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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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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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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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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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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貸史無前例低利率房貸史無前例低利率房貸史無前例低利率房貸史無前例低利率﹐﹐﹐﹐專家專家專家專家﹕﹕﹕﹕休斯頓低價位房目前最搶手休斯頓低價位房目前最搶手休斯頓低價位房目前最搶手休斯頓低價位房目前最搶手

【美南新聞記者蕭永群報導】疫情蔓延至
今﹐許多華裔社團都紛紛在這段期間慷
慨解囊﹐今日本台獨家訪問到兩位世界
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重要成員﹐談談
華裔傑出女性們對疫情所做出的行動﹒
同時她們也作為房地產專家在休斯頓地
區佔有一席之地﹐也將分享休斯頓當地
房市現況﹒
疫情期間華裔相挺拼募捐疫情期間華裔相挺拼募捐

世華工商婦女會美南分會現任會長洪良
冰指出﹐近來休斯頓當地華裔社區領袖
發起了「送餐一萬份﹐致敬一線英雄」的
活動﹐不僅能幫助到前線人員﹐這一萬份
餐也對當地餐飲業而言是一場即時雨﹐

也能凸顯亞裔在疫情期間的貢獻﹐是非
常重要的活動﹒因此﹐世華工商婦女會
也當仁不讓﹐加入了此次的送餐行列﹐另
外在5月28日時﹐世華美南分會捐了
500份的熱便當﹐以及2500片口罩給哈
裏斯郡最大的警局﹒6月6日﹐還為了在
休斯頓當地僑胞的需要﹐在僑教中心門
口發送口罩﹐許多台灣僑團都熱情參與﹒

在女力崛起的世代﹐我們可以看到越來
越多女性在職場嶄露頭角﹐獨當一面﹐世
華美南分會前會長﹑也是創始成員之一
的唐心琴女士則指出﹐女性特有的柔軟﹑
細膩的特質﹐不僅在職場上亮眼以外﹐任
何公益活動也是不落人後﹐好比說與主

流機構的溝通﹑口罩的捐贈等活動都持
續在進行﹐希望能藉此提升女性的形象﹐
並且消弭種族歧視問題﹒
疫情有關係疫情有關係﹗﹗55月份售房資料月份售房資料﹐﹐比起去比起去
年同期降低年同期降低2020%%

疫情對各行各業都造成了影響﹐作為休
斯頓當地的地產專家﹐洪良冰指出從5
月份售房資料觀之﹐比起去年同期降低
了20%﹐去年休斯頓售出了8000多戶﹐
今年不到6000戶﹒然而﹐在pending方
面倒是增長了23%﹒她認為貸款無法通
過是買氣降低的原因之一﹐但目前的貸
款利率低﹐可以申請到30年2.99﹑15年
2.75﹐因此整體來說對日後房市發展還
是可以抱持謹慎樂觀態度﹒

唐心琴也指出﹐來美國已有時日﹐經歷過
許多大風大浪﹐然而相比過去石油危機﹑
SARS等﹐這次疫情確是她看過最嚴重的
﹒但房市買氣仍然有逐漸回升跡象﹐特
別是低價位的房子﹐因為利率低﹐每個月

要付的貸款可能跟租屋租金一樣便宜﹐
因此十分搶手﹐實際上的情況並沒有想
像中不好﹐反而有點逆轉的趨勢﹒
她歸結出幾個原因﹕第一﹐目前的低利率
來到史無前例的新低﹒第二﹐通貨膨脹
之下﹐房子是很好的保值投資﹐比如說
1980年時的房子﹐縱管經歷過去的經濟
衝擊﹐房價仍然是呈現倍數成長﹐目前只
是緩和持平了﹒她也分享要投資房地產
的新法﹐最重要的是能「守住」﹐一旦沉著
下來遠景可期﹒
零售餐飲寒冬零售餐飲寒冬﹐﹐商業地產首當其衝商業地產首當其衝

目前在經手糖城中國城項目的唐心琴指
出﹐零售餐飲業目前因受到疫情衝擊十
分蕭條﹐即使已經復工了﹐許多餐館仍然
擔憂疫情而不太敢開門﹐對餐飲業十分
難熬﹒舉「糖城廣場」的項目為例子﹐有
些已經成交的買家﹐因為財務周轉困難﹐
也向她商量是否有轉手﹑延期等可能﹒
因此為了體恤商家﹐她們也將工程進度
延後﹐讓大家有緩衝的時機﹒另外﹐部分
已經開始經營的商家﹐因為疫情期間關
門而負擔不起管理費﹐因此為了體恤商
家﹐目前也祭出這陣子管理費減半的作
法﹐讓零售商家作緩衝﹐一同共體時艱﹒

衰退陰影籠罩
多國漸次解封重振經濟

隨著新冠肺炎疫情持續沖擊全球經

濟，權威機構警告全球面臨深度衰退風

險。與此同時，疫情緩解國家正積極重

啟經濟，以求盡早回歸正常。

世行警告大衰退風險
世界銀行發布的最新壹期《全球經

濟展望》報告說，受新冠肺炎疫情沖擊

，預計2020年全球經濟將下滑5.2%，這

將是二戰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

報告認為，由於疫情沖擊及其防控

措施帶來的經濟“停擺”，全球經濟將

在2020年陷入嚴重收縮，預計人均收入

降低3.6%。今年將是1870年以來人均產

出出現下降的經濟體數量最多的壹年。

其中，嚴重依賴全球貿易、旅遊、大宗

商品出口和外部融資的經濟體受疫情沖

擊最大。此外，新興市場及發展中經濟

體的脆弱性也將被外來沖擊放大。

報告預計，由於內需、供應、貿易

和金融嚴重中斷，2020年發達經濟體經

濟將收縮7%。其中，美國、歐元區、日

本經濟將分別萎縮6.1%、9.1%、6.1%，

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經濟將下滑

2.5%。不過，中國經濟有望實現1%的增

長。

根據發達經濟體在今年年中、新興

市場及發展中經濟體在今年稍晚時候疫

情出現消退等假設前提預測，世行預計

2021年全球經濟將恢復增長4.2%。其中

，發達經濟體增長3.9%，新興市場及發

展中經濟體增長4.6%。

報告援引世界銀行副行長傑伊拉· 帕

紮爾巴舍奧盧的話說，這壹不利經濟前

景發人深省，疫情危機可能留下永久

“傷疤”，構成重大全球性挑戰。眼下

，全球面對的首要任務是應對衛生和經

濟緊急狀況。此後，國際社會必須團結

起來，促進經濟復蘇，以防更多人陷入

貧困和失業。

世衛組織8日也警告稱，全球疫情

正在惡化，過去10天中有9天各國向該

組織報告的新增確診病例數超過10萬，

7日新增病例數為疫情暴發以來最高。

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當天在記者

會上說，各國目前已向該組織報告近

700萬例新冠肺炎病例，近40萬人死亡

。

譚德塞表示，7日新增病例中近75%

來自10個國家，其中大部分集中在美洲

和南亞。此外，東歐和中亞部分地區病

例數也在不斷上升。非洲國家雖然病例

數也在增加，疫情還擴散至新的地理區

域，但大多數非洲國家的病例都在1000

例以下。

多國步入經濟衰退
隨著疫情對經濟影響加深，多國

步入了技術性衰退和持續走低的經濟

困境。

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商業周期測定

委員會在當地時間8日發布聲明，2020

年2月起，美國經濟陷入衰退。該委員

會在聲明中表示：“就業和生產出現空

前衰退幅度，對整個經濟影響廣泛，足

以認定這種情況為衰退。”

