煮药抗疫的国家。

“在大疫之下，行大义之举。”柯海

啸的这句话让人印象颇深，而他的“义”

远不止效仿古人煮药赠饮。“由于意大利

疫情比较严重，浙江省侨联就联系到我，

希望可以在匈牙利找到一批中药。”接到

任务后柯海啸得知陈震所在的东方国药是

按照欧盟GMP标准生产中药，就连夜开车

赶到企业总部。“说实话现在欧洲口罩和

中草药已经成了硬通货，我去的时候刚好

德国卫生部一位副部长也在那里订物资呢

，我就和对方说一定要留一部分给我。”

最后从匈牙利布达佩斯启程，运往意大利

的是柯海啸“夺”来的28箱连花清瘟胶囊

、板蓝根冲剂等中成药。

坚守在布达佩斯

疫情在海外迅速蔓延。回国还是留

守，经过权衡考虑，柯海啸选择“按兵

不动”。“身边确实有朋友选择回国，

但我觉得没有必要。既考虑到安全问题

，也有一份责任感在驱使吧。”

在匈牙利，侨胞们自觉践行着“非

必须，不出门；非必须，不远行；非必

须，不集聚”的居家倡议。

为解决侨胞们居家隔离期间的采购

需求，柯海啸迅速组建了一支志愿者队

伍，负责为侨胞们采购日常生活所需。

这支援者队伍由配送组、后勤组、

技术组组成，每一个志愿者都奋斗在各

自的岗位上，努力为侨胞们做好服务。

“5天，一百多户侨胞家庭，都拿

到了想要的蔬菜 、大米等生活急需物资

！”柯海啸告诉记者，现在旅居匈牙利

的侨胞能不出门就不出门，所以给侨胞

们配送生活物资的工作非常重要。

为此他们研发了一个小程序，侨胞

们只要在小程序里“下单”所需物资，

后续就有志愿者跟进采购和配送。时间

紧、任务重，配送组的志愿者都是用自

己的私家车运送侨胞所需物资，一辆车

往往要装上十几户家庭的生活物资，除

了后备箱塞得满满当当，连座位上也都

堆满了大米、鸡蛋、蔬菜等物资。

“大家没有一句怨言。”柯海啸介

绍，这些天，他跟配送组的志愿者要从

早上一直忙到晚上8点。

“疫情发展到现在，是人类和病毒

的‘世界大战’，没有人能够置身事外

，我会在这里与匈牙利人民共同打好这

一战疫！”

谈及疫情结束，最想做些什么？柯

海啸沉思了片刻说：“我想沿着多瑙河

边上走走，跟过往的路人微笑，朝着祖

国的方向挥一挥手。”

匈牙利侨胞柯海啸：甘当华社中药“煮夫”

“‘封城’期间，在家怎样健身？

”“宅家久了，焦虑烦躁怎么调节？”

