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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59號公路中高層公寓，2臥2衛，2臥半2衛

˙近Westheime 3房2.5衛房，售$189K

Lance Chau
(713)271-9898

貸款: 買房、重貸、出租房貸款、抵押兌現、不查收入
Fast Easy Mortgage

Lchauemail@yahoo.com
RMLO NMLS 246133

6120 Westline Drive Houston, Texas 77036

Venture Equity 房屋買賣/貸款/投資/商業

永創佳業 1031物業延稅交換

2020年7月23日 星期四
Thursday, July 23, 2020

給您家的感覺

服務人員專業、友好
及時解決問題

免費WiFi、室內冰箱
本地電話、報紙、咖啡和茶

房間寬敞、整潔
免費早餐新鮮、健康

緊鄰中國城  交通購物方便
2930 W Sam Houston Pkwy S

Houston, TX 77042

(713) 785-3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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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 家 名 店商 家 名 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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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OWNTOWN REDEVELOPMENTAUTHORITY/TIRZ NO.3

ADVERTISEMENT FOR BIDS
DOWNTOWN REDEVELOPMENT AUTHORITY / TIRZ No. 3

SOUTHERN DOWNTOWN PARK

The Downtown Redevelopment Authority (the “Authority”) / TIRZ No. 3 will receive sealed bids for the Southern Downtown Park project, located in Downtown Houston, 
1515 Fannin Street bounded by Bell, Fannin, Leeland, and San Jacinto Streets. Hardcopy bids will be received until 11:00 AM, local time on Thursday, August 20, 2020 by the 
Executive Director, Downtown Redevelopment Authority.  Hardcopy bids received after this time will not be accepted.  Hardcopy bids are to be delivered to 1313 Main 
Street, Houston, Texas, 77002.
Beginning 9:00 AM, Thursday, July 23, 2020, Bidding Documents will be available at www.civcastusa.com.  Any Addenda will be distributed through www.civcastusa.com.  
Bidding Documents may also be viewed online at isqft.com. 
An ONLINE MANDATORY Pre-bid Conference will be held at 2:00 PM on Tuesday, July 28, 2020. All bidders (general contractors, sub-contractors and suppliers) are invited to 
attend.
Due to COVID-19 and the Authority’s work safe protocol, all potential bidders who intend to participate in the pre-bid conference and submit bids are required to register 
their intention by 2:00 p.m. on Monday, July 27, 2020 by email to Lonnie Hoogeboom, Director of Planning & Design at lonnie@downtowntirz.com. Potential bidders are to 
provide Company Name, Address, and Phone plus (two maximum) Representative Names & Titles, Representative Emails, and Cell Phones. All bidders who register in 
advance of the pre-bid conference will receive a calendar invitation providing access to the online meeting venue. Bids will be ruled non-responsive if received from an 
individual who did not attend the pre-bid conference.
Bidders shall comply with City of Houston Code of Ordinances, Chapter 15, Articles II, V, VI, and XI and the Mayor’s Executive Orders No.1 7 Pay or Play (POP) Program for 
Houston Public Works for the public procurement procedures of the City of Houston Office for Business Opportunity (OBO) established in March 2008 and the entity 
responsible for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Small/ Minority/ Women-Owned (S/M/WBE),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Enterprises (PDBE), and Hire Houston First programs. The 
successful Bidder will be required to make good faith efforts to achieve an S/M/W/DBE participation goal of 20 percent.
Beginning July 16, 2020, the Authority’s procurement for the general contract for this capital improvement project is advertised in the Houston Business Journal, the 
Houston Defender, the Southern Chinese Daily News, and the Greater Houston Business Procurement F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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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人民日報新聞客戶

端報道，7月21日，因新冠肺炎導致肺部

不可逆纖維化、接受湖北首例肺移植手術

92天後，65歲的崔志強從武漢大學人民

醫院重生出院。據悉，崔志強是目前全球

已開展的10例因新冠肺炎接受肺移植手

術後，首位達到出院標準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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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首位新冠肺移植患者出院
救治166天 中國抗疫不放棄每一個生命

