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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醫師助理認證委
員會執照認可
精通國,台,英語

服務項目：
◎皮膚病治療   ◎關節痛治療
◎身體年檢      ◎各種極慢性病治療
◎癌症防治
◎推出減價移民體檢
◎到家診治行動不便患者

接受：
medicare, medicaid, 
molina, ambetter,  
community health choice 
等大多數醫療保險。

吳沛桓
醫生助理

西南紀念家庭全科 皮膚
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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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園居松園居
專為亞裔設計的養老社區專為亞裔設計的養老社區
是高端的生活護理是高端的生活護理(Assisted Living)(Assisted Living)﹑﹑與失智照護與失智照護
(Memory Care)(Memory Care)社區社區
為長者們提供量身訂做的家庭生活方式為長者們提供量身訂做的家庭生活方式
電話電話:: 832832--895895--76487648﹒﹒微信号微信号: pinesatbellaire: pinesatbellaire﹒﹒
Email: outreach.pines@tarantino.comEmail: outreach.pines@tarantino.com
地址地址:: 1242012420 Bellaire Boulevard, Houston, TXBellaire Boulevard, Houston, TX 7707277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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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休斯頓報導) 因為新冠病毒疫
情的爆發，迫使超過150萬德州人申請
失業，想找工作的人比比皆是。休斯頓
社區大學（HCC）啟動了一項新計劃
JobsNowHouston.org，告訴民眾，哪些
職業正在招人，需要哪些技能，如果您
需要提升自己，HCC 還按職業提供獲
得這些工作所需的課程，並發給證書，
幫助民眾盡快進入崗位。

讓休斯頓人重返工作崗位
雖然失業者眾，但是，在過去的幾

個月中，全德州發布了近 481,000 個職
位空缺。HCC 新計劃的重點就是讓休

斯頓人知道現在有哪些空缺職位，並鼓
勵他們到 HCC 上需求行業的培訓課程
，熱門行業如醫療保健業、物流業、製
造業、信息技術和建築業等。

HCC在這些領域有高達270個認證

課程、和100個教學計劃，其中許多是
通過在線或混合模式提供課程，旨在安
全地訓練休斯頓的未來勞動力。

HCC 希望與所有民眾在一起，同
舟共濟，讓休斯頓人重返工作崗位，使
我們的經濟得以再度復蘇。詳情請上網
站 JobsNowHouston.org，以了解更多信
息，並立即獲得所需的培訓！

關於休斯頓社區大學
休斯頓社區大學（HCC）由 14 個

卓越中心和眾多衛星中心組成，HCC
擠身為全美最大的社區大學之一，已在
大休斯頓地區服務40多年，目前每學期
給接近 70,000 名學生、提供超過 300 個
副學士學位和證書課程。HCC 有許多
校區，其中，西南校區與華裔人士在地
理位置上最接近，直接提供學術與技術
課程給華裔人士。

西南區四所主要校園在網上提供的
主要課程，包括：信息技術 （Informa-
tion Technology）， 數碼傳播 （Digital
Communications）和高級製造業 (Ad-
vanced Manufacturing) ， 商業 （Business
） ， 視覺及表演藝術 （Visual and Per-
forming Arts），健康科學 （Health Sci-
ences） 等 課 程 。 在 新 冠 疫 情 期 間 ，
HCC課程目前都在網上教授。

HCC社區大學課程設置類別:
1. 四年制大學轉學組: 學生在HCC

畢業後，取得副學士學位。想繼續深造

就讀的學生，可以轉念四年制大學，
HCC 學分普遍被四年制大學承認，可
直接報讀大三的課程，繼續大學課程的
後兩年，以取得學士學位。

2. 副學士職業組: 學生在HCC畢業
後，直接找工作上班，因為學有所長，
求職相對容易。

3. 短期專業證書 (Certificate) 組: 提
供一邊工作、一邊在 HCC 進修的機會
，提升專業水平，在 HCC 取得證書後
可以在職場更上層樓，與行業需求最新
的技術相接軌。對現有工作不滿意的人
，若是希望轉換行業，HCC 提供大量
高新技術課程，能提升學生的求職競爭
力，換取更好的工作。舉例來說，目前
的三維印製（3D printing）以及網絡安
全 （Cybersecurity） 很 紅 火 ， 學 生 來
HCC 進修，拿了證書之後，立刻可以
開闢新的職業機會，獲取高薪。在西南
區的斯塔佛校園 （Stafford Campus），
有 HCC 和美國勞工部聯手建立的高級

製造業學徒項目，學生一邊在 HCC 學
習一邊經由學徒項目在製造業類公司當
帶薪學徒，等一畢業有了證書，就能成
為正式公司職員，薪水也大為提高。

另外，HCC 有夜校、以及週末的
課程，讓不同人群選擇適合的時間。

社區大學的優點
社區大學的優點有哪些？首先是學

費便宜很多，學生在 HCC 上頭兩年，
然後轉到一般大學繼續就讀，這樣子學
費可以省很多。例如，若是住在 HCC
校區範圍內的學生，在休士頓大學修一
門課的費用可以在HCC修6門課。如果
是HCC校區範圍之外，則可以修3門課
。

其次，優點還有課程多樣化(更多實
用課程的選擇)，如果想就業，可以選擇
職業訓練及專業技能課程，上課時間更
有彈性，且注重理論與實務的結合，這
些好處都讓不少人考慮進HCC就讀。

