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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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toile Academy Charter SchoolEtoile Academy Charter School
特許學校兼具公私立學校的優點特許學校兼具公私立學校的優點
免費就讀免費就讀﹑﹑課程靈活課程靈活﹑﹑教學品質高教學品質高
學生的閱讀能力比鄰近的學校高出學生的閱讀能力比鄰近的學校高出 2020%%
目前招收五年級學生目前招收五年級學生
電話電話::713713--265265--86578657
地址地址:: 66486648 Hornwood Drive, Houston TXHornwood Drive, Houston TX 7707477074
www.etoileacademy.orgwww.etoileacadem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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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休斯敦報導) 在美國的華人朋
友，最關心的議題主要就是身份、求職
、買房、和子女教育。為了幫助大休斯
敦地區的華人家庭選擇適合自己孩子的
學校（K-12），北京大學休斯敦校友
會特別邀請了三位校長（分別為公立、
私立、和特許學校校長）為大家講解公
立、私立、和特許學校的特點和優劣，
讓父母們更了解美國的教育，主講嘉賓
均經驗豐富，對學校教育深具了解與洞
察。講座時間在7月7日星期二晚間7點
到 8 點，Zoom 線上進行，方便所有的
家長，歡迎參加。

講座的主持人是美金榜教育集團創
始人之一的何甌，主講嘉賓分別是Mr.
Daniel Woods (Northland Christian
School 前校長)、Ms. Kayleigh Colombe-
ro( Etoile Academy Charter School 校長)
、Dr. Patrick Huff ( Klein High School 前
校長)。

主持人：
何甌，美金榜教育集團 (https://to-

thetopeducation.com)
何甌（Michelle He）是美金榜教育

集團(To The Top Education Group)的聯
合創始人兼首席學術官，該公司是一家
招生諮詢公司，總部位於休斯敦，致力
於幫助中國學生在美國高中和大學學習

。 她 也 是 休 斯 敦 的 Etoile Academy
Charter School的董事會成員兼財務主管
。

Michelle 曾在 HP Finance 工作了 15
年，在那裡為 PC 組和 Servers 組提供了
支持。 Michelle在與銷售、研發、營銷

和業務開發主管合作方面擁有豐富的經
驗，深具創造力和熱情，使她與合作夥
伴建立了許多長期關係。

Michelle 來自四川，北京大學國際
政治專業。擁有紐約州立大學（SUNY
）的工商管理學士學位、和舊金山州立

大學的 MBA
學 位 。 她 是
Tomball 商會
的 活 躍 成 員
， 並 且 是 一
位 出 色 的
Toastmaster
。 她 於
2016-2017年
擔 任 中 國 旅
美 專 家 協 會
理 事 長 ， 現
為 北 京 大 學
休 斯 敦 校 友
會理事。
主講嘉賓:
丹尼爾•伍

茲 （Daniel
Woods） 從

事專業教育已有35年，目前主管德州休
斯敦的Northland Christian School國際計
劃。他曾在內布拉斯加州的公立學校和
私立基督教學校任職，擔任教師、校長
和院長。在任職北地基督教學校的校長
期間，他擔任了六年的校長，創立並製
定了一項重要的國際學生課程。最近，
他於2019年3月在中國大連創立並啟動
了聯合文憑課程。

伍茲先生在多恩學院（內布拉斯加
州）獲得生物學學士，韋恩州立大學獲
得教育領導碩士學位，並從內布拉斯加
大學獲得了學校管理教育特殊學位
（Ed. S.）。

Kayleigh Colombero 是ÉtoileAcade-
my Charter School 特許學校的校長，她
是2016年Building Excellent Schools Fel-
lowship的成員，是關於創建特許學校和
領導力、為期一年的全面培訓計劃。

Kayleigh 幼年在坎坷的環境中長大
，在上大學之前曾面臨許多人生的挑戰
。幸運的是，凱莉（Kayleigh）有幾個
導師，使她在面對各種逆境時成功克服
難關。她曾贏得名校史密斯學院的獎學
金，是一所精英私立大學。凱莉曾在中

學和高中擔任教師、教練、部門主管、
團隊負責人、以及青少年發展非營利組
織的執行董事，擁有有八年的教育經驗
，對教育深具熱忱。

帕特里克•霍夫（Patrick Huff）是
已退休的資深教育家，有34年教育領域
的經驗，曾擔任中學和高中校長。在退
休 前 ， 他 曾 任 克 萊 高 中 (Klein High
School)校長。他擁有德克薩斯基督教大
學的學士學位、薩姆•休斯敦州立大學
碩士學位、和 Prairie View A＆M Uni-
versity的教育領導博士學位。

目前，他在聖托馬斯大學擔任兼職
教授。

主辦單位：北京大學休斯敦校友會
講座主題：選擇適合自己孩子的小

學和中學
日期：2020 年 7 月 7 日，星期二。

時間：7 – 8pm, CDT。
地点：Join Zoom Meeting。Meeting ID:
812 3102 7099。Password: 862722。
註冊：因座位有限，請參與者提前註冊
： https://forms.gle/Ed-
VSL1CnYxG2k96n6。

北大休斯敦校友會北大休斯敦校友會77//77舉行線上教育講座舉行線上教育講座
主題主題:: 「「選擇適合自己孩子的學校選擇適合自己孩子的學校」」

講座主持人何甌講座主持人何甌（（Michelle HeMichelle He））是是
美金榜教育集團的聯合創始人美金榜教育集團的聯合創始人

（（Patrick HuffPatrick Huff））有有3434年教育領域年教育領域
的經驗的經驗，，曾擔任中學和高中校長曾擔任中學和高中校長

Kayleigh ColomberoKayleigh Colombero是是ÉÉtoileAcademytoileAcademy
Charter SchoolCharter School特許學校的校長特許學校的校長

Daniel WoodsDaniel Woods從事專業教育從事專業教育
已有已有3535年年

77月月77日星期二晚間的講座主題日星期二晚間的講座主題：：選擇適合自己孩子的小學和中學選擇適合自己孩子的小學和中學

德州單日確診破8000﹗哈裏斯郡口罩令延期至八月底

難以置信﹗阿拉巴馬學生開「新冠趴」

【美南新聞記者蕭永群報導】德州昨日單日
的新冠確診人數直逼8000人大關﹐破疫情
至今的新高﹐面對難以控制的疫情﹐哈裏斯
郡長伊達戈爾將口罩令延長至8月26日﹒

根據這項口罩命令﹐所有販售商品
或服務的企業﹐都務必要求所有員
工和顧客﹐在會他人進行近距離接
觸的範圍內﹐都必須配戴口罩﹒除

此之外﹐目前
郡 長 伊 達 戈
爾﹐因為辦公
室 中 驚 傳 職
員確診﹐也宣
布 已 經 去 進
行檢測﹐並要
自行進行居家隔離﹐
直到 7 月 6 日﹒她昨
日在臉書上發文﹐表
示檢測結果為陰性﹒

休斯頓市長寫休斯頓市長寫
給州長的公開給州長的公開
信信
休斯頓市長特
納 （Sylvester
Turner）於 6 月
30 日致信德州
州 長 艾 伯 特
（Greg Abbott）﹐
並在信中說道﹐
休斯頓市面臨