從1月 23日不幸罹患新冠肺炎，到使用EC-
MO+呼吸機維持生命62天，一度被認為

“救不過來了”的崔志強，4月20日在武漢大學人
民醫院接受雙肺移植手術後重獲新生。在92天的
漫長術後康復期裏，武漢大學人民醫院多學科20
餘位醫護人員幫助崔志強闖過一道道難關，直到護
送他安全出院。至此，崔志強在不幸罹患新冠肺炎
後，在醫院救治了166天。

換肺成功 撤下使用62天ECMO
今年1月23日，崔志強出現發熱症狀，2月7日

確診新冠肺炎後入院。2月17日其病情急速惡化，武
漢市紅十字會醫院給予氣管插管有創呼吸機支持後，
崔志強血氧飽和度仍不能維持，次日緊急接受EC-
MO（俗稱人工膜肺）治療。3月18日，當崔志強被
轉運到武漢大學人民醫院東院時，與他身體連接的
ECMO已經運轉了1個月，細菌通過穿刺插管進入他
的血液，引發嚴重感染。東院ICU主任周晨亮等為
他徒手“盲穿”股靜脈，冒着巨大風險更換了EC-
MO管線，控制住了感染。

治療期間，崔志強核酸檢測多次呈陰性，已是
新冠肺炎康復期患者。但因新冠肺炎已導致他的雙
肺出現不可逆的肺纖維化、呼吸衰竭，他始終無法
脫離呼吸機和ECMO輔助，生命危在旦夕。

中國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醫療救治組肺移植專
家組成員、武漢大學人民醫院胸外科林慧慶教授對
崔志強病情進行綜合評估後，確認崔志強符合肺移

植標準。4月20日，雲南一例腦死亡患者愛心捐獻
的肺源與崔志強配型成功。當日下午，愛心肺源通
過南航“器官轉運綠色通道”空運到武漢天河機場
後，在武漢交警的護送下，僅用40分鐘即抵達武
漢大學人民醫院東院。陳靜瑜、林慧慶等肺移植國
家專家組團隊和武漢大學人民醫院胸外科、心外
科、麻醉科等多學科專家歷經6個多小時，順利完
成雙肺移植手術。
手術2天後，崔志強成功撤下了輔助他呼吸62

天的ECMO。

移植後排異 感染加重 腸功能衰竭
但肺移植手術後的康復並非一帆風順。5月9

日，崔志強出現明顯的移植後排異反應，醫護團隊
立即給予激素衝刺、球蛋白等治療，幫助老崔挺過
了“第一波打擊”。5月25日開始，又出現了醫生
最不願意看到的感染加重、多重耐藥菌等，同時合
併腸功能衰竭。李光和團隊精準施策，給予加強抗
感染，以及床邊胃鏡置入空腸營養管、刺激腸道蠕
動等治療，逐漸控制感染，恢復了腸功能。

由於長期臥床，崔志強的全身肌力幾乎為零。
術後的頭幾天，他只能靠轉動眼球配合治療。武漢
大學人民醫院康復科汪軍民教授等組成的康復團
隊，為崔志強制定包括感覺聽覺刺激、神經肌肉電
刺激、本體感覺刺激、關節活動訓練，以及穴位點

按、音樂療法在內的一系列周密的康復計劃，幫助
他術後加速康復。
兩個多月後，崔志強的肌力從原先的0級，慢

慢恢復到3級至4級。到了6月中旬，移植肺已經
完全適應了崔志強的身體，他的氧合指數已經達到
380以上，達到了正常人的肺功能。但長期臥床造
成了一個巨大的難以癒合的壓瘡，成為崔志強生命
的新威脅。