“每天做有氧运动，可以防感染吗？

”……新西兰时间26日下午3点多，华

裔健身教练金叶在位于奥克兰市的家中

，通过网络开讲《健康饮食与科学健身

》，直播间涌入了四五百名粉丝，这些

来自新西兰各地的华侨华人、留学生通

过留言方式纷纷提问。

“疫情防控期间，科学健身可以让

宅生活更健康。大家不妨制定一份训练

计划，像瑜伽、居家力量训练和燃脂体

能训练等。镜头前的小伙伴，线上健身

动起来，我来给大家示范动作、讲解要

领……”金叶边授课边做拉伸运动。

这场健身视频连线，是新西兰国际

妇女会、新西兰亚洲图书文化中心联合

推出的“我们在一起——防疫公益资讯

云讲座”系列活动的一幕。

龙岩籍侨胞、新西兰国际妇女会会

长廖小雪告诉记者，3月26日起，新西

兰开始“封城”，居家隔离的侨胞们面

临远离亲人、停业停课等多重压力。

“该如何应对突如其来的变化，科学有

效地做好防护，创造丰富多彩的日常生

活？我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谈及活

动的初衷，廖小雪打开了话匣子。

同胞接二连三的求助电话，加速

了廖小雪的计划实施。从4月3日开始

，经过紧张筹备，廖小雪和同事推出

了一系列线上直播分享会，开启了隔

离期间最适合的传播方式——“云讲

座”。根据不同专题，他们邀请专家

学者、行业资深人士、健身达人与侨

胞相约云端，以特殊的方式传递温暖

，分享防疫资讯，开展心理疏导、中

医食疗、居家健身、财经教育、自我

保护等讲座，侨胞的参与热情十分高

涨。截至目前，防疫“云讲座”累计

开展10场，参与受众超过5000，防疫

视频播放量达数万次。

“中国人常说，众人拾柴火焰高；

在新西兰，也有一句谚语，叫作‘你我

篮子在一起，大家生活更美好’。海外

侨胞一家亲，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就一

定能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早日战胜疫

情。”廖小雪说。

与一般的“填鸭式教学”直播模式

不同，旅新侨团的“云讲座”形式新颖

，采用“穿插直播+多元互动”的形式

。主讲嘉宾直播授课的过程中，廖小雪

还邀请多位导播和主持人参加。导播负

责远程操控、切换屏幕及调度镜头，可

实现多个直播场景的自由切换，确保视

频画面的质量和表现力。主持人则负责

串场、点评、话题引导及回答观众留言

等工作，并对直播间互动情况、直播流

畅度等进行实时掌控，帮助嘉宾上好每

一堂课。

“对于侨胞来说，‘云讲座’就像

及时雨一样。长期居家隔离，导致很多

人对未来生活和工作前景不确定，开始

产生恐慌情绪，‘云讲座’正好陪伴侨

胞度过未知的风险期。”曾在电视台当

过专业主持人的谭笑，是新西兰亚洲图

书文化中心的工作人员，受邀成为“云

讲座”主持人之一。

随着“云讲座”参与人数越来越多

，不少侨胞遇到的难题得到解决。侨胞

张先生在惠灵顿开了一家贸易公司，受

疫情冲击，他的生意一落千丈，外贸订

单相继被取消或延期。新西兰“封城”