該委員會宣布美國經濟正式進入衰

退在意料之中。與經濟常識上連續兩個

季度出現經濟萎縮認定為技術衰退不同

，委員會為了保險起見，通常會等壹段

時間才認定經濟進入衰退。

委員會在聲明中說：“在決定是否

要認定為衰退時，委員會考量（經濟）

萎縮的深度、持續期間，以及整體經濟

中經濟活動是否普遍衰退。委員會認為

對這波大流行疫情和公共衛生的因應導

致經濟走下坡，讓這次的衰退在特征和

動能上與之前的衰退不同。”

美國首季國內生產總值（GDP）按

年率測算萎縮4.8%，第二季度預計惡化

至20%或更多。美國4月失業率從2月歷

史低點3.5%攀升至14.7%；5月失業率為

13.3%。

意大利國家統計局8日發表的經濟

展望報告說，受疫情及防控措施影響，

今年意大利國內生產總值預計將下跌

8.3%，2021年將增長4.6%。報告說，意

大利政府采取的疫情防控措施嚴重影響

了該國的生產、投資和消費，對就業市

場也產生了負面影響；疫情在絕大多數

國家蔓延幹擾了國際貿易，導致意大利

企業出口大幅下跌。

荷蘭央行8日發表的壹份報告說，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今年荷蘭經濟將

衰退6.4%，比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時的

情況更加嚴重，荷蘭經濟壹下退回到

“五年前”的水平。

歐亞國家逐步“解封”
雖然從數據上看，全球疫情仍在惡

化，但歐亞部分地區狀況正在改善，經

濟前景有望隨著“解封”得到改善。

8日，比利時第三階段“解封”措

施正式生效。比利時民眾可在國內旅

遊，文化、體育和宗教活動恢復，咖啡

館、餐廳、酒吧可重新營業，但餐桌間

必須保持1.5米的距離，每桌最多10人

，且服務員需佩戴口罩。

瑞士聯邦委員會決定，從本周開始

全國各地可舉行300人以內集會活動，

包括婚禮、音樂會和政治集會等。8日

上午10時，瑞士訪問量最大的歷史古跡

希永堡在關閉近三個月後重新開放。

希臘在重啟旅遊業方面邁出大步，

允許來自含中國在內29個國家的旅客入

境。7月1日，境內國際機場也將對國際

抵達航班開放。

為配合社會進壹步解封，歐洲多國

政府相繼推出扶持經濟的新舉措。比利

時政府將餐飲業的增值稅降至6%（酒精

飲料除外）、發放額度為300歐元的消

費券，至今年年底社會福利補助金每月

增加50歐元，並將臨時失業政策延續至

年底。西班牙工業、貿易與旅遊大臣馬

羅托在西班牙商會全會上說，西班牙的

個體經營者和企業在官方信用協會的擔

保下，已經收到63億歐元的貸款資助。

歐洲央行行長拉加德8日在歐洲議

會經濟與貨幣事務委員會聽證會上說，

歐洲央行采取的措施對降低疫情所帶來

的風險至關重要，在歐元區經濟開始走

上復蘇之路後同樣如此。

拉加德當天通過視頻形式參加聽證

會時說，通脹前景惡化威脅歐元區中期

價格穩定，當前歐元區融資條件也較疫

情暴發前更緊張。鑒於此，歐洲央行決

定擴大緊急資產購買計劃規模。

此外，俄羅斯、烏克蘭、格魯吉

亞等國也於 8日做出尺度不同的放松

防疫管控的決定。據塔斯社 7日報道

，俄聯邦航空運輸局已決定向主管衛

生防疫督查事務的俄聯邦消費者權益

保護和公益監督局提議，自 7月 15日

起恢復俄部分城市與15個海外國家之

間的國際航班。

商用PC引入人工智能 智能算法讓IT終端“越來越聰明”
綜合報導 “商用筆記本引入人工智能。”戴

爾科技集團全球執行副總裁、大中華區總裁黃陳宏

近日在壹場線上發布會上說。

在這場發布會上，戴爾推出全新產品組合。其

中備受關註的是商用PC搭載了基於自動化AI(人工

智能)的智能調優軟件。

黃陳宏說，其“智能”之處在於，既可根據用

戶習慣和使用環境來優化配置，也可通過智能算法

“讓應用跑得更快，開機時間節省10%以上”，還

可以對人臉進行識別。

有體驗者說，“這臺電腦認得我”是新產品帶

來的直觀感受。研發者表示，在AI智能加速方面

，壹般至少提供5種以上應用讓機器進行學習，用

戶因而會感覺“產品越來越聰明”。

黃陳宏認為，疫情給企業IT終端部署帶來了更

多挑戰，“新基建”則為中國社會數字化轉型按下

“快進鍵”。人們需要不斷研發出性能更強大、更

靈活、更安全、更智能的終端設備，以應對數字化

轉型需求。

據介紹，疫情期間戴爾與國內壹家在線教育機

構合作，下達系統壹周內交付了首批訂單，確保該

機構的線下教育及時轉變為線上學習，助力客戶信

息化建設與數字化轉型。

“2015年至2019年間，戴爾科技集團的研發投

入超過210億美元。到2019年共計已有25851項專

利和專利申請。”戴爾科技集團全球副總裁、大中

華區商用客戶端解決方案事業部總經理桃樂姍在會

上介紹了上述情況。她表示，面向中國這樣壹個巨

大的商用市場，戴爾倡導的理念之壹就是“堅持創

新”。

他們還把終端產品的創新延展到環境保護的理

念之中，比如，研發團隊已把海洋可回收塑料材料

的應用範圍擴展到全新設計的100%可回收緩沖包

裝墊中。

“我們的目標是到2030年，實現所有包裝材料

100%由回收或可再生材料制成。”桃樂珊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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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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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網站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週叁（6月17日）《新英格蘭醫
學雜志》發表的對COVID-19患者的基因分析表明，人的血型
可能會對他們是否發展成嚴重的疾病造成一定的影響。

根據週叁發表在《新英格蘭醫學雜志》上的研究報道，他們
比較了數千名冠狀病毒的歐洲患者基因分析的一組數據，發現某
種血型可能會影響您患這種疾病的風險。他們指出有A型血的患
者更容易發展成重症，O型血患者發展成重症的可能性較小。

研究建議O型血可能提供對某種冠狀病毒的感染起保護作用
。

這項研究是3月份在中國進行的類似研究之後發現的，中國
研究人員發現 O 型血的人可能對 SARS-CoV-2（引起 COV-

ID-19 的病毒）具有更強的抵抗力，而 A 型血的人則可能對
SARS-CoV-2具有更高的風險。

威 斯 康 星 醫 學 院 的 血 液 專 家 帕 拉 梅 斯 瓦 爾·哈 瑞
（Parameswar Hari）談到中國報道時說：“我們大多數人都對它
表示反對，因這是一項非常粗糙的研究。”但在進行了這項新研
究之後，他宣布“現在我相信”，並補充說“這可能非常重要”
。

這項由意大利、西班牙、丹麥、德國和其他國家的科學家組
成的最新研究將1,980名嚴重COVID-19的患者與其他數千名健
康的患者進行了比較，這些患者原本是健康的或開始僅有輕度或
無症狀，後來發展成重症。研究人員將六個基因的變異與嚴重疾

病的可能性聯繫在一起，同時還將血型與潛在風險聯繫在一起。
哈瑞說，O型血患者更擅長將某些蛋白質識別外來蛋白質

（排斥），這些蛋白質可能是伸展到病毒表面的蛋白質（刺突蛋
白）。他補充說，本質上是新型冠狀病毒的基因近親的SARS，
在暴發斯間 “注意到O型血的人患嚴重病變的可能性較小。”