嚴重的醫院容納問題﹐需要州政府或地方
政府的權限﹐來制定某些公共衛生安全措
施﹒特納說﹐休斯頓的需求很不一樣﹐他需
要州政府的幫助﹐以「挽救生命﹐維持我們

的醫院體系﹐並通過制定適當的安全措施
來支持您重新開放經濟的努力﹒」特納指出
﹐重新實行居家令是「最後的手段」﹒
特納希望州政府能頒佈以下命令特納希望州政府能頒佈以下命令﹕﹕
1. 強制戴口罩（不只是企業﹐一般個人在聚
會或外出時也需要）
2. 取消 100 人以上聚會的例外情況﹐人數
也應減少至50人﹑甚至10人
3. 與酒吧分開監管的「BYOB」或「紳士」
俱樂部等場所﹐應受到與酒吧相同的規範
一併關閉
4. 禁止解僱待在家隔離等待測試結果的員
工
5. 保齡球館和體育館的運營率降低為
25％

【美南新聞記者蕭永群報導】新冠肺炎延燒
各地﹐正當美國人逐漸開始意識到口罩重

要性時﹐美國阿拉巴馬州的大學生﹐卻驚傳
集體開「新冠肺炎趴」﹐刻意邀請確診者參
與﹐比賽誰先染疫﹐第一名甚至還能獲得獎
金﹐當地議員與消防局長也證實此事﹐荒誕
行徑舉國譁然﹒
據悉﹐活動舉辦人邀請確診者當嘉賓﹐並號
召當地許多學生參與﹐參加者必須先繳納
一筆保證金﹐接著若是最快染上新冠者﹐就
可以將這筆錢全部拿走﹒
市議會議員索尼婭·麥金斯特裏（Sonya
McKinstry）接 受 美 國 有 線 電 視 新 聞 網

（CNN）訪問表示﹐這些聚會發生於當地塔
斯卡盧薩（Tascaloosa）地區﹐她表示﹕「起初
我們以為是謠言﹒我們做了一些調查﹐不
僅醫學辦公室證實了這一點﹐而且州政府
也證實了這項消息﹒」塔斯卡羅薩消防局長
史密斯（Randy Smith）也在會議中報告此
事﹐聲稱此行為已嚴重危害市民安全﹐還有
學生真的染疫了﹒市議會隨後強制市民前
往公眾場合時必須配戴口罩﹒而如今美國
因新冠肺炎死傷慘重﹐民眾無不叫苦連天﹐
這些大學生未經深思的行為﹐無疑對美國

防疫投下了震撼彈﹒
目前﹐還不清楚這些學生是哪所學校來的﹐
但是塔斯卡盧薩（Tuscaloosa）是阿拉巴馬
大學﹑和其他幾所大學的所在地﹒麥金斯
特裏表示﹕「這讓我很生氣﹒」「我對於如此
嚴重和致命的事情﹐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
事實感到憤怒﹒這不僅不負責任﹐而且可
以感染該病毒﹐然後將它帶回家傳染給父
母或祖父母﹒」

川普表態挺新一輪紓困案﹐金額或許比第一次高
【美南新聞記者蕭永群報導】疫情發展至今
﹐許多人都關注的話題就是下一輪紓困的
可能性﹐如今﹐二輪紓困很可能會發生﹒川
普總統於本月1日表示﹐會支持政府向個
人發放新一輪紓困﹐以幫助民眾度過冠狀
病毒大流行﹐但強調「必須正確進行」﹒
川普還表示﹐他希望支付金額能大於年初
發放的1200美元﹐但數字是說少他並沒透

露﹒不過﹐川普顯然不想持續提高失業救
濟金﹐川普抱怨每週 600 美元的聯邦補助
金讓人們無心回歸工作崗位﹐也就是每週
600 美元的聯邦補助金﹒600 美元的聯邦
失業救濟金將在7月底結束﹐議員們正在
思考是否將補助期限延長﹒共和黨員大多
表態反對﹐認為這樣一來﹐有些失業者領的
補助金﹐還比他們工作時要多﹒

川普在接受福斯電視台採訪時表示﹕「我們
希望創造一個很大的工作誘因﹒因此﹐我
們正在為此而努力﹐我相信我們都會團結
在一起﹒」總統還表示﹐他希望簡化二輪紓
困的發放過程﹐以防出現像第一輪的網站
故障﹕「我希望能帶給人們更多的錢﹐讓他
們可以消費﹒我希望這筆錢能以一種不復
雜的方式迅速到達民眾手裡﹒」

議院多數派領導人米奇·麥康奈爾(Mitch
McConnell) 曾在 5 月底指出﹐國會將在大
約一個月內決定﹐是否要發行「最後」的冠
狀病毒救助方案﹒並指出﹐下一輪的救濟
方案也會是最後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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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人語

中國在上周周二6 月23 號
，成功發射北斗三號最後一
顆衞星上天，這意味着北斗

完成全球組網，可向全球用戶提供全天時、全天候、高精度的全球
定位導航服務，北斗在此時完成組網，最重要的意義在於避免給美
國在軍事上、高科技、外交上卡脖子，不再受制於人。

目前共有四個全球衞星導航系統，分別是中國的北斗、美國的
GPS、俄羅斯的GLONASS和今年亦會完成組網的歐洲GALILEO。
美俄的全球衞星導航系統資格最老，其中美國的GPS更已在全球廣
泛應用，令GPS恍如全球衞星導航系統代名詞。北斗三號完成組網
後，其優勢在於衞星數量最多，共有三十五個，較其他系統多出五
至十一顆，其挑戰則在於精準度和全球滲透率還有待提升。

外界對全球導航系統並不陌生，因其在商業上廣泛應用，幾乎
所有手機及汽車都會裝有至少一個導航系統，而其在通訊、運輸、
航海、金融、電力、氣象、農業、拯救上都具有重要作用，是現代
經濟不可或缺的基礎設施。

世界上各大國對全球導航系統最重視的價值，則在於軍事用途
。美國在一九九〇年波斯灣戰爭中，利用全球導航系統發射武器，
打擊率極度精準，在短時間內,全面摧毁了伊拉克防禦，令中國及歐
盟都驚覺導航系統,是 今後兵家必爭之地。美國現時所有武器，除了
子彈外，都配有GPS導航系統，導航系統成為所有重要武器的基礎
。其他國家開發先進武器，就必須依賴導航系統，但若在戰爭時給
美俄封鎖使用其導航系統，就等於不戰而敗，因此從國家安全角度
看，必須擁有自己的全球導航系統才能知己知彼 ，百戰不殆。

中國為免受制於美俄，過去廿多年縱然花上百億美元計的金錢
，亦要開發自己的北斗衞星導航系統，在中美關係近年日益緊張下
，中國更加快了北斗的進程，今次是提早半年完成北斗三號的組網
，意義非比尋常。此因為能戰方能止戰，在美國總統特朗普可能對
中國發動新冷戰下，北斗三號完成布局，強化中國在亞太以至全球
軍事上的攻擊與防禦能力，無懼美國突然卡脖子禁用GPS，有助遏

制美國用軍事挑釁中國的意圖。今後不再受制於人 ，免被卡脖子了
。

北斗三號在經濟及外交上，亦起重大作用，幫助北京力抗美國
遏制。美國一直希望在經濟方面重挫中國，尤其要扼殺中國高科技
發展，因此不擇手段逼害中國高科技公司，如5G領頭羊的華為。北
斗導航系統不但有助提升中國運輸、金融、能源、農業等傳統行業
的生產力，更是中國高科技行業的重要推手。