在師資部分，許多 HCC 的教授也
在其他大學教授，課程內容都一樣，教
學同樣的紮實，而花費卻更少。

要了解更多信息，請訪問 www.
hccs.edu。 或 致 電 713.718.2000、
713.718.2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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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記者蕭永群報導】疫情導致的
經濟不穩定﹐連帶地對租房也造成了波
及﹐疫情之下﹐若是打巧碰上了惡房客﹐
房東該如何是好﹖本台獨家邀請到資深
律師﹐來為民眾深度剖析﹒
疫情之下疫情之下﹐﹐租屋糾紛屢見不顯租屋糾紛屢見不顯﹐﹐民眾要留民眾要留
意救濟方案意救濟方案

休斯頓地區資深律師陳文表示﹐隨著新
冠疫情進展﹐租屋糾紛是最近的新常態﹐
因此建議民眾可以關注一下每個州是否
有針對新冠疫情的紓困方案﹐比如哈裏
斯郡近來通過的3000萬元紓困案﹐可以
讓清貧家庭申請﹐但她指出﹐整體而言德
州的法律還是比較保障地主的﹒

因此﹐陳文指出﹐疫情期間若是出現租屋
糾紛﹐最終還是要從「合約」來著手解決
問題﹐因為合約是統轄房東房客雙方義
務的正式文件﹐因此一旦出現糾紛﹐可以
從合約上來判定雙方是否有違約之嫌﹒
比如說﹐若是房客違約未付租金﹐房東可
能在合約賦予的情況下﹐能有權力進行
更換門鎖等動作﹒
此外﹐也要注意合約中有沒有「不可抗力
條款」﹐會針對無法預期的天災人禍﹐來
對責任歸屬進行化分﹒
陳文提醒﹐疫情之下房東與房客間最終
還是要本著一同解決問題的態度﹐才有
可能將問題好好解決﹒
案例一案例一﹕﹕房客哭窮房客哭窮﹐﹐不付房租仍繼續住不付房租仍繼續住﹐﹐
房東贏了官司卻無計可施房東贏了官司卻無計可施﹖﹖
針對長期積欠房租﹑卻又繼續賴著不走
的房客﹐陳文提醒﹐地主若是要申請「驅
逐令」﹐必須將證據先蒐集齊全﹐比如說
催繳房租的（書面）通知﹑房客未付房租
的證明﹑並且應要求房客提供近幾個月
沒有收入的證明﹐面對這樣的房客﹐比如
說﹐目前許多辦公樓因為疫情受到打擊﹐

付不出租金希望能跟房東協商﹐就必須
要提出收入受到影響的證據﹒陳文提醒
房東所有行動應該都要進行書面通知﹐
而非口頭告知﹐才會對雙方都有保障﹒
達拉斯資深律師Tracy Lin也指出﹐最近
遇到的一個案件就是﹐房客積欠了一年
的租金﹐許多付不出租金的房客往往都
是以沒錢付租金﹑家人生病作為藉口﹐並
指出會馬上付租金﹐因此法官就草草地
判房東勝訴﹑讓房客承諾會付租金﹐草草
解決﹒事實上﹐往往判決只是一張紙﹐結
束後房客仍然繼續積欠租金﹐房東也無
計可施﹒

驅逐令程序如何啟動驅逐令程序如何啟動﹖﹖
若是房東要向法院申請驅逐令﹐並不是
要找離居住地最近的法院﹐因為有些法
院並不受理驅逐案件﹒因此﹐必須要看
房子所在的郡中﹐有哪個法院是會受理
驅逐令申請的﹐可以透過打電話與法院
的人員確認﹒等確定好法院後﹐必須先
給房客一張搬空通知（vacate notice）﹐
要求在3天的時間內搬走﹐最好是親手
遞交或塞到住家門縫﹑並錄影存證﹒所
有事前工作完成後﹐之後才能去法院遞
交立案﹐啟動驅逐令程序﹐房客就會收到
傳票﹐在10到20天內必須出庭﹒
Tracy 分享﹐其實驅逐令的聽證會往往

很快速就結束﹐房東只要證明沒有收到
房租﹐就很容易會勝訴﹐但往往在這一來
一往的過程中就耗掉了一個多月﹐而收
到驅逐命令後﹐房客有5天可以打包走
人﹒若是更高端的惡房客﹐甚至會在判
決下來後﹐就申請上訴﹐加上美國法律系
統保障窮人也有打官司的權力﹐只要能
證明自己清貧﹐甚至可以不負擔保金就
進行上訴﹐如此一來又更加曠日耗時﹐房
客的目的就是能夠再免費住幾個月﹒
案例二案例二﹕﹕房客積欠房租卻直接搬走神隱房客積欠房租卻直接搬走神隱﹐﹐
該怎麼辦該怎麼辦﹖﹖

針對一些房租尚未付清﹐就提前搬走消
失的惡房客﹐陳文提醒﹐若是簽約時有留
下一些房客個資﹐可以聘請「私家偵探」
調查根據個人資料追蹤﹒Tracy則認為﹐
若是遇到這種情況﹐房東已經算幸運的
了﹐因為最常遇到的情況就是房客不付
房租又「免費住」﹑不願搬走﹒因此若是
預到欠款搬離的房客﹐房東最好不要繼
續再花精神與時間成本﹐而是要快點將
空房繼續租出去﹒
然而﹐房東與房客的糾紛類型百百種﹐若
要真正處理問題﹐還是必須諮詢律師﹐商
討最正確的應對方法﹐最終﹐房東能做的
就是確立合約細節﹑在簽約以前要掌握
租客的基本個人訊息﹑財務狀況﹐才能降
低遇到惡房客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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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人語