相比之下，基因檢測公司23andMe在該公司使用其檢測服務
幫助科學家更好地了解遺傳學如何在某些感染新型冠狀病毒的人
中發展出不同程度的嚴重性的原因之後，於本月初發布了一項針
對75萬參與者的研究。他們發現，與其他類型的血型相比，O
型血的COVID-19呈陽性反應的可能性要低9％至18％，這與歐
洲最新研究相呼應。

國際血液和骨髓移植研究中心的科學主任瑪麗·霍洛維茲
（Mary Horowitz）博士說，血液有四種主要類型，即A，B，AB
和O，“這取決於您紅細胞表面的蛋白質”。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遺傳醫學研究所所長戴維·瓦爾（David
Valle）說，血型還與其他一些傳染性疾病的易感性有關，包括霍
亂、大腸桿菌引起的反複尿路感染以及一種可能引起潰瘍和胃癌
的幽門螺桿菌，這可能導致胃潰瘍和胃癌。

最重要的是，瓦爾繼續說：“這是一項令人發指的研究。
在我看來，這很值得發布和推廣。”

但得出這個結論還需要更多患者，包括亞洲、非洲、洲拉丁
美洲的患者進行充分的驗證。

(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

研究表明，O型血可能會限制COVID-19的風險
而其他血型可能會引起傷害

帕拉梅斯瓦爾帕拉梅斯瓦爾··哈瑞哈瑞

瑪麗瑪麗··霍洛維茲霍洛維茲 戴維戴維··瓦爾瓦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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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本地新聞

最新疫情報告

調查顯示僅14%美國成年人感覺“非常幸福”
（本報訊）美聯社17日報導，一項由芝加哥大學全國民意

研究中心開展的調查中，2000名調查對像中有一半表示最近幾周
經常或有時感覺“孤立”，2018年同期這一比例為23%。

在全國民意研究中心開展的另外一項歷時近半個世紀的調查
、“綜合社會調查”中，感覺“非常幸福”的美國成年人佔比從

未低於29%。這項調查從1972年起至少每隔一年收集一次關於美
國人態度和行為的數據。

調查顯示，只有42%調查對象認為，當孩子們以後活到自己
如今的年齡時，他們的生活水平會比現在更好，2018年這一數字
為57%。全國民意研究中心自1994年就同一問題展開調查以來，

先前只有1994年比例較低，為45%。
由於疫情相關出行限制，45%調查對像在最近4週感覺缺乏

陪伴，37%感覺受冷落，而2018年這兩項數字分別為27%和18%
。

(本報訊)結直腸癌是世界第三高發惡性腫瘤
，近十年來在我國發病率要逐年上升。有數據
顯示，我國結直腸癌發病率、死亡率在全部惡
性腫瘤中均位居第5位。而到2030年，全球結
直腸癌病例數預計將增加 60%，每年將有超過
220萬新發病例且每年約110萬患者會因該病死
亡。因此，預防、早診早治結直腸癌顯得刻不

容緩。
過去，結直腸癌患

者主要是50歲以上的人
群，但近年來患者呈年
輕化趨勢，研究人員對
影響年輕患者發病的因
素尚不清楚。近期，一
項由美國麻省總醫院和
哈 佛 醫 學 院 Long
Nguyen 博士領導的研

究揭示，每天看電視超過兩個小時的人，患直
腸癌的風險會增加約 70%。這項研究結果首次
將久坐行為列為50歲以下腸癌患者數量急劇上
升的誘因之一。

該研究對89278名年齡25至42歲的美國女
性護士進行追踪調查。在二十年的隨訪中，共
有118例研究對像被確診為結直腸癌（包括結腸

癌和直腸癌）。與看電視較少的人相比，每天
看電視超過一小時會使患病風險增加12%，超
過兩個小時，則患病風險會增加約 70%。該研
究結果與體質指數（BMI）和運動水平無關，
這表明久坐可能是導致早發性結腸癌的唯一風
險因素。但目前尚無證據顯示用餐或辦公室工
作等其它室內活動會增加結直腸癌的患病風險
。

久坐不動的生活方式是患結直腸癌的一個
新興危險因素。而患腸癌風險較低的人群每天
會進行更多低強度運動，如站立或行走。這些
發現也進一步證明了保持積極生活方式的重要
性。

這項研究也可以幫助識別潛在的高風險患
病人群，並幫助他們儘早篩查， 從而獲益更多
。結直腸癌若能早期發現，及時治療，患者5年
生存率可達80%以上，可基本實現治愈。

關於麻省總醫院
麻省總醫院成立於1811年，是哈佛醫學院

最初設立的且規模最大的教學醫院。麻省總醫
院研究所是全美最大的以醫院為基礎的研究機
構，下設艾滋病毒/艾滋病、心血管研究、癌症
、計算及整合生物學、皮膚生物學、基因組醫
學、醫學成像、神經退行性疾病、再生醫學，
生殖生物學、系統生物學、光學醫學和移植生
物學等主要研究中心。

據2015年自然指數（Nature Index）發布的
數據，麻省總醫院是在頂尖科學期刊上發表論
文最多的醫療機構。 2018年8月，麻省總醫院
再次榮登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美國最佳醫院
”排行榜中的榮譽榜（全美共20家醫院進入榮
譽榜）。

美國麻省總醫院研究發現：患腸癌的風險與每天久坐成正相關

（本報訊）截止到周四上午, 大休斯敦地區病毒感染人數
28999人, 530人死亡,11691人痊愈.德州感染人數96335人，2062人
死亡。 全美感染人數2,242,939 ， 120,079 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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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上月五日，是我人生走進 「登陸
」 後的11 年。每年此刻，內子及小兒
都會為我舉辦一個小型的生日晚宴，
邀請美國方面的至親好友來向我道賀
。今年庚子年，十二生肖屬鼠，回顧
近代歷史上，即使是在新中國建國後
的歲月中，大多數的鼠年都是帶給國
民傷感的一頁。故此踏入今年農曆正
月初一，我個人已決定今年鄙人之
「牛一」 晚宴，暫止一年，並且坦然

向太太剖白我的想法，並得到她的同
意，轉知兒子今年取消的原委。

果然不出所料，新春炮竹聲剛響
後，祖國湖北武漢市方面即出現肺炎
，而且來勢兇猛，迅速淹盍整個中國
各地。尤幸習總領導有方，不需多久
，疫情己受控制。不過新冠病毒之勢
，已在大洋彼岸的花旗泛起，而且勢
兇夾狼，美國五十州內民眾，無一倖
免，各州政府均要關上大門，不許市
民外出，留在家中隔離。即使到了我
出生的五月份當天，兇猛疫情仍然是
未減，我慶幸自己的想法，跟時局十
分吻合。不過我仍然是衷心感謝港澳
及美國各方親友，紛紛通過 What-
sApp 、We chat 及 Face Book 來向我
道出： 生日快樂！並帶笑地希望我

： 年年有今日，疫情永不來。
說得真是好！年年有今日，那表

示我會長命百歲，這是凢人皆所盼，
我是常人，當然難免脫俗，盼有至少
茶歲之年。（應該是八十八歲）古人
常說： 「人生七十古來稀」 ，我已走
進七十門檻，應該不俗，跟我一起唸
中小學的同窗，先後已有十多位駕鶴
而去，即使在此刻病毒陰霾仍然寵罩
着美國及港澳上空之際，新近仍有一
位我所屬的澳門婦聯小學第一屆畢業
生馮越華學友逝世。