去年全球導航系統的產值為一千七百億美元，預計十年後將成
長至三千七百億，雖然廣泛利用全球導航系統的手機，銷售已飽和
，但無人駕駛、穿戴裝置、智慧城市正高速發展，都必須有全球導
航系統的支援。中國若沒有自己的北斗，就很可能沒有高科技的未
來，美國可以對華為卡脖子，禁止華為使用美國芯片、手機軟件，
幾乎令華為斷氣，未來亦可以禁止中國公司使用GPS，對中國科企
實施鎖喉，惟有北斗才可使他們免除後患。與GPS分庭抗禮戰略意
義大

除此，北斗還可免中國外交被美國跪頸鎖喉，可助中國突破美
國圍堵。北京正利用北斗導航系統推動一帶一路戰略，中國為一帶
一路國家籌劃各種基建，都會利用北斗導航系統，提升這些國家在
運輸基建、通訊設備、土地規劃、農業發展、港口管理等的管理效
能和效益，亦令北斗成功打入逾一百個國家或地區，在東南亞和中
東的使用最為廣泛。

北斗系統可以全面取代美國GPS，其實惠互利有助中國與這些
國家鞏固盟友關係，及參與一帶一路國家的基建，因可消除遭美國
封鎖GPS服務的威脅。

總的來說，北斗不止是一個全球導航系統，更是中國對抗美國
的神器。有了北斗我們底氣更足，歷經廿六年的艱辛建設，我國北
斗衛星全球導航系統終於大功告成。這一“國之重器”未來將在我
國諸多領域發揮重要作用，並為全球民眾提供更多便利。

數十年前，中國想加入歐洲主導的伽利略導航系統，被人家奚
落、排擠；美國開放給自己和盟友使用的 GPS，與給中國使用的
GPS，精度不一樣，對我們搞差別對待。於是，中國人咬咬牙，自
力更生，開始建立自己的北斗導航系統。

中國北斗按照“三步走”戰略，先有源後無源，先區域後全球

，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的衛星導航系統建設道路：在二○○○年建
成北斗一號系統，向中國提供服務；二○一二年建成北斗二號系統
，向亞太地區提供服務；二○二○年建成北斗三號系統，向全球提
供服務。

北斗全球導航系統建成，具有劃時代的意義。首先，標誌着我
國衛星導航從無到有，從覆蓋本國到服務全球。目前，我國採用北
斗兼容芯片的終端產品社會總保有量已超過七億台（套）；全世界
一半以上的國家已開始使用北斗系統。

其次，有助提升全球衛星導航服務。目前，能夠提供全球衛星
導航服務的只有美國GPS，歐洲的伽利略和俄羅斯的格洛納斯只能
提供區域服務。不久的將來，北斗將向全球提供服務，無疑將為全
球消費者提供一個更佳的選擇。這將推動美國提升其GPS精度，否
則，就沒有人用它了。

與美國GPS、俄羅斯格洛納斯、歐洲伽利略等導航系統均以單
一軌道衛星部署星座不同，中國北斗採用三種軌道衛星組成混合導
航星座。高軌衛星更多，抗遮擋能力更強，尤其在低緯度地區，性
能優勢更為明顯。

短報文通信是北斗的“獨門秘笈”。如果在海上沒有手機信號
，或是災害發生時通信受阻，就可以通過北斗終端發送短報文。中
國已有七萬多艘漁船和執法船安裝了北斗終端，目前已累計救助一
萬多人。現時，許多漁民“一拜媽祖，二拜北斗”，反映了他們對
北斗系統的信賴。

再者，有助推動我國創新產業發展。未來，北斗導航再結合5G
技術、人工智能技術，自動駕駛、無人機送貨，都會加速普及。

在軍事方面，北斗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使用美國的GPS，美國
可以隨時、很輕鬆給我們增加干擾，大大降低定位精度。要是在戰
時，就更不用說了，很多依賴GPS的系統都無法正常工作。有了北
斗之後，我國的制導武器，威力將更上一層樓。

在地緣方面，有了北斗之後，“一帶一路”上的國家，也有了
一個新的選擇，不再依賴GPS，自主性更強。

天河漫漫北斗璨。如今，北斗全球系統星座部署已完成，但這
並非終點，未來北斗系統還將繼續升級完善，更好地服務國家，造
福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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槍林彈雨下的何鴻燊（賭王傳奇之4）
上

世 紀 四
十 年 代
， 年 方
廿 歲 出
頭 的 何
鴻 燊 ，
本 是 含
着 金 鎖
鍵 出 世
的 香 港

富豪公子，祖父何東，乃香港四大家族之一。無
奈何鴻燊父親在股票市場失利，輸去百萬金錢，
至使家道中落，何鴻燊從一介公子，變成一貪如
洗的破落王孫，需要拋頭露面, 到一間中葡日三國
合資的聯昌糧油公司任職，專門負責出海押船，
進行糧食買賣或交易。這是一份頗具危險性的工
作，因為每天外出到香港公海上去，哪裡固然是
風急浪高，又是海盜及走私份子出沒之地，三山
五嶽的各方人仕，在浪濤洶湧的海面上，你爭我
奪，一個分賍不成，大家便需要在槍火下見真章
，哪是何其險也！而何鴻燊任職的公司的中方老
闆，原本是前香港立法會議員周梁淑怡的父親梁
基浩。（梁淑怡乃香港無線電視台的開山經理，
為人聰明能幹）何鴻燊上班不久，便遇上第一次
出海押船 「出生入死」，經歷槍林彈雨的經過。

時為一九四二年。當年何鴻燊身纏巨款三十

萬元出海進行買賣，結果遇上海盜，被劫去所有
財產及衣物後，並要與一眾船員，赤條條地在機
關槍下 「等死」。何憶述當時被槍管指着，生命
危在旦夕，腦中只想着父母和家人，幸好海盜分
贓不均，引發內訌，他便乘機着一眾船員將貨船
駛開，僥倖安全逃脫。
惟貨船不久駛入日本海域，半途又遇日軍 ，真是
險象環生。好個何鴻燊，人急智生。當時由於船
上的日本國旗，已被海盜奪去，日本軍艦此時在
遠方全速向他駛近，他在船上找到唯一一件衣物
，用力一扯，再以紅漆在衫上畫上一個小圓圈，
並高高掛起。當日本兵一上船，何便以日文向他
們說早晨，日軍領隊之人，即時戾氣大減，後來
更送上飯糰、燃料及兩件雨衣，令何鴻燊之貨船
，可以順利返回澳門，買賣任務，大受公司高層
嘉許。

何鴻燊長得，高大威猛，英俊瀟灑，一生艷
福無邊。不過他曾經因為生意上的活動，而傷害
了一名少女的芳心，毀了她一生的幸福。往後他
每次提起這個經歷，總會無奈地長嘆一聲： 「我
這一輩子，就是累了這個女人！」

事緣在四十年代末期，何鴻燊和何善衡合辦
「大美洋行」，經營紡織品生意，由於紡織品有

限額，需要出口地的大使及領事館簽發貨單。一
次，何鴻燊與一名叫劉財的經紀人，到日本東京
見一位日本大使，希望他高抬貴手，可以多批紡
織品的限額。但該大使只肯批出申請原額的百分