首都北京市政府 6 月
13 日公佈，市內發現新增
四宗新冠肺炎本土病例。

患者曾前往或在豐台區新發地批發市場工作，該市場及海淀區一
個農貿市場，合共四十六人，事後初步檢測到帶有新冠病毒，而
市內切割進口三文魚的砧板，亦帶有病毒。由於遼寧省同日新增
的無症狀患者與北京市有關，這意味北京市及內地，或會再出現
病毒跨省傳播。新聞一經公佈，分秒之內，舉世震驚！為的是中
招之地，竟然是泱泱大國的首都北京，人們又怎能不感到驚訝恐
懼？

北京新發地的病毒溯源，此刻還在進一步調查中。不過通過
全基因組測序，發現病毒是從歐洲方向來的，初步判定與輸入性
有關。但病毒到底怎麽來的，還無法確定。有可能是污染的海產
品或肉類，又或者進入市場的人通過分泌物傳播。北京市錄得的
多宗病例，全部人都有新發地批發市場活動史，初步判斷他們可
能接觸了市場受污染的環境或被感染人士，不排除之後出現後續
發病的可能性。

為此，北京市排查全市農貿批發市場及大型超市，採集五千
四百二十四份食品及外環境塗抹樣本，其中四十份新發地批發市
場樣本檢測到病毒。同時，新發地批發市場及海淀區一個農貿市
場，分別有四十五人及一人初步檢測到病毒，全部沒有臨床症狀
，而海淀區的個案，正是新發地批發市場確診病例的密切接觸者
。

新發地批發市場董事長張玉璽表示，市場一萬多名員工將接
受病毒檢測，又透露檢疫人員抽檢時，在切割進口三文魚的砧板
發現病毒，而貨源來自京深海鮮批發市場；涉及該批三文魚的九
名人員接受檢測後沒有驗出病毒，現正隔離。

除了新發地批發市場及京深海鮮批發市場，順鑫石門批發市
場、懷柔區萬星農副市場、平谷區東寺渠農副產品市場、朝陽區
松榆東里市場亦暫停營業。市場監管局展開食品安全大檢查，以
新鮮及冷凍禽畜肉類、水產及其製品為重點。

為確保市場供應，原本在新發地批發市場交易的蔬果，轉移
到五個指定區域。超市發、物美集團旗下超市，連夜下架三文魚

產品，超市發已與供應商做好緊急調貨準備，確保米麵
糧油和肉類的儲備；物美指商品全部來源於原產地直採
。

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領導小組昨天開會，衞健
委市委下令眾人必須反思，指出當地進入非常時期，已派出專家
組指導防控工作。會上指要對新發地批發市場封場休市，週邊地
區實施封閉式管理，進一步擴大排查範圍，並要全力保障市場供
應穩定。

北京市委書記蔡奇、市長陳吉寧前晚約談豐台區負責人，要
求深刻反思及認真整改。豐台區對新發地批發市場週邊十一個小
區封閉管理，附近三間小學及六間幼兒園原已復課的班級蜈馬上
停課。全市餐飲防控提升至二級應急響應的管控措施，進店用餐
需核實 「北京健康寶」的訊息，三個區四個街鄉鎮位列中風險地
區。

北京市原未復課的小學一至三年級也暫緩復課，同時暫停跨
省旅遊團及體育賽事。雍和宮昨天起閉宮，國家大劇院及天橋藝
術中心，亦暫停對外開放參觀。

遼寧省政府昨天公佈，該省新增兩名無症狀患者，均為北京
市前天通報的確診病例密切接觸者。大連市疾控中心則提醒民眾
，如非必要近期不要前往北京。

現在全世號的目光，皆注目在北京，會否爆發二波疫情？
先看看中國官方公佈，北京肺炎疫情出現反彈，在前日的三

十一小時裡，先後發現四十四宗新增確診病例，除一人的情況未
明之外，其餘病例已清晰來源，均與北京的 「新發地批發市場」
有關。官方強調，上述病例都是主動檢測排查時發現的；換言之
，官方對疫情總體是有所管轄及掌握的。

不過，人們總是擔心，官方的數字準確嗎？北京會否爆發第
二波疫情？

據目前可知的信息看，北京爆發第二波疫情的機會暫時不大
。因為今次疫情到現在為止，還沒有定量的概念，只是定性的概
念。若是第二波疫情真的到來，跟北京防控有很大的關係，像未
來確診人數增高幾天，然後被控制得住，這是頓挫型第二波疫情
，這種可能性很大，可以接受北京不會成為第二個武漢，其市內
病毒傳播至全國很多城市、甚至需要封城的機會為零。首先，武
漢和湖北在第一波疫情爆發時處理鬆散和遲緩，這個教訓可謂大

矣。如今，疫情雖然相對穩定下來，但仍處於緊張狀態。所以，
從中央到地方對預防疫情第二波爆發，應做了大量的防衛工作。

而且，官方正在處理當時湖北和武漢的領導人，相信將會法
律問責，這個警號仍在官場震盪。還有，官方已容許武漢居民循
法律程序向官方追究和索償。種種跡象顯示，北京高層希望疏導
民怨，把第一波疫情的責任鏈，局限在湖北和武漢方面；對於防
範第二波爆發的工作，相信也不敢怠慢。

其次，如今可能出現第二波的地方是京華重地，中央最強勁
的領導人習總是在這裡辦公和生活，衛生條件和防疫工作一般都
比其他地方好。此外，在中國生活還有一個特點，如果沒有預防
的事情，往往一發不可收拾；但如果事先有預防的話，一般會做
得很好。 2003年，北京繼廣東之後爆發 「沙士」，就是當時上
下領導均掉以輕心，還容許工作人員用救護車把病人從醫院載走
，藉以避開世界衛生組織人員追查。結果，防疫不成反播毒，當
年時任北京市市長孟學農，便要 「孭上大鑊」，引咎辭職。