馮兄與我及彭華權、陳錫培學友
，被小學同窗稱之為： 「婦聯四劍俠
」 。為的是我們四友友情最濃、最為
投契。剛巧上世紀六十年代，有荷里
活電影 「三劍俠」 在澳門平安戲院上
映，我們四友一起去觀看，少不更事
，看後便自稱我們是婦聯 「四劍俠」
。這樣的自稱自許，被一班小學女生
嘲笑，特別是同班校花杜瑞華（她夫
婿是沈炳禾，乃澳門儒商，文才顯赫
）說我們不識武術、體育運動又非專
長， 「劍俠就冇份」 ，儍瓜才真。叫
「四儍瓜」 好了。惹來校中眾師生一

笑。
小學畢業後，我跟陳錫培兄到濠

江中學升學，彭華權是苦學生一名，
家境清寒，小畢後要半工半讀，大清
早為澳門日報、華僑報、大衆報、市
民日報、循環報作單車派報工作，賺
取現金來幫補家用. 晚間則到商訓夜
中學就讀。同行者有湯梅笑學友，
（曾任職澳門日報副刊主編三十多年
）兩人求學用功、男的尊數理化，女
的供文學歷史，均得到胡培周教師器
重，乃商訓夜中學當年的高材生。他
倆在完成初三班課程後，不約而同轉
到濠江中學升上五年制的中四班繼續
求學，這樣一來，彭華權又跟我與陳
錫培學兄在一起。可惜馮越華學兄小
學畢業後，便到了香港生活，是以我
們四劍俠，變成三劍俠了。

中學畢業後，陳錫培、彭華權學
兄均到香港生活，我初段在澳門工作
，曾任職澳門綠邨電台、勞工子弟學
校。稍後到香港太古集團、可口可樂
汽水廠任職，有段時光常跟小學時代
的三劍俠重聚。到了1973年，我移民
到美國，跟著雙親從事港式粵菜生意
三十八年後，退出競爭激烈的飲食業
市場，改到美國校區及美國報業上任
職，匆匆又是 九年。
在居美四十多年生涯中，每隔一段日

子，我都會返回港澳探親訪友，當然
免不了跟 「三劍俠」 聚首，共話家常
。想不到十年前，彭華權學兄剛開始
退休前夕，便突然以肺癌逝世。他從
來不是抽煙人仕，何解會以肺癌名字
走開，真令我們三劍俠百思不解。更
想不到是相讖六十多年後的今天，在
疫情泛濫之際，另一位劍俠馮越華又
突然離世。當此病毒尚兇的時刻，馮
兄家人就沒有通知我們。待他那悄靜
靜的喪事完成之後，才通知我們婦聯
小學校友。我們感到失落的是： 我遠
在美國固然不能回去參加其喪禮。即

使在同一城市的校友，也未能見他最
後一面。現況正是如此冷酷，夫復何
言，大家心中只好祝願他一句： 好好
上路！

今期執筆文字，盡是個人經歷，
不過因為我是生於馬交，長於澳門，
而文中人物，也是澳門居民，即使我
身在美國，但每周均有拙文跟澳門讀
者見面，見吾文如見吾面，符合 「美
澳連綫」 ，故把個人在美生活及兒時
濠江點滴，組成文字，書告諸君共享
便是。

((美澳連綫美澳連綫))我過七十有感言我過七十有感言((美國美國))楊楚楓楊楚楓

「「山水眼鏡山水眼鏡」」 已於已於（（55//2929））起正常營業起正常營業
已全面作好抗疫準備已全面作好抗疫準備，，請大家告訴大家請大家告訴大家

（本報記者秦鴻鈞）位於 「敦
煌廣場」 內的 「山水眼鏡」 因為疫
情而歇業多時。已於（5月29日）
開始正常營業，值此新冠疫情尚未
完全絕跡之際，為確保該店員工及
廣大客戶的健康安全， 「山水眼鏡
」 請所有蒞臨客戶遵守下列規定：

1，入內客人請戴上口罩，並使
用乾洗手消毒。

2，只允許四名客人同時在店內
，並保持六尺安全距離，每位客人
只能有壹位陪同。

3，如須選新鏡框最多只能試戴
五付，碰過的鏡框請放在事先交給

您的盒內，我們要進而消毒。
4， 如鏡框需調整服務，目前我

們只能作標準調整，請諒解無法作
細部調整減少碰觸。

5， 如需花費時間修理，請交待
後於店外等候，完工後我們會拿出
去給您。

6， 請在最短時間完成您的交易
。

7， 每位客人離開後我們會消毒
。
「山水眼鏡」 由領有德州配鏡師執
照的禹道慶主持，專精無線多焦點
及高度數高散光鏡片。接受Medic-

aid和Medicare配鏡。所有鏡片送防
刮保護，不另收費。為正牌擋藍光
鏡片，徹底保護黃斑部。

「山水眼鏡」 服務項目包括：
配鏡，隱形眼鏡販賣，鏡框修理，
免費調整，免費清洗，可舊片配新
框或新片配舊框，內設全套工廠設
備，自己研磨，壹貫作業，品質保
證，壹小時可取，上千副各種名牌
鏡框，任君選擇。

「山水眼鏡」 地址：9889 Bel-
laire Blvd. Unit#252,Houston ,TX
77036 (位於敦煌廣場 「歡樂小棧」
對面），電話：713-774-2773

圖為位於圖為位於 「「敦煌廣場敦煌廣場」」 的的 「「山水眼鏡山水眼鏡」」 外觀外觀。。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本報休斯頓報導) 一群在休斯頓成
長的亞裔年輕人，身上融合著亞裔文化
與美國精神，把他們的時間與愛心奉獻
給社區，希望對社區產生正面影響，年
輕不留白。在新冠疫情期間，他們協助
防疫，尤其照顧老人家，為社區年長者
捐贈許多口罩。在 6 月 12 日(星期五)，
The Asian American Youth Giving Circle
(AAYGC)與州眾議員吳元之(Gene Wu)
分發了將近 1,300 個可重複使用的口罩
，給在華裔社區中心參加各種計劃的老
年人，其它的則交給西南管理區。

AAYGC 在 Mandy Kao 的帶領下，
陸續已經捐贈數千口罩，來幫助在
COVID-19大流行期間年長者的安全。

AAYGC 先前已經向中國城附近的
三家養老院捐贈了1000枚醫用口罩，在
6月12日，他們將繼續為居住在老年公

寓、及參與中華文化服務中心活動的年
長者，捐贈1000枚可重複使用的布口罩
。

疫情爆發以來，疾病控制預防中心
（CDC ）建議民眾在公共場合佩戴布
製口罩，以減緩新冠病毒的傳播。

在 整 個 COVID-19 大 流 行 中 ，
AAYGC 持續地支持前線的醫護工作者
，以維護社區的安全。AAYGC 不僅向
休斯頓前線醫護工作者捐贈了3000枚口
罩，同時組織了一場向休斯頓、及糖城
醫護人員致以鼓勵和感激的活動。

AAYGC於2014年成立，最初有10
名成員。現在已經發展到16位成員。每
年，他們志願服務社區超過1000小時，
並向為社區中服務亞裔年輕人的非營利
組織提供捐款。截至目前為止，他們已
經向休斯敦的各種慈善機構捐款超過7

萬美元。
這一年來，他們已撥款12,000美元

，為休斯頓 Frontliners 和老年人提供個

人防護裝備。他們還向 H4OPE 提供了
一筆捐款，H4OPE 在休斯敦西南部的
一個公寓大樓中為難民學生提供服務。

AAYGC 的目標是希望能對社區產
生正面的影響，通過積極地志願服務，
提供贈款，以及提高對亞裔社區相關的
重要問題的認識。捐贈圈子並支持主流
慈善機構，例如犯罪阻止者(Crimestop-
pers)、 大 哥 哥 大 姐 姐 (Big Brother Big
Sister)、休斯頓社區大學(HCC)、休斯頓
地 區 婦 女 中 心 (Houston Area Women
Center)、及Interfaith Ministries of Great-

er Houston等。
當天出席會議的成員包括：Ethan

Kao, Ashton Kao, Arissa Jokhio, Pearl
Zhang, Isabella Hsu, Madeline Hsu, Max
Hsu, and Rhea Noorani.