之五。
何鴻燊與劉財商討對策，劉建議他

向大使的女秘書入手，以 「美男計」令
女秘書協助他們。該名女秘書見到高大

英俊的何鴻燊，即心生好感，不時向他大送秋波
。何鴻燊隨即與女秘書約會，並發現女秘書原來
是西方某國國家的駐日領事千金，她的父親更可
以簽發更多限額。何鴻燊在她的幫助下，取得數
百萬港元的限額，隨即便返回香港，然而事成之
後，他忘記了這位金髮女秘書。
廿年後一天，有一名修女，突然造訪何鴻燊的辦
公室，並向他展示自己身上的發黃手錶。原來該
修女正是當年的那位日本女秘書，當日劉財假借
何的名義，向她送上一隻手錶，女秘書以為這是
何鴻燊給她的定情信物，在他們離開日本後，仍
一直等何鴻燊回來。數年之後，她才發現何早有
妻室，一片癲心的她，傷心欲絕，決定從此終身
不嫁，侍奉天主。直至她因公務到澳門，才忍不
住去見何鴻燊。這件為生意施展美男計 的何鴻燊
，令少女慘變修女，何公才知自己誤了一名女性
的終身幸福，抱憾終生。
早年曾經被有勢力的黑社會人士，逼離澳門的何
鴻燊，到了六十年代，夥拍香港富商霍英東、葉
漢和葉德利，捲土重來，從澳門老牌賭王傅老榕
手中，奪取賭牌，建立賭業王國。不過雄踞澳門
半世紀的仇家，豈會輕易退出舞台，他們不會放
過他，聲言對他趕盡殺絕，更揚言要取去何鴻燊
性命。惟膽識過人的何鴻燊，決心以死反撲，成
功嚇退仇家，並以新經營模式，開拓賭博市場，
令賭業王國迅速膨脹，雄踞澳門賭業半世紀。

整個賭國爭霸戰的過程，要從一九五三年講
起。何鴻燊自從被勢力龐大的對頭人威逼退出澳
門，返回港後，一直等待機會重返濠江，剛好在
一九六一年，何的妹夫葉德利，游說他競投澳門
賭牌。而澳門由一九三七年開始，傅老榕及高可
寧兩家族己雄霸澳門博彩專利權廿四年。雖然被
外界稱為 「賭聖」的葉漢，曾兩度挑戰傅高兩家
，但在競投賭牌時，均失敗而回，為了增加財力
，葉漢向葉德利招手，然後再拉攏在澳門有生意
、妻子為葡國人的何鴻燊。何鴻燊稱他當年最大
的心願，便是堂堂正正回澳門，所以一口答應，
並找來財力雄厚的霍英東做拍檔。

面對龐大的商機，四大天王馬上結盟，組成
「新集團」，在一九六一年十月，巧妙地以三百

一十六萬七千元，較傅、高的標價僅多出一萬七
千元，在葡國首都里斯本奪得賭牌，從此澳門賭
業，便正式改朝換代。但賭業的舊勢力反撲激烈
，舊勢力為阻止 「新集團」開業，不惜拉攏高層
官員，向澳督施壓，有人更發出匿名電報給葡國
政府稱： 「新集團得到博彩專利的那一天，就是
澳門的末日之時。」

何的對頭人又透過當時的澳門華人代表何賢
，向何鴻燊開出八項驚人條件，首先 「要取何鴻
燊性命」，另外要全澳門酒店停業，以及來往港
澳所有客輪停航，令所有前往賭場的遊客，無處
住宿，亦無船可乘。他還威脅會製造連串手榴彈
爆炸，又安排大批乞丐，每天坐在賭場門口，令
賭客不會進入賭場搏殺等。

面對如此 「辣招」，何鴻燊如何化解？欲知
後事如何？請看下周周日分解。

（（休士頓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經濟學家此前預計經濟學家此前預計，，就業報告將顯示就業報告將顯示55
月份對工人來說又是一個可怕的月份月份對工人來說又是一個可怕的月份。。 RefinitivRefinitiv的調查人員預測的調查人員預測，，
還會有還會有800800萬失業萬失業，，失業率接近失業率接近2020％％。。相反相反，，由於雇主增加了由於雇主增加了250250萬萬
個工作崗位個工作崗位，，55月份的失業率突然下降月份的失業率突然下降。。 自從自從19391939年美國勞工統計年美國勞工統計
局開始追踪數據以來局開始追踪數據以來，，這是工作增長最好的月份這是工作增長最好的月份。。白人白人，，黑人和拉黑人和拉
丁裔工人的就業人數有所增加丁裔工人的就業人數有所增加。。 男女都報告了工作增加並重新加入男女都報告了工作增加並重新加入
了勞動力隊伍了勞動力隊伍。。儘管就業市場仍然比大流行之前弱得多儘管就業市場仍然比大流行之前弱得多，，但數據似但數據似
乎表明乎表明，，至少已經停止惡化至少已經停止惡化。。 這確實是個好消息這確實是個好消息。。該消息傳出後該消息傳出後，，
股票飆升股票飆升，，川普總統在慶祝活動中發出了一系列推文川普總統在慶祝活動中發出了一系列推文，，稱這些數字稱這些數字
““驚人驚人”，“”，“令人驚訝令人驚訝””和和““難以置信難以置信”。”。 五月份意外的工作增長五月份意外的工作增長
是可喜的消息是可喜的消息，，但是但是，，大流行期間造成的就業損失仍然是毀滅性的大流行期間造成的就業損失仍然是毀滅性的
，，美國經濟還遠沒有完全復甦美國經濟還遠沒有完全復甦。。失業率為失業率為1313..33％％，，仍接近歷史高位仍接近歷史高位
，，自自22月份以來月份以來，，雇主尚未增加雇主尚未增加19601960萬個工作崗位萬個工作崗位。。 如此大規模的如此大規模的
工作流失是非常嚴重工作流失是非常嚴重，，是大蕭條後更短時期內流失的是大蕭條後更短時期內流失的870870萬工作量萬工作量
的兩倍多的兩倍多。。

據報導據報導，，近日近日，，在美國南部和西部在美國南部和西部，，新冠疫情出現反彈新冠疫情出現反彈，，確診確診
病例數再次激增病例數再次激增。。與此同時與此同時，，酒吧酒吧、、酒店酒店、、餐館等店鋪歇業或暫停餐館等店鋪歇業或暫停
恢復營業的決定恢復營業的決定，，正危及著這些地區乃至全美經濟復甦的希望正危及著這些地區乃至全美經濟復甦的希望。。66月月
3030日日，，紐約州州長安德魯紐約州州長安德魯••科莫表示科莫表示，，紐約州要求來自加利福尼亞紐約州要求來自加利福尼亞
州等州等1616個疫情高危州抵達紐約州的人員需進行個疫情高危州抵達紐約州的人員需進行1414天的自我隔離天的自我隔離，，因因
為新病例正在迅速增加為新病例正在迅速增加。。 44月月99日至日至66月月88日日，，55天內的平均日增病天內的平均日增病
例數從例數從3215032150例下降到例下降到1940019400例以下例以下，，隨後又開始上升隨後又開始上升。。 66月底月底，，美美
國日增病例數達到約國日增病例數達到約44萬例萬例。。數百萬美國人一直期待數百萬美國人一直期待：：春季大範圍春季大範圍
企業倒閉導致的裁員只是暫時的企業倒閉導致的裁員只是暫時的。。預計預計77月月22日日，，政府將再發布一份政府將再發布一份

月度就業報告月度就業報告。。經濟學家們預測經濟學家們預測，，
繼繼55月新增月新增250250萬個工作崗位後萬個工作崗位後，，66
月將繼續增加月將繼續增加300300萬個萬個。。