舉行歡送出院儀式慶重生
經過反覆評估，6月19日，武漢大學人民醫院整

形外科主任余墨聲教授為崔志強進行骶部深部清創+
皮瓣移植手術，將其臀部的一塊皮瓣成功轉移到壓瘡
處。術後，原本碗口大的壓瘡癒合良好。

7月20日，連日陰雨的武漢陽光初現，崔志強
坐着輪椅來到醫院廣場，享受了半年多來第一次
“日光浴”。7月21日，武漢大學人民醫院為崔志
強舉行了簡短熱烈的歡送出院儀式，慶祝他重生。
武漢大學人民醫院院長王高華介紹，為救治崔

志強，醫院認真落實國家衞健委指示，不遺餘力、
不惜成本、不惜代價，就是希望共同努力救治他的
生命、給他生的希望。醫院黨委書記萬紅慧表示，
人民醫院盡全力救治崔志強，在抗擊疫情中不放棄
每一個生命，是落實習近平總書記“人民至上、生
命至上”指示精神的生動寫照。

香港文匯報訊據人民日報新聞客戶
端報道，6月12日早上，崔志強找醫護
人員要來了筆和紙，提筆寫下了“感
謝”兩個字，並鄭重署上自己的名字。
21日的歡送出院儀式現場，崔志強提筆
寫下“出院了，感謝大家”，他的家屬
為武漢大學人民醫院贈送了“生命至上
醫術精湛；人民至上 大愛無疆”的錦
旗，並哽咽着表示，他們的感激之情不
能對每一個人都說到，但要把內心的這
份感情表達出來，“感謝醫護人員！感
謝黨和國家！”
中國國家衞健委醫政醫管局醫療質

量與評價處處長馬旭東，曾在手術室全
程觀摩了崔志強的肺移植手術，並始終
關注着他的康復過程。21日，半年多來
一直駐守武漢的馬旭東，也專程來到醫
院歡送崔志強回家。
歡送會上，馬旭東為崔志強頒發了

編號為“5510”的“戰勝者證書”，祝
賀他康復出院。崔志強也是武漢大學人
民醫院抗疫期間收治的所有5,510名住
院患者中，最後一名出院病人。

已成功開展6例新冠肺移植
馬旭東說，從4月開始，中國國家

衞健委組織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醫療救
治組肺移植專家組集合全國最精銳的醫
護力量，一直在指導崔志強的救治。江
蘇、浙江兩支肺移植醫療團隊撤離武漢
後，5月15日組織第一次線上會議，並
先後7次線上討論崔志強的救治方案。

據悉，新冠疫情發生後，中國是全
球最早開展肺移植救治因新冠肺炎導致肺部不可
逆纖維化患者的國家，包括崔志強在內目前已成
功開展了6例新冠肺炎肺移植。在新冠肺炎救治
“中國經驗”的引導下，意大利、美國、 奧地
利、韓國4個國家各開展了一例新冠肺炎肺移
植。而崔志強，是全球10例新冠肺移植中首位
出院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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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志強在紙板上寫下“出院，感謝大家”的字
樣。 中新社

■■院方介紹院方介紹，，崔志強是目前全崔志強是目前全
球已開展的球已開展的1010例因新冠肺炎接例因新冠肺炎接
受肺移植手術的患者中受肺移植手術的患者中，，首位首位
達到出院標準的患者達到出院標準的患者。。 中新社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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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寬緊不一 有私院無量體溫
■許多檢測機構的檢測名額每日大清早已額滿。

港醫院資源不足 核檢頻摸門釘
�

!� ��(���

香港新一波新冠肺炎疫情來

勢洶洶，部分私人機構要求住在

“疫廈”的員工自費接受病毒檢

測，加上有市民為求心安，一窩

蜂到公私營醫院或檢測機構接受新冠病毒的核酸測試，香港文匯報記者嘗試“撲

籌”接受檢測，卻發現不論是私營還是公營都“一籌難求”。其中，私營檢測服務

最誇張，要提早一晚通宵排隊才包保撲到名額做檢測。香港浸會醫院更因為公眾對

檢測的需求遠超負荷，“落閘”暫停公眾檢測。至於公營，雖然收費低，但職員卻

多次“勸退”無徵狀的市民勿浪費資源。檢測資源嚴重不足，香港文匯報記者幾度

“摸門釘”。

私院拿籌排通宵 浸院“落閘”停檢 職員黑面“趕客”