今年年初在第一波疫情爆發的時候，因為中央高層不想影響
今年春節經濟，沒有立刻向國內及世界公佈，這才導致疫情蔓延
、禍及天下。如今，第一波肺炎疫情在中國剛過去不久，有關方
面應該仍然會小心翼翼，不敢造次。

還有，北京現任市委書記蔡奇，既是習近平識於微時的親信
，也是十分謹小慎微的官員。去年年初，他為了搞好北京市容和
衛生，不惜大拆 「非法居所」，清理 「低端人口」，趕走十多萬
生活於北京的外來人仕，弄得怨聲載道，官位已出現危機，幸有
習大大按棋不動，他才可以在天安門上漫步。如果今次再爆發第
二波疫情而沒有不可抗力的理由的話，蔡奇的烏紗帽也便危危乎
了。

當然，外界不希望中央官方這次又隱瞞疫情。不過從近月種
種跡像看來，世界各地對中國形勢金精火眼，這次應該不會再秘
而不宣，大家可以相對放心。

今天從北京市了解到，為了以警效尤，北京市豐台區副區長
周宇清、豐台區花鄉黨委書記王華、新發地農產品批發市場總經
理張月琳，被上級斷言他們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存在落實“四方
責任”不到位、“四早”要求不力、消殺工作不到位等問題。經
北京市委常委會研究，給予周宇清、王華免職處理，按照相關程
序辦理，責令有關單位免去張月琳新發地農產品批發市場總經理
職務。這總算是初步給民眾一個交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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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病毒中招 震驚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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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11年 歲月的何鴻燊 ( 下）

由上週6 月14 號週日開始，我便開
始撰寫賭王何鴻燊的晚年生涯，我原以
為首篇文字，便可以完成這個話題。那
知道書寫之下，感覺到紙短話長，故此
本週仍需繼續下筆，向諸位讀者再介紹
最後 11 年歲月的賭王的實況，故此今
期題目，依舊採取 「最後 11 年歲月的
何鴻燊」作文題，不過我需要加上 「下
」，這表示上期內容未完全說清講楚，
需要我再續前緣。

記得二0○九年 賭王在四姨太梁安
琪寓所中失足倒地一事，何氏代言人根

本沒有坦言賭王是什麼原因叫他如此大
意，倒地受傷，只是簡單地為此乃意外
。其實他當日是突然中風，才引發他的
腦部功能受損，需要立刻入院搶救。情
況就像賭王於二0○七年四月,八十五歲
的賭王與四太梁安琪到泰國旅行時時，
期間因為服食傷風藥引致便秘，當地醫
院護士長為他灌腸通便時，卻誤傷其腸
壁，結果引致肛門附近發炎生瘡，返港
後立即需要開刀放膿，留醫七日。期間
有雜誌指出他便秘六個月，需要入院查
驗是否有腸癌，甚至有人傳出他病危，
故賭王出院時，特別為此而召開記者會
來澄清 一下。因為直腸壁受傷而入院時
，一度被誤傳患癌，幸好不久賭王便已
精神奕奕地出院否認，還幽默道地講出
，這次患病的過程，大有死過番生的感
覺。

賭王何鴻燊從二○○九年七月到上
月五月廿六日長長 11 年的歲月中，，
因各種身體健康問題，需要有家居設有
護理團隊，及經常性地出入醫院治療及

在院中休養，醫療費用
耗資達十五億港元，單
是今年一月入住養和醫
院深切治療部至逝世短

短三個月內，醫藥費已花費三億港元！
簡直是天文數字，而全部支出，皆是由
何鴻燊個人自已支付。普天天下病者，
相信只有賭王一人，才會應付得來。相
熟的親友偶然談起，大家一致同意，賭
王能夠久延殘喘，是全仗花碌碌的現金
，把他支撐起來的。
為了賭王的健康著想，以及有更全面的
照顧，除了賭王入住的都是頂級的病房
外，即使返家休息，都有具備豐富專業
經驗、由至少七人，這當中必須包括有
護士及物理治療師等組成的護理隊伍，
廿四小時貼身照顧。何家高薪聘請的
ICU護士長。需要有五年以上的看護資
歷，當中更有是深切治療部的護士長，
除了有專業資歷外，家庭背景也是考慮
聘用的條件之一，如已婚或有子女最適
合。至於賭王休養的居所，也要配備相
關醫療設備，以配合平日護理工作，添
置設備花費至少二千萬港元。

在這段期間，賭王亦鮮有公開露面
，二○一四年十月，三太陳婉珍接受港

府頒授的銅紫荊星章，為了這個何家殊
榮，賭王千辛萬苦，偕同三太長女何超
雲出席恭賀。之後數年，賭王只間中在
子女的社交平台 「露面」一下而已。在
二0一八年六月，四太梁安琪接受內地
節目訪問，在節目內其女兒何超盈透露
父親的身體狀況，又在節目內播出賭王
練習行路的片段，片中的賭王精神奕奕
，更問四太： 「你啲仔女邊個結婚先？
」當時超盈曾指父親不願意走動，便以
練習自己出嫁行紅地氈為由，鼓勵他多
作走動。