然而然而，，分析認為分析認為，，就業報告並就業報告並
不能完全反映病例激增對南部和西不能完全反映病例激增對南部和西
部地區造成的影響部地區造成的影響。。餐館和酒吧再餐館和酒吧再
次關閉次關閉，，以及由此導致的裁員造成以及由此導致的裁員造成
人們消費的萎縮人們消費的萎縮。。因為急於啟動經因為急於啟動經
濟濟，，西南部幾個州的州長們西南部幾個州的州長們，，在所在所
在州還未達到白宮重新開放的標準在州還未達到白宮重新開放的標準
之前就解除了封鎖之前就解除了封鎖，，倉促的重新開倉促的重新開
放美國導致受感染的病例大量增加放美國導致受感染的病例大量增加
。。

直到過去兩週新增病例數激增直到過去兩週新增病例數激增
，，州長們開始改變重新開放的主意州長們開始改變重新開放的主意
。。德州州長下令關閉所有酒吧德州州長下令關閉所有酒吧；；亞亞
利桑那州州長告訴居民要待在家中利桑那州州長告訴居民要待在家中
，，並表示該州重新開放現處於並表示該州重新開放現處於““暫暫
停停””狀態狀態；；佛羅里達州也禁止在酒佛羅里達州也禁止在酒
吧飲酒吧飲酒。。這一令人不安的逆轉突顯這一令人不安的逆轉突顯
了許多經濟學家數月以來一直強調了許多經濟學家數月以來一直強調
的一點的一點：：除非企業停業足夠長時間以減少感染除非企業停業足夠長時間以減少感染，，並且大多數美國人並且大多數美國人
有足夠信心重返餐廳有足夠信心重返餐廳、、酒吧酒吧、、酒店酒店、、購物中心和機場購物中心和機場，，否則經濟和否則經濟和
就業市場無法恢復健康就業市場無法恢復健康。。 ““決定經濟走勢的是病毒決定經濟走勢的是病毒，，而不是封鎖而不是封鎖。。

””華盛頓大學經濟學家華盛頓大學經濟學家、、聖路易斯聯邦儲備銀行研究員聖路易斯聯邦儲備銀行研究員 YongseokYongseok
ShinShin說說，“，“如果不控制疫情如果不控制疫情，，我們就不可能實現全面的經濟復甦我們就不可能實現全面的經濟復甦。。
””

五月的失業人數令人震驚 美國經濟還沒有完全復甦
如果病毒持續存在會有800萬人失業接近20％失業率

犯罪分子竊取失業救濟金浪費犯罪分子竊取失業救濟金浪費260260億美元的政府財政億美元的政府財政
犯罪分子利用竊取的身份通過他人的申請失業救濟金犯罪分子利用竊取的身份通過他人的申請失業救濟金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罪犯正在抓住失業激增的趨勢，以
竊取美國國民的失業救濟金。 對於數百萬財政拮据的美國人和

不堪重負的州失業辦公室而言，這使本來已經很艱難的局面複雜
化了。儘管沒有確切的數字來衡量有多少起欺詐性索賠，但從華
盛頓到緬因州的州說，他們看到了這種情況的增加，許多聯邦機
構正在努力反擊犯罪集團。美國勞工部監察長斯科特•達爾
（Scott Dahl）告訴眾議院政府運作小組委員會說：“大約10％
的失業保險付款是不適當的，而在最糟糕的時候。” 達爾估計
，至少可以浪費260億美元的政府財政，其中大部分流向欺詐者
。

這迫使已經從失業中掙脫出來的失業工人為他們需要和有權
獲得的失業救濟金而奮鬥。非營利組織身份盜竊資源中心總裁兼
首席執行官伊娃•貝拉斯克斯（Eva Velasquez）說：“我們深切
關注這些人的福祉，他們何時才能解決這個問題並獲得他們賴以
生存的資金。” 自3月中旬以來，有4270萬人申請了失業救濟
。 聯邦政府週四表示，有2150萬人正在接受失業援助。 這為罪
犯創造了更多的機會。 每週額外獲得600美元的福利，使它更有
利可圖。

安全專家說，欺詐行為的大部分似乎是犯罪分子利用竊取的

數據通過他人的身份申請失業救濟金。在許多情況下，受害者只
有在申請福利並發現有人擊敗了他們之後才知道自己受到了影響
。 一些人甚至發現，當犯罪分子篡奪其利益時，他們的利益支
付就停止了。受害者應向本州，其雇主報告涉嫌欺詐的行為，並
提交警察報告。

據《紐約時報》報導，美國特勤局上個月暗示一個組織良好
的尼日利亞欺詐團伙詐欺國家的失業救濟金。華盛頓是受災最嚴
重的州，但有證據顯示北卡羅來納州，馬薩諸塞州，羅德島州，
俄克拉荷馬州，懷俄明州和佛羅里達州遭到襲擊。 加州網絡安
全公司Agari上週估計，至少有11個州成為目標。

週四，華盛頓官員表示，該州已經收回了3.33億美元，其中
約5.5億至6.5億美元是通過欺詐手段支付的。在其他情況下，犯
罪分子將目標對準提供虛假工作，協助申請失業並收集個人信息
的人，並被用作““子”為罪犯轉移金錢。國家消費者聯盟欺詐
中心負責人約翰•布雷尤（John Breyault）建議，人們應該要定
期更改密碼，並對通過電話，在線，郵寄或親自提供的優惠保持
警惕。

在冠狀病毒襲擊之前在冠狀病毒襲擊之前，，非裔美國人失業率創歷史新低非裔美國人失業率創歷史新低，，這要歸功於川普總統這要歸功於川普總統。。

政府特工正在成立工作組政府特工正在成立工作組，，以處理欺詐性的失業救濟金要以處理欺詐性的失業救濟金要
求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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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相

继在国内和国外暴发，意大利北部丽水

同乡会会长饶俊媚虽然是一名女侨领，

但是在疫情面前，巾帼不让须眉，在战

疫一线不顾个人安危，来回奔波，为帮

助祖国家乡和“第二故乡”意大利抗击

疫情，努力奉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

2020年年初，在祖国和家乡发生疫

情急需防疫物资时，饶俊媚立即发动意

大利丽水籍侨胞筹集善款、几经周折采

购到了防疫物资，当她们准备将物资发

往祖国和家乡时，发现航班停飞。

如何运回成了难题。饶俊媚立即寻

求浙江省丽水市侨联的帮助与支持。通

过丽水市侨联的牵线，饶俊媚联系上了

上海航空公司，从匈牙利布达佩斯发往

上海，转运到国内防疫一线。为了保证

货物的安全，饶俊媚亲自押送货物到机

场后，看到飞机起飞后才安心返回意大

利。这批来之不易的防疫物资运达祖国

后，对处于疫情下的家乡人民，真可谓

雪中送炭。

在意大利北部疫情暴发初期，饶俊

媚就通过微信群向当地侨胞宣传个人安

全防护措施，告诉当地侨胞要做好居家

隔离，非必要不远行，出门一定要佩戴

口罩。

当时有些侨胞受疫情影响产生了紧

张情绪，也有侨胞因为担心被感染不敢

去医院救治，他们纷纷打电话给饶俊媚

求助咨询，那段时间，饶俊媚每天都会

接到五六十个电话和上百条短信，但是

她都会一一耐心解答，安抚他们的情绪

，对于出现疑似症状的侨胞，她都及时

帮助联系医院医生给予诊疗。对于确诊

的或疑似侨胞，饶俊媚都为他们送去爱

心包，帮助他们在当地申请困难补助费

。同时她还要做好和丽水市援助海外疫

情防控工作专班的视频连线工作。

饶俊媚说：“那段时间虽然很辛苦

，但却是侨胞们最需要我的时候，她们

能打电话发信息向我求助，就是对我最

大的信任，作为一名侨领，我有责任也

有义务去帮助到她们。”