后，张先生让员工休假，但租金和员工

的薪水仍须支出，同时由于复工复产时

间仍未确定，企业经营岌岌可危。

焦头烂额之际，“云讲座”给张先

生带来了好消息。4月初，《新西兰疫

情下，法律、贷款、保险和补助申请》

讲座上线，四位来自律所、会计师事务

所、保险公司和金融机构的专业人士化

身“主播”，为侨胞解读新西兰出台的

相关扶持政策，刚好解了张先生的燃眉

之急。

原来，疫情暴发后，新西兰政府推

出了121亿纽币的应对计划，以帮助中

小微企业渡过难关。在直播中，律师朱

旭东、金融顾问罗凡、保险公司经理洪

宇、会计师Joey Wen结合自身特长，为

华人企业、侨胞雇主及员工出谋划策，

帮助大家度过危机。

“隔离期间社会上谣言四起，导

致很多实用资讯接收不到，听了‘云

讲座’才知道可以向政府申请补助。

几位老师还教给我申领补贴的方法和

流程，真是帮了我大忙。”如今，张

先生已经顺利从政府机构申领到有关

补贴。

新西兰疫情暴发后，很多中小微企

业资金紧张，一些原本期待在新一年有

业务突破的华人企业也陷入资金周转困

境，融资贷款成为纾困的主渠道之一。

“看得见，够不着。”在一场《疫

情面前，中小企业如何摆脱困境》讲座

中，不少侨胞这样形容中小微企业向银

行贷款的困难。随着“云讲座”知名度

越来越高，在一家投资金融机构担任贷

款顾问的张韫倩主动找到廖小雪，提出

开一堂线上讲座，帮助同胞找一条出路

。

“眼下中小微企业能够获得的融资

支持并不多，新西兰银行的常规贷款往

往高不可攀，审批时间长，利息又高，

常常让人感到遥不可及。这次政府和民

间金融机构联合推出了低息的贷款扶持

政策，有望帮大家渡过难关，有需要的

同胞可以找我详细了解一下。”直播间

里，张韫倩热心地为大家出谋划策，引

起连连叫好。

“疫情面前，没有人是一座孤岛。

希望通过我们的活动，给大家以温暖和

希望，让广大侨胞和留学生充分感受同

胞的关爱与帮助。”廖小雪说，未来疫

情结束后她仍会把“云讲座”办下去，

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异国他乡传承和

发扬下去。

新西兰闽籍侨胞的战疫故事
温暖，以特殊方式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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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財經回顧上週財經回顧 在
5月份就業數據令人驚訝地增長之後，美股連續第三週上漲。石油也
漲勢喜人，美國國債收益率升至11周高點。美國經濟在5月增加了
250萬個工作崗位，而失業率從4月的創紀錄水平下降到13.3％，這
表明經濟復甦的步伐比以前預期的要快。在上週的反彈之後，標普
500指數已經基本彌補了這一年的虧損。雖然市場仍然存在一些可能
引發更大波動的不確定性因素，但是最近的市場表現突顯了即使在
最困難的時期也要保持投資的重要性。截止上週五，道瓊斯工業指

數收盤27111點（週漲幅6.8%，年跌幅5%），標普500
指數收盤3194點（週漲幅4.9%，年跌幅1.1%）， 納斯
達克收盤9814點（週漲幅3.4%，年漲幅9.4%）。
市場分析及投資建議：

在霧天開車十分困難，很難看清道路，甚至找不到目
的地的方向。同樣，市場從衰退到復甦的路徑也很難確
定。在經濟從史無前例的停滯中重啟的同時，在美國各
地發生了民間抗議活動，中美之間的政治緊張局勢也繼
續加劇。不過市場更加重視經濟層面的因素。上週發布
的5月份就業報告顯示，失業率從4月份的14.7％下降到
了13.3％，股市應聲在上週五大漲。上週標普500指數
是過去8周中的最佳表現，較2月份的歷史高點僅差距
6％，較3月份的低點上漲了43％。

儘管疫情下一階段未知，但以下三個指標會影響未來市場走向
。第一個指標是就業情況。新冠病毒使得美國經濟減少了近2千萬
個工作崗位。雖然經濟已經重啟，但許多零售、酒店和休閒行業仍
處於基本關閉的狀態。 5月就業市場報告顯示，非農就業人數增加
了250萬個，這是就業市場開始恢復的有力起點。不過，5月報告對
就業人員的分類上後來被發現有錯誤，使得數據低估了失業率三個
百分點，但這仍好於之前預期。另一方面，5月就業好轉可能是政府
救濟的暫時性利好推動，而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利好可能會逐漸

消失。更具體地說，《薪資保護計劃》要求公司將工人至少保留八
週才能收到補助資金，因此雇主在工資補貼期滿後是否能夠保留其
工人還有待觀察。第二個指標是中央銀行政策。針對疫情，各國大
型中央銀行迅速採取行動，以保持低成本信貸流向企業和消費者。
目前這類政策仍在持續，如上週歐洲中央銀行（ECB）再次購買了
6000億歐元的債券。這些刺激措施不僅是市場反彈的重要驅動力，
而且也是對全球經濟低迷的關鍵支撐。這些努力正在取得成果，如
美國投資級債券今年上漲了5.0％，是今年迄今為止表現最強的資產
類別。第三個指標是企業盈利性。當前市場認為企業最糟糕的時期
已過，上半年的經濟下滑將導致今年晚些時候到2021年的利潤反彈
。過去兩週隨著國內和全球經濟安全重新開放的積極跡象，市場反
彈已從少數擁有強大資產負債表且不受疫情巨大影響的大型科技公
司，擴大至與整體經濟緊密相關的其他領域，例如金融、工業和房
地產。