二0一八年十一月，賭王九十七歲
生日，三太陳婉珍偕子女何猷啟、何超
雲及何超蓮到養和醫院預先為賭王慶生
，超蓮大爆賭王指定紅菜頭蛋糕；而四
太梁安琪及子女亦曾到醫院為他慶生，
兒子何猷君其後在微博上載全家福，架
著黑超的賭王與四太、猷君、八姑娘何
婉鴻等合照。至於賭王二0一九年的九
十八歲生日，其二三四房子孫均到醫院
為他祝壽，猷君則爆爸爸生日願望是繼
續 有孫可抱。

賭王何鴻燊生性幽默風趣，經常在
公開場合妙語連珠，無論在講述自己一
生、婚姻及子女等話題時， 殊多金句，

均為市民津津樂道。
二○二0年澳門賭權開放重發賭牌

時， 位列大熱門的賭王的澳門博彩股份
有限公司，獲發其中一個賭牌，何鴻燊
豪氣地表示： 「我一生人唔鍾意個 『輸
』字，喺賭場我唔會認第二，捨我之外
，誰人敢稱自己做一哥？」過去他曾一
再揶揄他的競爭對手， 「最有經驗係我
，邊個有本事淘汰我？」又稱自己 「冇
法子窮」， 「我開賭場等於自己開動機
器來印銀紙咁，日日夜夜印出銀紙來向
我進貢。」

何鴻燊一生享盡齊人之福，但曾大
呻： 「四個太太我都咁錫，齊人之福唔
易享，一到新年、生日，我就走到氣咳
，食到嘔凸，但都要照食！」談及自己
的養生之道，他笑指： 「我學蛇蟲一樣
，秋收冬藏，秋天同太太分房而睡，這
段期間，雙方一路都冇交易。」

二 0○八年，何鴻燊曾回應二房長
女何超瓊，他最倚重的骨肉，欲向前夫
許晉亨借種的傳聞，他直指， 「我一啲
都唔贊成！」二0○七年，他又曾公開
評論女兒樣貌： 「阿三太就個個女都靚
，阿四的細女（超欣）就靚到不得了！
事實是否如此，交由大家月旦便是。

（（休士頓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塔爾薩市市長拜納姆塔爾薩市市長拜納姆 (G. T. By(G. T. By--
num)num) 宣布週四至週六發生當地緊急狀態宣布週四至週六發生當地緊急狀態，，並為川普總統計劃並為川普總統計劃
在本週末舉行競選集會的賽場周圍設置宵禁在本週末舉行競選集會的賽場周圍設置宵禁。。根據他的行政命根據他的行政命
令令，，從晚上從晚上1010點開始在點開始在BOKBOK中心周圍實行宵禁至週六的凌晨中心周圍實行宵禁至週六的凌晨
66點點，，以及從周六的集會結束至以及從周六的集會結束至G.T.G.T.市長的凌晨市長的凌晨66點點。。 拜納姆拜納姆
列舉了動盪不安的原因列舉了動盪不安的原因。。上個月上個月，，全國各地因喬治全國各地因喬治••弗洛伊德弗洛伊德
（（George FloydGeorge Floyd））在明尼阿波利斯在明尼阿波利斯（（MinneapolisMinneapolis））逝世的抗議逝世的抗議
活動而動亂活動而動亂。“。“我從塔爾薩警察局和其他執法機構那裡收到的我從塔爾薩警察局和其他執法機構那裡收到的
信息表明信息表明，，來自有組織集團的個人在其他國家參與了破壞性和來自有組織集團的個人在其他國家參與了破壞性和
暴力行為暴力行為，，他們正計劃前往塔爾薩市他們正計劃前往塔爾薩市。。

儘管川普總統將那些在弗洛伊德死後與執法部門發生衝突儘管川普總統將那些在弗洛伊德死後與執法部門發生衝突
的人描述為有組織的的人描述為有組織的，，激進的左派暴徒從事家庭恐怖主義激進的左派暴徒從事家庭恐怖主義，，但但
美聯社的分析發現美聯社的分析發現，，絕大多數人是在最近在明尼阿波利斯和華絕大多數人是在最近在明尼阿波利斯和華
盛頓特區的抗議活動中被捕的盛頓特區的抗議活動中被捕的，， 是當地人是當地人。。星期四晚上開始星期四晚上開始
執行宵禁的警察說執行宵禁的警察說，，這意味著在星期六晚上集會在這意味著在星期六晚上集會在1919,,000000個座個座
位的競技場前在停車場和人行道上紮營的數十名川普支持者必位的競技場前在停車場和人行道上紮營的數十名川普支持者必
須在宵禁期間離開該地區或面臨可能的逮捕須在宵禁期間離開該地區或面臨可能的逮捕 。。

拜納姆的命令說拜納姆的命令說，，集會周圍地區預計將有集會周圍地區預計將有1010萬或更多的萬或更多的
人群人群。。川普的競選經理布拉德川普的競選經理布拉德••帕斯卡爾帕斯卡爾（（Brad ParscaleBrad Parscale））週週
五對福克斯新聞五對福克斯新聞（（Fox NewsFox News））表示表示，，那些無法進入中心的人預那些無法進入中心的人預