当浙江医疗队带着防疫物资到达意

大利后，为了把医疗队的服务实施到位

，意大利北部丽水同乡会马上联合在米

兰的十几个兄弟侨团，连夜制定了“网

上方舱医院”的计划，让需要诊疗的同

胞网上登记，同时在每个侨团建立的微

信医疗群内，让医生和患者进行网上会

诊。

网上会诊之后，接下来是中药分

发工作。由于疫情严重，意大利当

局采取了严厉的“限行”政令，出

门者会被处以高额罚款和刑事处罚

。在这种情况下，饶俊媚决定改变

发送策略，远的同胞通过快递公司

接收转送，近的同胞利用本地出租

车服务送达。

为了方便侨胞领取口罩，饶俊媚联

合意大利北部丽水同乡会第二届会长周

蓉芬、执行会长刘旭峰迅速召集同乡会会

员，积极组织会员力量，调度布置，分别

在米兰市内、贝加莫市、蒙察市周边地区

和帕维亚地区设立了多个分发点，让每个

分发点都能均匀的覆盖到每个区域，尽量

做到“多点均发”的服务到位，保证每个

侨胞都能分配到10个口罩。

在保证每个侨胞都能分配到口罩的

基础上，饶俊媚还带领意大利北部丽水

同乡会积极对接当地医院、宪兵、警察

局、市政府，把口罩送到工作人员手中

，得到大家的一致好评，这对疫情过后

侨胞积极融入当地社会起到了关键的作

用。

疫情还未结束，抗疫仍在继续，饶

俊媚说，意大利北部丽水同乡会将继续

在疫情防控、关爱当地侨胞等方面努力

，为当地政府抗击疫情竭尽全力，相信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一定可以共克时

艰，战胜疫情！

意大利华侨饶俊媚
我们一定会战胜战胜疫情

“儿子，医院防护用品这么缺，你

又是骨科医生，可不可以不要去上班了

？”3月的某天，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

利尔大学中心医院(CHUM)的华人医生

王智，收到一条来自妈妈的短信。

王智回复道：“妈，我报名去医院

的新冠肺炎诊疗中心了，医生需要与疾

病战斗，这是我的工作，也是我当医生

的初衷……”

3月，新冠肺炎疫情在加拿大加速蔓

延，蒙特利尔大学中心医院成立了“COV-

ID unit”(新冠肺炎诊疗中心)，向全院招募

医护志愿者，王智毫不犹豫报了名。

“报名‘上前线’的人很少，大多

数医护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健康选择不去

。”王智告诉记者，“每个人都很害怕

，已经有医护被感染的案例，我们每天

都被提醒这个未知的病毒有多可怕，但

我还是决定报名。”

作为脊椎与创伤专科医生和临床研

究员，王智对肺科不够了解。为学习专

业知识，他参加了超过100小时的课程

，并与肺科专家们一起接受培训，学习

如何治疗新冠肺炎病人。后来，他被调

往HOTEL DIU医院的新冠肺炎诊疗中

心，担任主治医生。

王智被编入一支由5名医生组成的

小分队，除他之外，还有一名麻醉师、

一名内科医生、一名老年科医生和一名

理疗师。小分队要负责100-150张床位，

基本都是老年新冠肺炎患者，一个班次

12小时，工作时间从早8点到晚8点，

夜间也需要保持电话通畅。

王智介绍，新冠病毒对老年人的影

响更大，一些重症的高龄病患战胜病毒

活下来了，却变得虚弱、脱水和营养不

良，医护要通过营养和医疗方面的支持

，让老人们能重新站起来。

“说我们不累、不怕那是在说谎，

但大部分患者在治疗下逐渐康复，这让

我们获得继续下去的力量。”王智说，

每当看到康复者在家人的陪伴下走出医

院，那是最高兴的时刻。

在新冠肺炎诊疗中心，每天都有感

人的故事发生。“有个患者的儿子开了

一间饭店，周五他会开着卡车过来，带

来一车好吃的，送给我们医护人员，感

谢我们对他父亲的照顾。”

新冠肺炎患者的家人不能来医院探

望，王智和同事就给患者们买了一部手

机，让他们能与家人视频通话。“患者

们脸上的笑容变多了，笑容是最好的药

，也让病房的气氛变得明亮。”

按规定，每个医疗队要连续工作7

天，然后由另一小队接手轮值。王智5

月24日结束在HOTEL DIU的工作后，

又被抽调回蒙特利尔大学中心医院应对

紧急情况。

王智在一线战疫，他的家人一直是

背后强大的后盾。“我的妻子是一名眼

科医生，她在家照顾孩子和老人，让我

没有后顾之忧；我7岁的女儿画了许多

画，我把它们贴在病房的墙上，时刻给

我鼓励。”

“我的父母都是艰辛创业的华人一

代移民，他们无私善良、吃苦耐劳，对

我去一线的决定，他们予以了理解和支

持；我弟弟是一名航空工程师，心灵手

巧的他制作了几百个防护面罩捐给医院

。”王智说。

随着加拿大的疫情缓和，蒙特利尔大

学中心医院的新冠肺炎诊疗中心本周关闭

了，王智将重返骨科医生岗位。“多年后

，当我回首这段经历，相信我会为自己曾

与新冠病毒勇敢斗争而自豪。”

奋战在“新冠肺炎诊疗中心”
的加拿大华人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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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炮，是陆军重要装备。而榴弹炮

（加榴炮）主要担负火力支援，压制，

犁地等任务，射程范围内说服力强大，

被誉为“战争之神”。

随着各国对快速反应火力的需求，

一种新形态的火炮应运而生，这就是卡

车炮。

火炮装上轮子进行机动的历史很悠

久了，从人推马拉，到汽车牵引，直升

机吊运，目前牵引式榴弹炮仍然是各国

炮兵的主力。如下图的D-20榴弹炮，前

苏联出品，152毫米口径，重约5.6吨，

1955年亮相，所以被西方称为M1955式

，目前仍有一些国家装备着D-20。

牵引式榴弹炮可以由各种车辆牵引

进行机动，但速度和越野性较差。牵引

式榴弹炮还有一大缺点是部署展开和撤

离阵地都需要花费较多时间，根据各型

榴弹炮的差异和训练水平不同，大多需

要几分钟乃至十几分钟不等。在现代战

场环境下，牵引式榴弹炮射击后，如果

对方有侦测弹道的炮兵雷达，按炮弹每

秒飞行四五百米，飞行三十公里来算，

就是一分钟左右，加上侦测到弹道，传

达指令到瞄准开火，反击火力可能在三

五分钟内就会落到头上，在这样仓促的

时间内，牵引式榴弹炮要撤离转移是比

较难的。

现在的新型牵引式榴弹炮也朝着轻

量化和增强快速反应能力方向发展，如

2005年服役的美军155毫米M777榴弹炮

，重约3.4吨，在测试中创造过从展开

射击到转移至1.5公里外另一阵地再展

开射击只耗时5分钟的快速反应能力。

得益于M777不到3.5吨的重量，美军的

“黑鹰”直升机就能吊运进行机动，如

在阿富汗战场上公路不发达的山区，重

型车辆难以上去的高地，M777都能灵活

的部署。

自行榴弹炮被认为起源于一战时期

1917年英国装备有一门野战炮的马克I

型坦克。到二战时为能伴随机械化部队

作战，具有一定装甲防护能力的各种自

行榴弹炮相继登场，如德国的“黄蜂”