考慮到COVID-19導致的各方面不確定性，關鍵經濟和企業基
本面仍處於朦朧狀態。我們還在充滿霧氣的道路上行駛，雖然目的
地大方向比幾個月前更加清晰。建議投資者堅定長期投資的大方向
，側重於系統化投資以利用不斷增加的市場波動性，關注資產類別
、行業和地域的多元化，並再次審視投資組合中股票和債券的合理
配比以平衡風險。

0606//0808 最新疫情報告最新疫情報告
&& 疫情相關新聞疫情相關新聞

（（本報訊本報訊 ））截止到週一上午截止到週一上午,, 大休斯敦大休斯敦
地區病毒感染人數地區病毒感染人數2320723207 人人,, 476476人死亡人死亡,, 87778777
人痊癒人痊癒..德州感染人數德州感染人數7497874978人人，，18301830人死亡人死亡
。。全美全美 112112,,523523人死亡人死亡

以下是當地其他新聞以下是當地其他新聞
弗洛伊德的追悼活動本週一在休斯頓舉弗洛伊德的追悼活動本週一在休斯頓舉

行行，，週二週二，，葬禮將在休斯頓葬禮將在休斯頓 The Fort BendThe Fort Bend
Memorial Planning CenterMemorial Planning Center舉辦舉辦。。

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表示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表示，，將幫助德將幫助德
州成為民主黨的州州成為民主黨的州，，德州是德州是20202020年總統大選年總統大選
重要的選戰地重要的選戰地，，我認為在你們的幫助之下我認為在你們的幫助之下，，
德州正面臨著全面改變德州正面臨著全面改變，，成由民主黨人主導成由民主黨人主導
的州的州。。

拜登還強調拜登還強調，，將繼續保持眾議院的優勢將繼續保持眾議院的優勢
，，同時同時，，贏得參議院的選戰勝利贏得參議院的選戰勝利，，我們需要我們需要
贏得德州眾議院的席位贏得德州眾議院的席位，，我們需要對受害民我們需要對受害民
眾做全面的改變眾做全面的改變。。

隨著複工計劃開始隨著複工計劃開始，，HEBHEB 宣布宣布，，將營業將營業
時間從週一開始時間從週一開始，，從上午從上午77點至晚上點至晚上1111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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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秦鴻鈞 ）雖然近期新冠
疫情依然嚴峻，很多產業仍在半開工狀
態，但選舉的事攸關全體市民整體的利
益，仍受到大家的關注。尤其今年德州
地區華人聚居的福遍郡選區出了首位華
裔女性— 優秀華人張晶晶出馬競選郡級
的稅務總長，更成了大家矚目的焦點。
福遍區稅務總長共和黨內第二輪投票，
將於今年6月29日至7月10日舉行提前
投票，正式投票日在7月14日，希望支
持晶晶的華亞裔，以選票証明我華人的
力量。

張晶晶（J.J. Clemence ) 在休士頓
華人圈可謂家喻戶曉，她自信又接地氣
的形象，她憑藉個人努力和獨特的人格
魅力，多年來已深入人心，逐漸獲得亞
裔群體和主流社會所認同。

張晶晶的履歷十分完整且輝煌。她
曾為美國國會議員Pete Olson 亞洲社區
顧問委員會主席及亞裔事務外聯部部長
；德克薩斯州州長Greg Abbott房地產研

究和咨詢委員會副主席；15年注冊審計
師及市場開發部經理的業界經驗；她同
時還是福遍郡學區債券委員會委員；福
遍郡學區創新委員會委員；及福遍郡共
和黨財務長及財務委員會主席。

張晶晶擁有貝克大學會計學學士學
位和工商管理碩士學位。她是Fort Bend
郡共和黨的財務主席，Fort Bend郡獨立
學區債券委員會董事會成員，及 Fort
Bend郡創新委員會的董事會成員。 張
晶晶長期致力於降低流程成本，是Fort
Bend縣的一位公認的保守派領導人，擁
有十多年的金融和商業認證經驗。她在
在貝克休斯（Baker Hughes），Spectra
和Enbridge的金融和商業策略部門擔任
過多個財務審計師職位。 為Fort Bend
County提供了十多年的財務，運營和欺
詐審計經驗。張晶晶擁有註冊審計師和
市場發展部經理的經歷，以及作為共和
黨和財政保守派的良好往績，使她成為