計將在總統可能出現的地方參加他所說的計將在總統可能出現的地方參加他所說的““節日節日”。”。他說他說：：
““成千上萬的人將能夠出席成千上萬的人將能夠出席，，我們將在總統可以講話的地方有我們將在總統可以講話的地方有
多個地方多個地方。”。”帕斯卡爾帕斯卡爾（（ParscaleParscale））表示表示，，他將在活動期間他將在活動期間““戴戴
口罩口罩”，”，共和黨州長凱文共和黨州長凱文••斯蒂特斯蒂特（（Kevin StittKevin Stitt））表示會安全表示會安全
。。 川普競選活動週四表示川普競選活動週四表示，，它它““非常重視安全非常重視安全”，”，並指出組並指出組
織者正在為所有與會者提供口罩織者正在為所有與會者提供口罩，，洗手液並進行體溫檢查洗手液並進行體溫檢查。。俄俄
克拉荷馬州最高法院預計將在周五作出裁決克拉荷馬州最高法院預計將在周五作出裁決，，要求場館內所有要求場館內所有
人保持至少六英尺的距離人保持至少六英尺的距離，，並戴上口罩並戴上口罩。。

隨著集會的積極進行隨著集會的積極進行，，冠狀病毒特別工作組的主要成員警冠狀病毒特別工作組的主要成員警
告白宮官員舉行大規模室內運動集會的健康風險告白宮官員舉行大規模室內運動集會的健康風險，，並建議不要並建議不要
舉行群眾集會舉行群眾集會。。全國最大的傳染病專家福西全國最大的傳染病專家福西（（Anthony FauciAnthony Fauci））
博士和工作隊響應協調員伯克斯博士和工作隊響應協調員伯克斯（（Deborah BirxDeborah Birx））博士在上週博士在上週
內部內部表達了對在塔爾薩一個封閉的區域內舉行多達內部內部表達了對在塔爾薩一個封閉的區域內舉行多達1919,,000000
人集會的安全性的擔憂人集會的安全性的擔憂。。 川普總統在集會上威脅川普總統在集會上威脅““任何抗議任何抗議
者者”：”：塔爾薩與自由城市相比是一個塔爾薩與自由城市相比是一個““不同場面不同場面””;; 川普週五川普週五
在推特上寫道在推特上寫道：“：“任何要去俄克拉荷馬州的示威者任何要去俄克拉荷馬州的示威者，，無政府主無政府主
義者義者，，煽動者煽動者，，掠奪者或卑鄙的人掠奪者或卑鄙的人，，請理解請理解，，不會像去過紐約不會像去過紐約
，，西雅圖或明尼阿波利斯那樣受到對待西雅圖或明尼阿波利斯那樣受到對待。”。” ““這將是一個截這將是一個截
然不同的場景然不同的場景！”！”

面對川普連任競選集會塔爾薩市長如臨大敵在週末設置宵禁
傳染病專家福西和伯克斯博士警告川普不要舉行塔爾薩集會

重新開放後重新開放後 佛羅里達州佛羅里達州 德州德州 亞利桑那州亞利桑那州 的新感染量創新高的新感染量創新高
德州州長德州州長AbbottAbbott表示德州案件激增但醫院的能力仍然充裕表示德州案件激增但醫院的能力仍然充裕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6月17日德州，亞利桑那州和佛羅
里達州都在周二報告了新的冠狀病毒病例的每日最高增幅。佛羅
里達州官員報告了2783例新病例，德州為2622例新病例，亞利
桑那州為2392例。 這三個州的社會疏散法規放寬了數週之久，
大多數企業已被允許重新營業。 隨著美國大部分地區的重新開
放，至少有21個州在過去兩週內發現了新病例的比率上升。同

時，川普一直在推動誤導性說法，即感染在增加，原因是還有更
多的測試，甚至在周一沒有證據的情況下聲稱：“如果我們現在
停止測試，則只有極少數病例。”

川普總統準備在本週末在俄克拉荷馬州舉行大規模連任競選
集會，有20,000名與會者在室內競技場舉行，儘管當地官員和衛
生專業人員表示歡迎，該事件可能很快導致該州再次爆發新病例

。 6月第二週，俄克拉荷馬州的感染率上升了68％。 “我非常
擔心冠狀病毒病例激增，” 塔爾薩 (Tulsa) 衛生部執行主任布魯
斯•達特（Bruce Dart）告訴《塔爾薩世界》。 “我認為連任競
選集會將對我們的社區構成危險，這將是現實。 ” 隨著案件激
增，包括猶他州和俄勒岡州州長在內的其他國家領導人也推遲了
自己的重新開放努力。

但在佛羅里達州，州長羅恩•德桑蒂斯（Ron DeSantis）說
，儘管案件激增，他仍未考慮再次停工。據《邁阿密先驅報》報
導，德桑蒂斯在新聞發布會上說：“我們不會退縮。我們採取緩
解措施的原因是為了保護醫院系統。壓制許多工作年齡的人，我
認為效果不是很好。”

在亞利桑那州，一些衛生官員已經報告稱，由于冠狀病毒病
例激增，醫院的重症監護能力受到了壓力，儘管州長道夫•杜西
（Doug Ducey）表示擔心的是“錯誤信息”。德州州長 Greg
Abbott（R）表示，儘管德州案件激增，但醫院的接待能力仍然
“充裕”。他星期二說：“德州人保護自己的健康越多，我們的
州就越安全，我們就越有能力開展業務。”

亞利桑那州擔心因重新開放後最近新感染病例急劇增加亞利桑那州擔心因重新開放後最近新感染病例急劇增加。。

面對川普這個星期六連任競選集會面對川普這個星期六連任競選集會，，塔爾薩拜納姆市長塔爾薩拜納姆市長 (G. T.(G. T.
Bynum)Bynum) 如臨大敵在週末設置宵禁如臨大敵在週末設置宵禁。。

德克薩斯州的休斯頓市的感染病例增加德克薩斯州的休斯頓市的感染病例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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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蔡偉總領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蔡偉總領
事參訪德州天后廟事參訪德州天后廟