如果您是為老年人服務的組織，並
且需要可重複使用的口罩，請到此鏈接
申請：https://www.aaygc.org/mask-re-
quest

如需了解更多關於 Asian American
Youth Giving Circle的資訊, 請訪問其官
網aaygc.org。

亞裔年青人奉獻愛心亞裔年青人奉獻愛心 積極服務社區積極服務社區
Asian American Youth Giving CircleAsian American Youth Giving Circle為社區年長者捐贈口罩為社區年長者捐贈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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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遍郡啟動新冠疫情小型企業福遍郡啟動新冠疫情小型企業
緊急援助補助計劃緊急援助補助計劃

（（本報記者黃梅子本報記者黃梅子））20202020年年66月月
1515日日，，福遍郡舉行新聞發布會福遍郡舉行新聞發布會，，宣布宣布
福遍郡啟動新冠疫情小型企業緊急援福遍郡啟動新冠疫情小型企業緊急援
助補助計劃助補助計劃。。Covid-Covid-1919救濟小型企業救濟小型企業
補助計劃申請也同時在福遍郡官網上補助計劃申請也同時在福遍郡官網上
發布發布。。

郡長郡長 KP GeorgeKP George和其他縣官員宣和其他縣官員宣
布啟動的布啟動的22,,200200萬美元的福遍郡小企萬美元的福遍郡小企
業緊急援助計劃由業緊急援助計劃由《《冠狀病毒援助冠狀病毒援助，，
救濟和經濟安全法救濟和經濟安全法》（》（CARESCARES））資資
助助，，旨在提供高達旨在提供高達1010,,000000美元的贈款美元的贈款
，，以滿足小型企業的以滿足小型企業的““最迫切的財務最迫切的財務
需求需求”。”。該程序將以先到先得的方式該程序將以先到先得的方式
運行運行。。

贈款可用於個人防護設備贈款可用於個人防護設備（（PPEPPE
），），庫存庫存，，公用事業公用事業，，遠程辦公費用遠程辦公費用
，，租賃租賃，，僅利息抵押貸款援助以及重僅利息抵押貸款援助以及重
新開放用品新開放用品，，設備和裝修設備和裝修。。

在該計劃的前兩周在該計劃的前兩周，，申請將僅向申請將僅向
已申請但仍未被被小企業管理局批準已申請但仍未被被小企業管理局批準

補助的小企業補助的小企業，，這些補助包括薪資保這些補助包括薪資保
護計劃護計劃（（PPPPPP），），經濟傷害災難貸款經濟傷害災難貸款
（（EIDLEIDL））計劃或經濟傷害災難貸款預計劃或經濟傷害災難貸款預
付款付款（（也稱為經濟傷害災難補助金也稱為經濟傷害災難補助金
EIDGEIDG）。）。這些申請人將需要提供簽這些申請人將需要提供簽
名聲明名聲明，，表明該企業尚未獲得表明該企業尚未獲得SBASBA幫幫
助助。。

兩周後兩周後，，即即66月月2929日日，，所有符合所有符合
條件的小型企業都將能夠申請條件的小型企業都將能夠申請FortFort
Bend CountyBend County贈款計劃贈款計劃。。

為了符合為了符合Fort BendFort Bend補助金計劃補助金計劃
的資格的資格，，申請的小型企業必須申請的小型企業必須：：

** 位於福遍郡縣位於福遍郡縣；；
** 年收入在年收入在 100100,,000000 美元到美元到 200200

萬美元之間萬美元之間；；
** 成為營利性企業成為營利性企業；；
** 自自20202020年年22月月1515日起投入運營日起投入運營

；；
** 尚未永久關閉尚未永久關閉；；
* Covid-* Covid-1919的直接結果是損失了的直接結果是損失了 至少至少2525％的收入％的收入；； ** 在州和地方稅在州和地方稅，，罰款或其他款罰款或其他款

項方面保持良好信譽項方面保持良好信譽；；
** 雇用雇用11至至2020名全職等效雇員名全職等效雇員。。

對於具有多個地點的企業對於具有多個地點的企業，，將按每個將按每個
地點計算員工人數地點計算員工人數。。

哈裏斯縣哈裏斯縣（（Harris CountyHarris County））在在44
月啟動了類似的小型企業救濟計劃月啟動了類似的小型企業救濟計劃。。
這項耗資這項耗資10001000萬美元的計劃於萬美元的計劃於44月月77
日獲得了哈裏斯縣專員法院的批準日獲得了哈裏斯縣專員法院的批準。。
在其僅上線在其僅上線2828小時後小時後，，貸款申請門戶貸款申請門戶
網站在網站在44月月1010日晚上無限期暫停日晚上無限期暫停。。
HGACHGAC收到了超過收到了超過77,,100100份合格申請份合格申請
，，總金額超過總金額超過11..55億美元億美元。。

據新聞稿稱據新聞稿稱，，哈裏斯縣的貸款計哈裏斯縣的貸款計
劃在劃在55月月55日成功進行了首次申請付日成功進行了首次申請付

款款。。
當福遍郡重新開始工作時當福遍郡重新開始工作時，，郡長郡長

KP GeorgeKP George強調強調，，該計劃主要針對小該計劃主要針對小
型企業型企業，，因為它們通常面臨獨特的挑因為它們通常面臨獨特的挑
戰戰。。 ““我們的企業界將反彈我們的企業界將反彈，，但需要但需要
幫助才能使商業引擎再次發動幫助才能使商業引擎再次發動。。贈款贈款
計劃是壹種方法計劃是壹種方法，，我們可以與我們的我們可以與我們的
小型企業接觸小型企業接觸，，這是商業領域中最脆這是商業領域中最脆
弱的企業弱的企業，，並提供了前進的道路並提供了前進的道路。。我我
們為支持我們的小企業們為支持我們的小企業--我們的經濟我們的經濟
支柱感到自豪支柱感到自豪。”。”

有關此計劃的詳細信息有關此計劃的詳細信息，，請參見請參見
福遍郡和商會網站福遍郡和商會網站。。

台灣能幫忙台灣能幫忙，，而且台灣正在幫忙而且台灣正在幫忙

如果您有親人住在療養院如果您有親人住在療養院 快接他們出來快接他們出來

【舊金山訊】
美國老年人在新型冠狀肺炎（CO-

VID 19）疫情中的高感染率和高死亡率
，暴露了他們所處的困境。

根據美國疾病防治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簡稱CDC）公布
的數據，美國新冠肺炎死者80%是65
歲以上的老年人，70%的住院者是85
歲以上的老人。

感染新冠肺炎同時也會增加老年人
罹患憂鬱症和其他疾病的風險。

雖然美國只有0.06%的人
口住在療養院，但4萬 3000
名以上的新冠死者和21萬以
上的確診者都是住在長期護理
中心的病人，這些死者佔美國
新冠死者總人數的40%。