該職位的理想人選。 張晶晶也是美國國
會議員皮特•奧爾森（Pete Olson）的
社區外聯主任，德克薩斯州亞裔共和黨
委員會副主席，以及德州州長格雷格•
阿伯特（Greg Abbott）德克薩斯州房地
產研究和諮詢委員會副主席。她還是
Fort Bend獨立學區債券委員會和創新委
員會的董事會成員，Fort Bend縣GOP的
財務主管和財務主席，Precinct 4044的
主席，以及德克薩斯州亞洲共和黨俱樂
部的副主席。現在張晶晶已經正式宣布
競選福遍郡稅務總長 職位，請所有的華
人投票給張晶晶贏得這個職位以更好和
更多地為華人社區服務。她在Fort Bend
County從事社區服務的悠久歷史以及豐
富的財務經驗使她成為Fort Bend County
稅收評估師的最合格候選人。

關於房屋稅事務，張晶晶解釋說：
美國整個稅系統包括不同的部門，各個
部門相互獨立，相互協作。通常，估價
局 (Appraisal District) 每年評估徵稅價格
，財產主 (Property Owner) 不滿意估徵
稅價格有權提請抗辯 (protest)。一般來
說，本地的徵稅單位 (taxing unit) 根據本
單位年度提供公眾服務需要的預算決定
稅率 (tax rates)。比如當地的總共財產
估價是$100 million, 本年度學區正常運
行需要資金預算是$1 million, 學區稅就是
1%, City 需要的資金預算是$0.5 million,
City的稅率就是0.5%，等等。 。每年的
稅率都會上下浮動一點點根據徵稅單位
的預算變化和財產價格的變化。徵稅單
位(taxing unit) 委託收稅官 (tax asses-
sor-collector) 收取財產稅。德州憲法
(Texas Constitution) 有幾個基本原則：
徵稅平等均勻 (taxation must be equal
and uniform)，就是說給地產估價時候
，同一個區域類似的地產會有類似的估
價。所有財產必須根據目前的市場價格

(market value) 徵稅，除非有法律規定的
豁免 (exemption)。德州的 Homestead
Law 就是一個很好的豁免的免稅法規，
但只對屋主的自住房，其它商業地產和
投資出租房都沒有這個豁免。張晶晶在
Fort Bend County居住了11年，張晶晶完
全了解如何與華人社區進行交流，並了
解他們在財產稅和任何其他與稅收有關
的事務上的需求。 她是唯一可以最大程
度地幫助華人社區的Fort Bend County稅
收評估師的最合格候選人。

“Fort Bend縣代表了美國所能提供
的最好的服務：強大的商機，一流的學
校和繁榮的社區。 在這裡生活和工作的
人們應在各級政府中獲得政府的透明度
和效率。 作為您的稅務評估員，張晶晶
將確保您的稅率計算合理，並會努力改
善收款流程，為您節省金錢，並使Fort
Bend縣成為生活和工作的好地方。 J.J.
期待著有機會贏得您的投票。”

自從晶晶競選福遍郡稅務長以來，
得到了當地許多華人的大力支持和慷慨
援助。作為第一代移民參加競選這個十
分關鍵的公職，晶晶面臨重重困難，也
面對眾多的競爭對手。但有同胞們的大

力支持和鼓舞，有晶晶服務社區的堅定
信心，競選工作一路所向披靡，得到了
諸多社會各界知名人士的背書，更得到
了越來越多的選民的支持。晶晶對各位
同胞和志願者的無私的奉獻以及忘我的
努力感激不盡，在此說一聲謝謝，道一
句感恩！讓我們一起用選票來證明華人
的力量 !。