鎮琰鎮琰,,許振城許振城,,梁偉雄梁偉雄,,天后廟翁作華會長天后廟翁作華會長,,周滿洪理事長周滿洪理事長,,江鎮煖江鎮煖,,黎黎
國威國威,,陳作堅等與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蔡偉總領事廟前合影陳作堅等與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蔡偉總領事廟前合影

張鎮琰張鎮琰,,許振城許振城,,梁偉雄梁偉雄,,天后廟翁作華會長天后廟翁作華會長,,周滿洪周滿洪
理事長理事長,,江鎮煖江鎮煖,,黎國威黎國威,,陳作堅等牌樓前熱烈歡迎陳作堅等牌樓前熱烈歡迎
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蔡偉總領事參訪德州天后廟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蔡偉總領事參訪德州天后廟

天后廟翁作華會長與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蔡天后廟翁作華會長與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蔡
偉總領事最近要擴建就等市府批準偉總領事最近要擴建就等市府批準

天后廟許振城秘書長解說天后廟擴建計畫天后廟許振城秘書長解說天后廟擴建計畫蔡偉總領事蔡偉總領事,,僑務組葛明東處長僑務組葛明東處長,,吳曄領事與張鎮吳曄領事與張鎮
琰琰,,許振城許振城,,梁偉雄梁偉雄,,天后廟翁作華會長天后廟翁作華會長,,周滿洪理周滿洪理
事長事長,,江鎮煖江鎮煖,,黎國威黎國威,,陳作堅等在呂祖先師前互動陳作堅等在呂祖先師前互動

蔡偉總領事蔡偉總領事,,僑務組葛明東處長僑務組葛明東處長,,吳曄領事一行吳曄領事一行
參觀清松觀參觀清松觀

天后廟許振城秘書長解說天后廟歷史天后廟許振城秘書長解說天后廟歷史 天后廟翁作華會長天后廟翁作華會長,,周滿洪理事長講述天后廟周滿洪理事長講述天后廟
貢奉諸神貢奉諸神,,蔡偉總領事蔡偉總領事,,僑務組葛明東處長僑務組葛明東處長,,吳吳

曄領事觀賞曄領事觀賞

天后廟周滿洪理事長介紹天后娘娘給蔡偉總領事天后廟周滿洪理事長介紹天后娘娘給蔡偉總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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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代汽車幫助其美國經銷商遵
循相關準則

• 現代汽車經銷商提供網路交易
和遠程服務

（本報記者黄梅子）因應 COV-
ID-19大流行，北美現代汽車為其經銷
商提供了潔淨保固準則，以幫助維護其
客戶健康。隨著全國各地的重新開放，
客戶可以預期現代汽車經銷商遵循當地
的州立，縣立，以及市立準則，其中包
含在經銷商保持社交隔離和實行清潔措
施。大部分的現代汽車經銷商現在也提
供網路交易以及遠程服務，以最大程度
減少互動接觸。

這項決策是由北美現代汽車的首席
客戶官 Barry Ratzlaff、公共衛生官員，

以及位於南韓的現代汽車總部一同制定
。

Ratzlaff表示： 「現代保固建立在全
美最佳保固計畫的基礎上，代表了指導
我們所做一切的原則。我們希望客戶和
車主知道我們正在加強我們的承諾，以
便在這個前所未有的銷售和服務環境中
優先考慮他們的健康。這是我們與經銷
商的共同努力，目的在於開發培訓資料
、指南，以及網路和遠程服務。」

現代汽車製作了一部有關期銷售和
服務健康計畫的摘要影片，在現代汽車
網站和社交媒體頻道上與大眾分享。
現代汽車潔淨保固的服務範圍包含：

• 清 潔 協 定 ： 現 代 汽 車 與
Bioesque Solutions 合作，為有興趣的經
銷商提供用於建築設施和汽車的消毒清
潔劑，並制定了擴大清潔和消毒流程的
全面性流程。

• 社交隔離措施：現代經銷商遵
循其州立、縣立，以及市立衛生官員建

議的準則，包含社交隔離以及在經銷商
和修車廠內管理員工和客戶的人潮流動
。

• 經銷商培訓：現代汽車為經銷
商製作了培訓資料，並針對員工認聘、
服務運營、客戶溝通、社交隔離指南，
以及清潔與消毒程序提出了建議。

現代汽車的客戶和車主還可以利用
多種網路和遠程服務：

• 線上銷售：利用買家保固和點
擊購買，大多數的現代經銷商網站上皆
提供網上銷售，允許買家選擇車輛、計
算付款、申請信貸、以舊換新，以及在
線上完成文書工作。客戶也可以在參與
的經銷商安排靈活單人試駕；經銷商可
以將車輛帶到客戶住宅進行評估。

• 送車上門：絕大部分的參與現

代經銷商會依照當地的特許經營法令，
將新車直接送貨到客戶住宅。

• 到府服務：現代車主可讓經銷
商到府，將車輛帶回修理廠維修，並在
結束後帶回車主住宅。

現代汽車鼓勵客戶與當地的現代經
銷商聯繫，以獲取有關各個經銷商健康
措施的更多詳情。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南達科他州的
SAB 生物治療公司（SAB Biotherapeutics) 預計將
於下個月開始對源自牛血漿的Covid-19抗體進
行人體治療試驗。

但是，這些不是普通的母牛。科學家對牛
進行了基因改造，使其具有屬於人類的免疫系
統， 這樣，母牛就產生了針對Covid-19的抗人
類疾病的人類抗體，然後將其轉變為中和病毒
的藥物。