舊金山加大老年學家和護
理學教授哈靈頓博士（Char-
lene Harrington）在少數族裔
媒體服務中心（Ethnic Media
Services）6月12日舉行的會
議上說： 「如果你現在能將你
的親人從療養院接出來，就再
好不過。」

舊金山加大內科教授阮清
東（Tung Nguyen）說： 「療
養院是新冠疫情的重災區。」

阮清東指出，超過20%的
療養院表示，由於美國衛福部（De-
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
es）和聯邦緊急事務管理署（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承
諾的防疫物資遲遲未送達，他們現在只
剩下夠一星期用的個人防護裝備。

雖然住在療養院的大部分是女性長
者，但男性長者死於新冠肺炎的比例較
高。全球衛生 5050 （Global Health
5050）的研究報告顯示，美國年齡介於
65歲到74歲的老年人當中，男性每10

萬人有75人死於新冠肺炎，女性每10
萬人有39人死於新冠肺炎。

哈靈頓表示，過去20年來，療養
院的服務品質每況愈下，70%的療養院
都是牟利機構。哈靈頓說： 「在疫情爆
發之前，美國四分之三的療養院註冊護
士人數不足，63%有違反感染控制規定
的紀錄。所以，當病毒一出現在療養院
，當然是野火燎原般一發不可收拾。」

哈靈頓表示，療養院的醫護人員和
病人的病毒檢測率都偏低，而且，將近
一半的新冠感染者都是無症狀患者。她
指出，療養院的工作人員大部分都是低
收入人士，他們沒有醫療保險，也沒有
有薪病假，因此生病了也不願留在家中
，而且許多人還身兼其他工作，是病毒
如此迅速傳播的原因。

對於一些州給予療養院新冠肺炎相
關訴訟的豁免權，哈靈頓並不同意。她
指出，療養院人員不足和控制感染不力
， 「在許多情況下絕對存在疏失」 。

洛杉磯加大拉斯肯公共事務學院
（Luskin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政
策研究中心（Center for Policy Re-
search）主任托雷斯吉爾博士（Fer-
nando Torres-Gil）表示，許多醫院在
疫情初期有故意歧視老年病人之嫌，把
如呼吸器等稀有資源先給較年輕的病人
使用。

托雷斯吉爾說： 「那些年齡較大、
患有各種殘障疾病的人被排在後面接受
治療，這是明顯的年齡歧視。」

擔任加州州長紐森（Gavin New-
som）老齡化社會整體規劃（Master
Plan for Aging）諮詢委員會委員的托雷
斯吉爾表示，為了確保今後不再發生年
齡和殘障歧視的問題，該委員會正在制
定新的護理標準。

委員會也正在草擬提案，希望將資
源分配給一些可以讓老年人留在家中的
社會服務，讓他們不要繼續住在療養院
。

托雷斯吉爾說： 「我希望，美國能
開始了解，我們確實有需要大幅擴展以
家庭和社區為基礎的長期護理，同時要
教育年輕人，有一天他們也會變老，也
會面對各種生理上的限制和障礙。」

德州農工大學（Texas A&M Uni-
versity）醫學院（Farida Sohrabji）神
經科學與實驗治療系董事教授暨代理系
主任索拉布吉（Farida Sohrabji）談到
感染新冠肺炎對憂鬱症的影響，以及新
冠肺炎增加罹患其他疾病的風險。

索拉布吉指出，療養院的病人現在
都被迫自我隔離，多項研究發現，社交
隔離是心血管疾病的危險因素，包括心
臟病和中風。

主要研究女性健康和中風問題的索

拉布吉說，社交隔離會使自身免疫性疾
病的症狀變嚴重，還會增加皮質醇
（cortisol，一種壓力荷爾蒙）的產生。

索拉布吉指出，原本用來分解病毒
的細胞因子（cytokines），會因此改殺
染疫細胞以外的其他物質。

索拉布吉還說，有些透過鼻腔進入
人體的新冠病毒會進入大腦。她說：
「病毒可能停留在大腦中，尤其是稱為
嗅覺系統的特定部分，這個系統與憂鬱
症有非常、非常大的關聯。」

和哈靈頓一樣，索拉布吉也建議民
眾將老年人帶出社交隔離的環境，如果
他們實在無法離開療養院，最好透過像
Zoom這樣的平台和他們互動。

洛 杉 磯 「 市 中 心 女 子 中 心 」
（Downtown Women’s Center）計劃
長哈特曼（Erika Hartman）表示，年
長的無家可歸婦女在新冠疫情受到的衝
擊很大。

最近幾個月，年長的無家可歸者人
數增加了20%，尤其是年長的少數族裔
婦女，她們的貧窮率幾乎是白人婦女的
兩倍。

哈特曼表示，女性如果成為無家可
歸者，預期壽命會明顯縮短。一般女性
的平均壽命現在為83歲，但無家可歸
女性的平均壽命只有48歲，無家可歸
男性的平均壽命只有51歲。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持續
發揮 「台灣能幫忙，而且台灣正在幫忙
」 （Taiwan can help, and Taiwan is
helping!）的精神，由陳家彥處長於6
月 16日代表台灣政府捐贈哈里斯郡
(Harris County) 20,000片外科口罩，
協助強化第一線工作人員對抗 「新型冠
狀病毒肺炎(COVID-19)」 所需個人防
護裝備。世台聯合基金會(STUF Unit-
ed Fund)林鋕銘執行長也代表該基金會
捐贈防護口罩一批，展現台灣社區以具
體行動支持防疫工作。

哈里斯郡郡長Lina Hidalgo讚揚台
灣的防疫成就，她感謝台灣政府與人民
的友誼與善舉，並呼籲民眾配戴口罩及
遵守防疫準則，共同抗疫。

因應疫情在全球持續蔓延，台灣與
美國於3月18日發表 「台美防疫夥伴
關係聯合聲明」 ，並且持續以國際人道

援助行動協助全球共80多個國家防疫
。至今台灣已捐贈全球超過2,300萬片
防疫口罩，其中約1,000萬片捐贈美國
強化防疫合作。

蔡英文總統在4月1日宣布台灣對
國際的首波捐贈時表示， 「任何國家無
法獨力遏阻疫情蔓延，台灣已經準備好
，隨時盡一己之力。」 台灣因應COV-
ID-19疫情的相關部署和經驗，在國際
社會普遍獲得肯定與推崇。

陳家彥處長表示，在抗疫的過程中
，台灣與盟友並肩作戰，並持續捐贈防
疫口罩給全球有需要的國家；這是 「台
灣能幫助(Taiwan Can Help)」 致力於
全球衛生的努力，也是 「台灣正在幫助
(Taiwan Is Helping)」 的具體行動；防
疫需要各國齊心合作，台灣將持續與全
球夥伴共同防疫、共同繁榮。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右右22))及世台聯合基金會林及世台聯合基金會林
鋕銘執行長鋕銘執行長((右右11))捐贈哈里斯郡郡長捐贈哈里斯郡郡長Lina HidalgoLina Hidalgo防疫口罩並合影防疫口罩並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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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芬