張晶晶是首位宣布競選稅務總長職位的華人候選人張晶晶是首位宣布競選稅務總長職位的華人候選人
第二輪提前投票在第二輪提前投票在66月月2929日至日至77月月1010日日，，正式投票日正式投票日77月月1414日日

德州州長德州州長Greg AbbottGreg Abbott和張晶和張晶
晶合影晶合影

張晶晶作為白宮親友團受邀參張晶晶作為白宮親友團受邀參
加迎接副總統彭斯夫婦活動加迎接副總統彭斯夫婦活動

美國交通部長趙小蘭和張晶晶美國交通部長趙小蘭和張晶晶
合影合影

美國國務卿美國國務卿&&美國住房和城市美國住房和城市
發展部長發展部長Ben CarsonBen Carson和張晶晶和張晶晶

及女兒合影及女兒合影
J.J. Clemence is the most conservative, knowledgeable, 
dedicated and hardworking candidate in the race
•  Community Outreach Director for U.S. Congressman 
   Pete Olson
•  Governor Greg Abbott’s Vice Chair on the Texas Real 
   Estate Research and Advisory Committee
•  Treasurer and Finance Chairman for the Fort Bend 
   County GOP
•  Board Member for the Fort Bend Independent School 
   District Bond Committee and Innovation Committee
•  Republican Precinct Chair for Precinct 4044

•  Bachelor degree in Finance and Accounting, and her master 
   degree in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from Baker University;
•  Worked as a Certified Auditor with UMB Bank, Baker Hughes, 
   and Spectra Energy;
•  Finance Manager, Business Development Manager and 
   Fundamental Advisor at Spectra Energy and Enbridge;
•  Oversaw Compliance, Fraud, Contract, and Budget Review for 
   oil and gas companies;
•  Conducted Operational and Financial audit globally.

Your Choice for the REPUBLICAN Nomination
J.J. Clemence the only candidate with a financial background to do the job!

Runoff Early voting: May 18-22, Republican Runoff: May 26, 2020
Come back one more time

U.S. Congressman 
Pete Olson

Texas Land
Commissioner
George P. Bush

Texas Comptroller of
Public Accounts

Glenn Hegar

Former Fort Bend
County Judg

Robert Hebert
Conservatives in Fort Bend County

uniting behind J.J. Clemence

Dr. Anna Allred
Hon. Jacquie Baly
Ramana Bommareddy
Anthony Carpenter
John Coulter
Mahmud Dahri
Tobin Englet

Dale Gibble 
Robert Gracia
Pat Hebert
Max-alalibo Ibifrisolam
Carlo Jimenez
William (Bill) Johnson
Hon. Tricia Krenek

Michael Liu
Lewis Luckenbach III & 
Katherine Luckenbach
Don McCall
Jonathan McClellan
Melvin Menezes
Tina Michie

William J Michie
Hon. Amy Mitchell
Edward  Mickey Mixon
Evelyn Montalvo
J. Andres Novoa
Howard Paul 
Beth Penn
Terese Raia

Hon. Dave Rosenthal
Debra Ross
Alan K. Sandersen
David L. Savage
Justin G. Schiro
Alan Stobbe
Paul G. Swilley

Hon. Wayne K. Thompson
Jason Walker
Doug White
Raymond Wick
Hon. Dr. Martha Wong
Hon. Daniel Wong
Hon. Bridget Yeung
Eddie Zuniga Jr.

List of the main endorsements 

Vote for J.J. Clemence the only qualified and 
the most conservative person to head our tax office. 

FOR FORT BEND COUNTY TAX ASSESSORFOR FORT BEND COUNTY TAX ASSESSOR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西南管理委員會西南管理委員會66月月66日與阿利夫日與阿利夫..學區和大休斯頓地區美華協會學區和大休斯頓地區美華協會
在布希小學共同主辦了食品分送在布希小學共同主辦了食品分送 有有500500個家庭收到了食物個家庭收到了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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