（wespe）105毫米自行榴弹炮，“野蜂

”（Hummel）150毫米自行榴弹炮，美

国的M7“牧师”（Priest）105毫米自行

榴弹炮等。

二战后自行榴弹炮依然受到重视和

发展。更大的口径和火力，更好的防护

性和机动性，当然还有更昂贵的价钱，

韩国2014年出口到波兰的K9约330万美

元一门，我国出口沙特和科威特的

PLZ-45，包括弹药输送车，指挥车等一

套约700万美元。现在的自行榴弹炮信

息化水平也日益增强，有些型号已经具

有单炮独立作战的能力。目前各国装备

的自行榴弹炮口径主流为155毫米，身

管则有39倍，42倍，52倍口径。这种履

带式自行榴弹炮的型号有我国的PLZ-05

，美国的M-109A6“帕拉丁”，英国的

AS-90，德国的PzH2000，俄罗斯的2S19

（152口径），韩国的K9，日本的99式

，新加坡的“普利默斯”等。

自行榴弹炮虽好，但价钱那么贵想

大量装备对很多国家来说是大负担。于

是乎相对便宜一些的轮式自行榴弹炮也

出现了。轮式比履带式便宜，省油，公

路机动速度快，行程也比履带式远，越

野越障能力会比履带式低。轮式榴弹炮

的优点似乎未能打动各国，目前型号不

多。主要有我国的PLL09式 122毫米，

SH11式 155毫米，南非的G-6，捷克的

“达纳”等。

冷战结束后，发生大规模战争的风

险也随之降低，打赢一场局部战争，应

付低烈度冲突又成为各国军队的重要课

题，具有快速反应能力的轻装部队受到

青睐。在这种环境下，本文的主角卡车

炮闪亮登场了。

卡车炮又称车载榴弹炮，是以载重

卡车为底盘的自行榴弹炮。卡车炮相对

于履带式或轮式榴弹炮采购和维护费用

便宜，又比牵引式榴弹炮跑得快，展开

和撤离时间也短。无论履带式还是轮式

装甲车辆，长距离公路转移大多需要另

外的运输车装载着进行运送，而卡车炮

则能自己实行远距离转移投送，真香！

当然，卡车炮最大的弱点就是防护

能力差，大多卡车炮都是没装甲防护的

，这也是重量，速度和价钱之间的取舍

，这天生的弱点，只能靠快打快跑来弥

补了。

原本卡车炮也算是一种高大上的存

在，但近年却逐渐的“平民化”，变成

大排档式的消费，丰俭由人，任君选择

。也正是这种画风的变化，让传统主要

以牵引为行动方式的炮兵，发生了悄然

的革命。

下面简单的看看这场革命盛宴中纷

纷涌现的各国卡车炮，先看看曾经“高

大上”的几款。

法国“凯撒”（CAESAR）

卡 车 炮 ， 法 语 全 名 Camion

équipé d'un système d'artillerie，

意思就是装有火炮系统的卡车。

“凯撒”使用奔驰6X6“乌尼莫

克”底盘，搭载一门155毫米52

倍口径榴弹炮，使用火箭增程弹

射程超过50公里。“凯撒”公

路行驶速度达到100公里/小时，

行程600公里。“凯撒”于1994

年首次展出，2003年6月开始服

役。“凯撒”装备有火控，导航

，炮口测速雷达和战术数据链等

系统，可独立作战，从进入阵地

发射6发炮弹到撤离仅需3分钟

左右。目前“凯撒”已经装备法

国陆军，还卖到沙特，印尼和泰

国，参与过伊拉克阿富汗战争。

瑞典 FH-77BW“弓箭手”