芳美丽满枝桠……”，提起茉莉

花，花友们应该都不陌生。茉莉

花花朵洁白，花香馥郁，深受众

多花友的喜爱。茉莉花的养殖也

非常省心，我个人认为，除了冬

季怕寒之外，生长季节给予大水

、大肥、大太阳，配合每次花后

及时的修剪，养花新手也能养得

它花繁叶茂，开到深秋不停歇。

喜光 茉莉花是一种强阳性花

卉，它生长开花的主要旺季都在

夏季，而开花植物想要花繁叶茂

，必须要有充足的光照。茉莉花

在我国民间，自古就有“晒不死

的茉莉”之说，又因为夏季日照

较长，所以，高温强光下的茉莉

花生长更健壮，开花也多。过于

荫蔽少光的环境，很容易使茉莉

花枝叶徒长不爱开花。所以想养

好茉莉花，光照是第一条件。

喜水 除了充足的光照以外，

夏季室外养护，一定不要给茉莉

花缺少了水分。夏季高温强光下

，土壤里水分的蒸发量快，室外

养殖的茉莉花，每天都要给它浇

一次水，必要的时候早晚各浇一

次。室内窗台边养殖的茉莉花，

土表层干了及时补水，只要盆内

不积水，根系就能正常呼吸。

室外养殖的茉莉花，浇水前

还有一项“小工作”不要忘记，

那就是由于长期的风刮日晒和自

来水浇灌，很容易使土表层结痂

。结痂的土壤透水性不好，浇水

后水分容易从花盆旁边的缝隙流

走， 不易被根系吸收，久而久之

使根系干枯，不能及时传输营养

，使植株出现黄叶。养成浇水前

定期用小工具给盆内松土的习惯

，让根系能及时吸收到水分和养

分，为后期更旺盛的生长开花创

造条件。

喜肥 茉莉花也是喜肥的植物

，从进入春季，它开始长枝长叶

，先在盆面撒几粒缓释肥，让它

缓慢释放肥效，供应根系吸收利

用，促使新枝新叶快速生长。进

入初夏以后，茉莉花逐渐进入花

期，增施磷钾肥，用磷酸二氢钾

或花多多二号，灌根配合叶片喷

施，促进它更多的花芽分化。

花后修剪枝条，茉莉花又进

入新枝新叶生长期，补充一到两

次复合肥颗粒或花多多一号水溶

肥，促进新生叶片长大长壮，为

再次开花做准备。新叶长出两三

对叶片后，再次增施磷钾肥，茉

莉花又能再次开花了。

喜修剪 养殖得当的茉莉花，

每年有四次大的花期，并且都是

在新枝的枝头开花。每一次花期

过后，及时修剪残花和花下两对

叶片，将过长的枝条短截，促使

它萌发更多的分枝。一般修剪以

后一周左右的时间，剪口两侧就

会萌发两个新芽，这两个新芽就

是后期的开花枝。每一次花后都

可以这样修剪，如果花后不修剪

，在原来的老枝条上萌发新枝，

会使株型显得过于高大瘦弱，即

使开花了观赏性也不高。

夏季养茉莉花，满足它四个“喜好”
花繁叶茂，花开到深秋

小宠，顾名思义就是小型宠

物。它们的身体一般都比较迷你

，有一些甚至是掌中宠。小宠相

比较传统的猫咪和狗狗这样的宠

物，有很多优点。比如，小宠一

般都不需要很大的空间来饲养，

这就给很多租房或者住房面积比

较小的朋友也有了可以养宠物的

机会。而且，小宠并不需要过多

的照顾，它们皮实又好养，很适

合如今忙碌的现代人。

不过，近些年小宠因为需求

增多，价格也一路攀升。如果你

手头经济不是很充裕，但是又想

养一只小宠物，那么不妨考虑饲

养这几种超萌小宠，好养又便宜

哦。

第一种：仓鼠

仓鼠的价格非常便宜，一般

来说从几块钱到几十块钱的都有

。在我们这边的宠物店，仓鼠不

过十块钱左右几只。加上仓鼠笼

子，仓鼠垫料以及仓鼠粮这些养

仓鼠的装备，也不过百十来块钱

就可以搞定。这个价格，可能就

是我们出去吃一顿饭的价格，但

是却可以买到一只至少可以陪伴

我们两年的宠物，很值得了。

第二种：宠物兔

宠物兔根据品种的不同，价

格会相差的比较大一点，从百元

左右到千元左右的都有。不过，

如果你不介意兔子的品种的话，

一般的宠物兔就可以了。宠物兔

的寿命比较长，一般来说可以养

到十年左右。花百十来块钱买一

只可以陪伴我们将近十年的宠物

，多划算呀？

第三种：松鼠

松鼠是近些年比较受欢迎的

一种宠物，它们看上去呆萌又可

爱，是风头正盛的迷你宠物之一。

松鼠相比较而言，还略微有一些野

性，我们购买的时候，要选择那些

相比较而言较为温顺的品种，建议

购买魔王松鼠。魔王松鼠的价格十

几块到几百块不等，具体价格要根

据当地情况来看了。

这三种超萌小宠，好养又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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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屆CBA將於本月20日在山東
青島和廣東東莞兩個賽區開

始復賽，但由於受到疫情影響，很
多CBA球隊均出現外援未能歸隊
的情況。根據目前資料顯示，共有
12支球隊在復賽初期會使用全華班
作賽，當中包括青島、遼寧、山
西、天津、山東、浙江、新疆、四
川、吉林、廣廈、深圳和八一，但
球隊於復賽期間可以變更一次陣
容，申請取消全華班並讓外援上
陣。
按照目前規定，這些全華班球

隊在對陣有外籍球員的球隊時，有
外籍球員的球隊將要執行外籍球員
（含亞洲外籍球員）4節4人次、
第4節只能上場1人次的規定。

在防疫工作方面，CBA公司
已要求每位參賽人員都要經“3+
N次檢測”，在復賽前每位球員
至少要做三次核酸檢測，復賽後
再每 10 天做一次檢測。如果球
員在比賽中受傷，必須提出申請
通過特殊通道進行就醫，就醫後
再完成核酸檢測才能歸隊。值得
注意的是，若出發前有參賽人員
確診，則整隊將被取消復賽參賽
資格，並按原有競賽規程計算成
績；但如在抵達賽區後才確診，
賽會將根據當地疾控部門意見，
決定整個比賽是否繼續進行。

CBA公司首席執行官王大為
日前接受訪問時就表示，安全問題
是賽會首要考慮的問題。他說：
“最主要的目的是確保大家的安
全，及早發現，及早隔離，如果發
現了（染病情況），在不同階段發
現我們有不同的預案。事實上
CBA復賽的疫情防控方案是經過
很長時間的修訂，國內的很多體育
賽事也在參考這份防控手冊。”

王大為談縮短季後賽原因
此外，王大為亦被問到為何保

留常規賽、壓縮季後賽的安排，王
大為對此表示：“這次復賽最公平
的情況是所有球隊不管之前排名都
能參賽並完成常規賽。至於季後賽
着重主場優勢，球迷的熱情對球隊
幫助很大，但現在採用閉門作賽，
就算特意營造了一些主場氛圍，但
和有觀眾在現場的效果也會完全不
一樣，因此經過綜合權衡，我們決
定保留所有常規賽，並縮短季後
賽。”
按目前計劃，CBA將安排兩

個階段打完剩餘的常規賽，季後
賽將於7月30日開始，並大幅度
壓縮變成12進8、8進4這兩個階
段將採取一場定勝負的賽制，而
準決賽、總決賽將採取三戰兩勝
賽制。

本季中國男子籃球職業

聯賽（CBA）將於本月20日

復賽，根據目前消息指，復

賽後將有12支球隊會在初期

使用全華班作賽；此外，賽

會為保障球員的安全，已表

明若有參賽人員在出發前確

診新冠肺炎，其所屬球隊將

被取消參賽資格。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浩然

為號召廣大體育愛好者為備戰東京奧運會、北京冬
奧會的運動員加油，鼓勵他們在抗擊疫情的同時保持飽
滿的精神狀態，繼續保持強大，由中國奧委會與北京冬
奧組委聯合發起的“#保持強大#中國奧運選手在線加油
會”將於本月23日通過各大平台全網播出。