SAB 首席執行官埃迪·沙利文（Eddie Sulli-
van）在給CNN的一份聲明中說：“這些動物正
在產生中和抗體，它們可以在實驗室殺死新型
冠狀病毒。” “隨著我們在監管過程中向前邁
進，我們渴望推進診所，希望將這種潛在的
COVID-19中和抗體治療劑帶給需要解決方案的
患者。”

該公司沒有透露將在臨床試驗中研究多少

人，或者需要花費多長
時間。

為了生產這種藥物
，SAB從一頭牛的皮膚
細胞中提取了產生牛抗
體的基因，然後插入了
一種基因工程化的人類
染色體來產生人抗體。

他們將這些細胞中
的DNA放入牛受精卵中
，然後將其變成胚胎
， 他們再將該胚胎植
入牛子宮中開始妊娠。
他們在過去的二十年中
，已經生產了數百頭基

因相同的牛，所有牛都具有部分人類免疫系統
。

然後，科學家向一些母牛接種了導致Cov-
id-19病毒的非感染性部分。母牛現在正在產生
抗冠狀病毒的人類抗體，這些抗體自然可以抵
抗冠狀病毒。

SAB生產了數百劑藥物SAB-185，用於其臨
床試驗。該公司尚未宣布是否將研究該藥物作
為Covid-19的預防或治療藥物，或兩者兼而有
之。

這種藥物的原理很老。一個多世紀以來，
醫生為患有傳染病的患者提供了已經康複並產
生抗病毒抗體的患者的血液製品。這種稱為恢
複期血漿的治療方法今天仍在用於治療Covid。

與人類血漿供體相比，母牛具有數個優勢
。 SAB說，其中之一是奶牛自然比人類具有更

強的免疫反應，而
反複注射冠狀病毒
會使這種反應更加
強烈。第二，奶牛
很大，血漿更多。
第叁，他們每月可
以給予血漿 3 次，
而不是像人類一樣
每月給予一次。

根據 SAB 的說
法，他們用牛血漿
製成的藥物中和抗
體的水平是他們研
究的人類樣品中最
有效的抗體的四倍
。該公司在匹茲堡
大學進行的這項研
究已在公司的新聞
稿中分享，尚未發表或經過同行評審。

上週，另一家公司再生元藥劑公司（Re-
generon Pharmaceuticals）宣布已開始使用源自
小鼠的藥物進行人體試驗。

再生元總裁喬治·揚科普洛斯）George
Yancopoulos）博士說：“我們從字面上講是進
行了人類基因化的小鼠。” “我們將人類免疫
系統的基因引入小鼠體內，以使這些小鼠幾乎
完全具有人類免疫系統。”

再生元正在研究該藥物是否會預防或治療
冠狀病毒。

揚科普洛斯博士在五月份告訴CNN：“我
們希望到夏天結束時，我們能夠為需要預防和

治療的患者提供數十萬劑。”
轉基因小鼠顯然並不大。科學家從小鼠中

提取出最強大的人類抗體，然後克隆它們，理
論上數量不限。

該公司還在研究Covid-19人類倖存者的抗
體。

公司發言人亞曆山德拉·鮑伊（Alexandra
Bowie）說：“我們從這些'魔術小鼠'以及人類
倖存者中提取出完全人源的抗體，以最大化我
們的抗體庫，並確保我們為Covid-19藥物選擇
最佳的治療性抗體。”

(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

SABSAB生物治療公司從下月開始對源自生物治療公司從下月開始對源自
牛血漿的牛血漿的Covid-Covid-1919抗體進行人體治療試驗抗體進行人體治療試驗

休城畫頁



BB66醫生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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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日       2020年6月21日       Sunday, June 21, 2020

JY家庭全科及急症

高 血 壓

糖 尿 病

高 血 脂

常見皮膚病

皮膚活檢

婦 科 病

兒 科 病

老年癡呆

骨質疏鬆

憂 鬱 症

感 冒

咽喉痛

鼻竇炎

腹 瀉

尿 路 炎

關節注射

動物抓咬傷

清創縫合

角膜異物清除

地址:6609 W Sam Houston PKWY S STE 98 Houston, TX 77072 (位於8號公路及百利大道東北角及Shell加油站旁廣場)

Tel:(832)433-7159

本診所自2014年起
週一、二、三、五、六： 8:30am - 5pm
週四、週日 公休 

顧瑛 醫學博士
美國家庭醫學會資格認可醫師
美國老年醫學會資歷任可醫師

主 治 急 症
體檢特價  體檢+化驗:$125
①+女科婦科、宮頸膜片+$45
②+男性前列腺表面抗原+$20

移 民 體 檢

D03FA_JY顧瑛567B_8

美南新聞網站



BB77醫生專頁
星期日       2020年6月21日       Sunday, June 21, 2020

美國醫師助理認證委
員會執照認可
精通國,台,英語

服務項目：
◎皮膚病治療   ◎關節痛治療
◎身體年檢      ◎各種極慢性病治療
◎癌症防治
◎推出減價移民體檢
◎到家診治行動不便患者

接受：
medicare, medicaid, 
molina, ambetter,  
community health choice 
等大多數醫療保險。

吳沛桓
醫生助理

西南紀念家庭全科 皮膚
疾病



廣 告 BB88星期日       2020年6月21日       Sunday, June 21, 2020

美南新聞
休斯頓地區
最大華人媒體

報紙 電視 廣告 黃頁

微信公眾號

美南電視15.3

美南日報

休斯頓黃頁 分類廣告

請添加二維碼

疫情期間不打烊／為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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