卡车炮，“弓箭手”（ARCHER

，又称阿契尔）采用沃尔沃的

6X6底盘，公路行驶速度为70公里/小时

，行程500公里，搭载一门155毫米52

倍口径榴弹炮。FH-77BW于1995年开始

研制，2013年9月首批交付瑞典陆军。

FH-77BW装备有火控计算机，炮口测速

雷达，定位和全自动装填系统，只需3-4

名操作人员，可在全密封的三防驾驶舱

里操作火炮。依靠不同的仰角和发射药

量，具有5枚炮弹“同时命中”目标的

能力。FH-77BW使用普通炮弹最大射程

40公里，使用XM982制导炮弹最大射程

可达60公里。FH-77BW从停车到发射首

发炮弹约需30秒，急促射速为3发12秒

，持续射速为每小时75发。

我国经过多年探索发展，也研制出

多款卡车炮，如SH-1外贸型155毫米卡

车炮，SH-2外贸型122毫米卡车炮等。

我国自己装备的新型155毫米卡车炮也

已经开始装备部队。

我国目前装备的另一种卡车炮是

PCL-09式。PCL-09式采用陕汽的6X6底

盘，装载改进的96式122毫米榴弹炮，

2009年开始服役。09式发射火箭增程弹

最大射程可达27公里，射速每分钟6-8

发，进入阵地到首发射击和撤离阵地的

时间均不超过一分钟。

除我国自己装备，09式也出口到了

老挝，出口的型号命名为CS / SH1。

不甘于只买09式，老挝还自己“研

发”卡车炮，2018年老挝展出了使用

“乌拉尔”6X6底盘，搭载D-30 122毫

米榴弹炮的卡车炮。

老挝都自己造卡车炮了，隔壁的越

南怎可落后呢。越南的卡车炮也使用

“乌拉尔”6X6底盘，装载美国M101

105毫米榴弹炮，射程约12公里，2014

年开始服役。卡车加个驻车锄，把各种

口径榴弹炮搬上去就变成卡车炮了，真

是简单粗暴，没啥门槛，丰俭由人，老

少咸宜啊。

同样使用M101榴弹炮做卡车炮的

还有韩国。韩国的EVO-105采用起亚的

6X6底盘，搭载M101 105毫米榴弹炮，

2017年开始服役。该炮装有火控系统，

性能会比越南的好些。

以色列 ATMOS2000 卡车炮，AT-

MOS2000 是 Autonomous Truck Mounted

（车载榴弹炮）的简称，2001年开始服

役。ATMOS2000使用6X6底盘，搭载一

门155毫米榴弹炮，有39和52倍口径可

供客户选择。52倍口径最大射程为41公

里，持续射击速度为每小时80发，从进

入阵地到首发射击约需一分半钟。目前

ATMOS已经装备阿塞拜疆，喀麦隆，

乌干达。ATMOS2000卡车炮每门价格约

190万美元。

罗马尼亚版本的ATMOS2000 称为

ATROM，使用自产的 ROMAN 26.360

DFAEG 6x6卡车底盘，搭载52倍口径火

炮。

塞尔维亚“诺拉”B-52 卡车炮，

“诺拉”（NORA）最早于1984年由前

南斯拉夫研制，目前已经多次改进，也

有多个型号。“诺拉”有个巨大的炮塔

，是其显著的外观特征。以M15型为例

，采用8X8底盘，搭载一门155毫米52

倍口径榴弹炮，发射底排增程弹最大射

程67公里。“诺拉”装备了塞尔维亚陆

军，还出口到了肯尼亚，缅甸，孟加拉

。

除了“诺拉”，塞尔维亚还发展了

一种简化版的卡车炮，该炮使用6X6底

盘，搭载一门D-30 122毫米榴弹炮，命

名为“鹰”（SOKO）。

南非T5卡车炮，南非丹尼尔公司研

制的 T5 卡车炮于 2002 年亮相，采用

“太脱拉”（Tatra）8X8底盘，搭载一

门155毫米榴弹炮，有42倍和52倍口径

两种型号。52倍口径最大射程为55公里

。印度与丹尼尔公司合作，在T5基础上

使用TATA的8X8底盘推出了自己的155

毫米卡车炮。

至于为何近年大家纷纷扎堆推出卡

车炮，编者也未能去探究其中原因。

“凯撒“，“弓箭手”那些性能彪悍的

，需要技术和时间去研究。那越南老挝

的没啥技术含量啊，为啥以前他们就不

做呢？是什么给了他们启发这么粗暴的

把榴弹炮搬上卡车呢？思来想去，有可

能是下图给他们的勇气吧。

卡车炮，一场悄然的炮兵革命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據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彙編的數
據，在周叁（7月1日），美國單日報告的冠狀病毒新病例達到
創紀錄的46853例。該數據超過了6月26日達到的新高，當時全
美報告了45255例冠狀病毒新病例。
·根據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數據，美國已經有2682,270例冠狀
病毒病例，超過127,000人死亡。

美國出現冠狀病毒感染飆升之際，許多州正在暫停其重新開
放或取消一些限制。

超過2800萬加利福尼亞人居住在郡，因為冠狀病毒病例的
數量繼續使州官員感到擔憂，那裏的餐廳、酒吧和其他室內設施

被告知必須關閉。
加州州長加文·紐瑟姆星期叁

表示，禁令影響了該州19個郡的
72％人口，包括餐館、博物館、
動物園、電影院、家庭娛樂場所
和卡房。

州長的公告包括也不提供食物的酒吧
、酒館、啤酒廠和釀酒廠。餐廳可以提
供外賣服務。

紐瑟姆說：“最重要的是，這種病毒
的傳播速度一直令人擔憂。”

紐瑟姆說，加州地方政府的州海灘也
將關閉。在南加州和海灣地區開放的州
立海灘停車場將無法使用。這些限制將
至少持續叁周。

加利福尼亞並不是唯一宣布新限制的
州。

密歇根州正在關閉該州大部分地區的酒吧的室內服務。賓夕
法尼亞州和俄勒岡州的州長命令其公民戴口罩。

周末可能是一場“完美風暴”
隨著7月4日國慶長周末臨近，一名傳染病醫生表示，美國

可能正因冠狀病毒病例激增而進入“完美風暴”。
波士頓醫學中心的傳染病學家約書亞·巴羅卡斯 （Joshua

Barocas）博士說：“這是一場完美的風暴：旅行、重新開放的
結合，在某些情況下還為時過早，以及人們不一定遵循其中一些
預防性指南。”

至少有五個州-亞利桑那州、加利福尼亞州、北卡羅來納州

、田納西州、得克薩斯州，周叁的新病例報告總數創曆史新高。
巴羅卡斯說，陣亡將士紀念日後，一些州的病例激增。 從

上周開始，目前有37個州呈上升趨勢，而新澤西州和羅德島州
只有兩個州呈下降趨勢。

巴羅卡斯說：“我非常擔心，尤其是在即將到來的周末，人
們會看到相同類型的峰值，相同類型的波動，不僅在當前經曆波
動的地方，而且還在已經經曆過波動的地方，還有在尚未出現的
地方。”

伯明翰阿拉巴馬大學醫學助理教授裏卡多·佛朗哥（Ricardo
Franco）博士說：“我們長時間的第一波感染浪潮激增，很難預
測會發生什麽，七月四日周末可能會是浪潮的高峰。”

一些有熱點的州正在采取行動，試圖通過關閉酒吧，關閉海
灘和取消煙火表演來減少人群。

由于冠狀病毒病例激增，共有22個州更改或暫停了重新開
放計劃，並且特別注意了酒吧。

佛朗哥說：“如果你有酒吧，你就有音樂。” “如果您有
音樂，就想參加社交活動。為了克服背景噪音您想要比平時的說
話聲音更大。” 他說，所有這些因素都會增加病毒的傳播。

德克薩斯州、科羅拉多州和特拉華州已下令關閉或限制酒吧
運營。

（圖片來自網絡，版本權歸原作者）

美國美國！！美國美國！！單日冠狀病毒新病例又創新高單日冠狀病毒新病例又創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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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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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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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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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AI 
FILLET
SWAI 
FILLET

龍利片龍利片

   1
00%淨重無水份

特價優惠僅限於大中華超市分店。所有特價商品庫存為限，售完即止。以上廣告圖片或與價格不符，請以現場實際公佈為準。本公 司保留更改或取消優惠商品與方式的權利，恕不另行

通知。本公司圖片均為美術設計所用，可能區別於實物。本公司對於排印錯誤不負責任。Not responsible for typographical or pictorial errors. Please refer to in-store sign. While supplies last, 
No Raincheck. Products may not all be available in all stores.

特別推介

新鮮熱賣 |  HOT SALES

     281-501-1820 FAX:COMING SOON
STORE HOUR 8:00AM-11:00PM

9889 BELLAIRE BLVD, BUILDING B 
HOUSTON, TX 77036

MUNG BEAN
2LB
MUNG BEAN
2LB

華超 
綠豆-2lb
華超 
綠豆-2lb

2.98袋/ea

box
磅/lb

美国大富士
APPLE 98¢

box
黄火龙果
YELLOW DRAGON FT

磅/lb
498

box
磅/lb

天津鴨梨
YA PEAR 78¢

BIG
DRUMSTICK
BIG
DRUMSTICK

大雞腿大雞腿

磅/lb59¢

DISPOSABLE
MASK 50pcs
DISPOSABLE
MASK 50pcs

一次性
口罩 50pcs
一次性
口罩 50pcs

999
袋/ea

BONE 
MEAT
BONE 
MEAT

五花肉五花肉

279
磅/lb

COCONUT
DRINK
COCONUT
DRINK

椰樹牌 
椰子汁
椰樹牌 
椰子汁

5.99

YELLOW/COLOR
CORN
YELLOW/COLOR
CORN

華美七彩玉米
&黃玉米
華美七彩玉米
&黃玉米

SET4.99 EA

1.99袋/ea

1.29袋/ea

COOKINE WINECOOKINE WINE

鼓山 
福建老酒-750ml
鼓山 
福建老酒-750ml

29.99

CALROSE RICE
40LB
CALROSE RICE
40LB

稻花
白米
稻花
白米

袋/ea

華美 毛豆夾
/毛豆仁

4.99

HC PEANUTS
56OZ
HC PEANUTS
56OZ

H.C 
紅衣花生
H.C 
紅衣花生

FROZEN 
EDAMAME
FROZEN 
EDAMAME

袋/ea

1.98 磅/lb

蓮藕
LOTUS

磅/lb

YELLOW
CROAKER
YELLOW
CROAKER

3/998

永發 
調味黃花魚
永發 
調味黃花魚

box
華騰大芋头
BIG TORO

磅/lb
38¢

磅/lb

華騰佛手瓜
SQUASH168華騰青豆角

LONG BEANS
磅/lb
128 48¢

3 day

週五 週六 週日

3 day

週五 週六 週日

黄金奇异果
KIWI 1999

BOX

7/2/20-7/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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