據報此次中國奧運選手在線加油會是中國奧委會
2020年奧林匹克日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旨在以奧林匹
克精神感召廣大群眾，帶動更多的人參與體育運動。自6
月8日啟動以來，2020年奧林匹克日活動受到群眾廣泛關
注。廣大運動愛好者紛紛通過網絡平台上傳了創意運動
短視頻，線上跑運動軌跡徵集報名人數也空前火爆。
從中國奧委會當日發布的活動海報看，此次中國奧

運選手在線加油會將於23日晚上7時半通過各大平台全

網播出。活動參與陣容強大，集結跨項目、跨代際的運
動員，同時還有傳奇運動明星連線。兩個半小時的特別
連線中，主持人張斌、韓喬生將攜手姚明、劉國梁、周
繼紅等中國體育名宿，聯合中國游泳隊、中國乒乓球隊
等數十個項目的國家隊隊員，一起相約雲端，通過創新
直播技術連線互動，探訪一線備戰情況，發起全民健身
挑戰，共享雲上的奧林匹克日。

據介紹，整場加油會活動將分為逆境勇者、王者之
師、新生無畏、冰雪之力、蓄力東京五大板塊，號召觀眾
用運動支持運動，給正在特殊時期依舊保持良好狀態的運
動員們以最強大的支持，並以此帶動全民參與運動，增強
身體素質，弘揚奧林匹克精神，響應國際奧委會“保持強
大、保持活躍、保持健康”的號召。 ■新華社

舉重奧運冠軍向艷梅日前表示，她將第
四次參加全運會，並會珍惜最後一次全力以
赴、放手一搏的機會。
在湖南省體育局日前舉行的夏訓動員大

會上，向艷梅表示目前正在為明年舉行的第

十四屆全運會積極備戰。她說：“這是我第
四次參加全運會，但我的舉重夢仍然還在繼
續，沒有理由停下腳步，我想珍惜這最後一
次全力以赴、放手一搏的機會。”
2009年，17歲的向艷梅首次參加全運

會就拿下一枚銀牌。此後，她在國內外賽場
多次登上最高領獎台，並於2016年獲得里
約奧運會女子舉重69公斤級冠軍。2017
年，在天津首圓全運會冠軍夢後，她曾考慮
退役，但最終決定再戰一屆。

“雖然我已經是大滿貫運動員，但過去
的成績已經過去，過去的教訓也時時在提醒
和激勵我不斷奮進。全運會是運動員們展示
實力、表現自我、實現理想的大好機會。我
將帶着緊迫感和使命感，樹立必勝信心，為
實現目標勇敢迎接各種困難和挑戰。”向艷
梅說。 ■新華社

在線加油會6．23上線
為中國奧運選手打氣

本季CBA復賽前夕，中國籃協主席、CBA公司董事
長姚明在CBA官網發表了致CBA參賽人員的公開信。

姚明在信中說：“自今年2月1日以來，我們共事的
CBA聯賽和整個社會一起經歷了史無前例的休賽期，所有
人都經受了疫情防控阻擊戰的考驗。在此期間我們中的很
多人仍然堅守崗位，堅持工作和訓練，許多人還經歷了長
途奔波和防疫隔離。大家所付出的這一切，都是在以實際
行動為CBA的復賽、乃至為中國籃球的長期、健康發展，
全心奉獻！借此機會，我僅代表CBA聯盟，對每一位教練
員、運動員、裁判員和工作人員在疫情期間的辛苦付出表
示感謝！”
姚明在信中寫道：“經過細緻周密的準備，經體育和

衞生部門批准，CBA將於6月20日正式復賽。作為國內首
個重啟的全國性大型體育賽事，CBA復賽對於全面推進復
工復產，恢復生活秩序，戰略意義深遠，其社會影響已經
超出了籃球運動本身。復賽的舞台已經搭建完畢，來之不
易的戰幕即將拉開，我衷心希望大家在全身心投入比賽的
同時，嚴格遵守中國籃協及CBA聯盟的各項規定，憑藉每
一個人的優異表現，通過籃球這項偉大運動，向我們的家
人、朋友和全社會詮釋真正的體育精神。” ■新華社

遼寧男籃日前進行了出征青島參加CBA
復賽第一階段比賽前的最後一次公開訓練課。
遼籃主帥郭士強在接受採訪時表示，球隊在過
去這段時間一直刻苦訓練，本季目標依然是爭
取奪冠。
“從停擺到現在復賽的幾個月時間裏，我

們球隊都在保持訓練狀態的同時等待復賽的消
息。隊員們每天的訓練和在場上的表現讓我們
教練組非常欣慰。所以現在可以看到大家的狀
態都不錯。”郭士強在總結球隊狀態時表示。

對於球隊本季目標，郭士強顯得信心十
足。“復賽第一階段各支球隊變化都很大，我
們只能根據比賽去找準每支球隊陣容和打法的
具體情況。但談到目標，那我們肯定還是要努
力朝着冠軍去。”他說。
從目前CBA公司發布的CBA復賽12人名

單確認表上看，遼籃上報的隊員中並沒有外
援，這也意味着遼籃將先以“全華班”陣容應
對比賽。對此郭士強表示球隊此前簽約的梅奧
將隨隊一起前往青島，在有需要的時候隨時準
備為球隊効力。

“現在是全華班打到底還是單外援我們還
沒有最後確定。因為今年復賽之後，球隊的情

況和賽程都發生了
變化，我們會根據
具體情況進行調
整。梅奧在訓練中
非常努力，和球隊
的融合度也比較
高，我們很期待他
在 比 賽 中 的 表
現。”郭士強說。

■新華社

CBACBA復賽復賽
12隊全華班上陣

出發前有人確診全隊取消資格

姚
明
：
來
之
不
易
的
戰
幕
即
將
拉
開

郭
士
強
：
遼
籃
的
目
標
還
是
朝
着
冠
軍
去

向艷梅：四戰全運放手一搏

■■遼寧主教練郭士強稱遼寧主教練郭士強稱
球隊有力奪冠球隊有力奪冠。。 新華社新華社

■■姚明致謝姚明致謝CBACBA參賽人員參賽人員。。 新華社新華社

■■CBACBA首席執行官王大為表明重視球員安全
首席執行官王大為表明重視球員安全。。新華社新華社

■■山東西王將使用全華山東西王將使用全華
班應戰班應戰。。 新華社新華社

■中國籃球協會公布申請暫停使用外

援及亞外的名單，浙江廣廈和深圳新

世紀亦已和外援解約，申請使用全華

班參賽。
中國籃球協會圖片

■向艷梅將四戰全運。 新華社



BB1010美南電視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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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5/2020 -6/21/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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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16 17 18 19 20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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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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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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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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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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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3/2020

今日亞洲  (重播)

今日亞洲  (重播)

今日亞洲 (重播)

今日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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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情  (重播) 遠方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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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情 遠方的家

中華情 (重播)

中國文藝 (重播) 國家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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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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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thern Television 15.3             2020年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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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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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士頓論壇 中華醫藥

美南新聞聯播 (直播)

中國輿論場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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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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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9日       Friday, June 19,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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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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2020年6月19日       Friday, June 19, 2020

美
南
傳
媒  

疫
情
報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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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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2020年6月19日       Friday, June 19, 2020

請添加二維碼

疫情期間不打烊／為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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