全港有15間私家醫院或化驗機構獲政府認可
提供新冠肺炎病毒檢測，連日來都出現檢測

人龍。香港文匯報記者為了解撲檢測名額有幾
難，20日晚7時許先到太子聖德肋撒醫院碰運
氣，只見門診大堂已現人龍，經詢問得知，市民
排隊領取翌日50個檢測籌號。由於名額極有限，
不消一會已派光，遲來的市民和香港文匯報記者
被護士勸道：“明天請早。”

記者未有放棄，21日再度到訪聖德肋撒醫院
打探最新取籌情況，但護士表示由於近日檢測人
數眾多，院方仍未決定是否繼續提供公眾檢測服
務，“當天有沒有籌還沒確定，你晚點再來碰碰
運氣。”據悉，聖德肋撒醫院核酸測試費用為
1,500元（港元，下同），連門診費共收取1,680
元，若當日上午10時前提交樣本則可即日獲取報
告，10時後提交者則要等到翌日下午3時後拿取
報告。

市民：不檢不能上班
同樣“摸門釘”的一位男士用手機拍下核酸

檢測須知告示被護士勸阻，該男子則辯解：“我
拍給家人看！”他向記者表示，家中老人家有意
回鄉避疫，但到內地必須提供檢測報告，所以才
向私家醫院叩門。

在場也有市民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由於
自己所住大廈有住戶確診，僱主要求他通過病毒
檢測才能上班，“有什麼辦法？不上班就沒收
入，唯有自己掏錢包做檢測，但有錢都做不到，
只好晚點再來看看。”

“沒問題別來，留在家最安全”
至於想過公營醫院，一樣是難。香港文匯報

記者前往伊利沙伯醫院試試運氣，雖然公立醫院

多次傳出群組爆發，但市民仍冒着染疫風險，坐
在急症室大堂聽“叫名”接受核酸測試。香港文
匯報記者不久被“叫名”到窗口櫃位登記及繳交
180元門診費，約五分鐘後便被護士叫到分流處
量血壓及體溫。

其後護士繼續向香港文匯報記者查問基本問
題，如14天內是否曾離開香港、14天內有沒有發
燒感冒、近期有無任何身體病徵及不適等，香港文
匯報記者如實回答，並稱自己身體無大礙，因為擔
心受感染不自知才前來檢測。護士聽後便以“趕
客”的口吻，給記者面色說：“沒有問題就不要來
浪費（時間和資源），留在家裏才最安全。”

她又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如堅持要做檢測則
要等醫生診症，至少需要等候3個小時，加上凌晨
後人手減半，可能要等上五六小時，“要等好久，
值不值得等，你自己想清楚。”隨後香港文匯報記
者以時間不足為由離開，並辦理退款手續。

雖然香港疫情嚴峻，但香港文
匯報記者發現五間公、私營醫院的
防感染措施嚴謹度不一，其中一間

私家醫院更無職員為進院訪客量度體
溫，位於大堂的紅外線自動測溫儀也未
開機，疑似處於關機狀態。

香港文匯報記者先後到兩間私家醫院及三間
公立醫院，發現聖德肋撒醫院最嚴謹，大堂入口
處至少有三位護士為進入者完成體溫檢測、查詢
過去兩周有否出境，以及進行登記手續。但另一
間私家醫院卻疏忽防感染措施，既無職員為訪客
量度體溫，大堂紅外線體溫自動檢測儀連結的顯
示器處於關閉狀態，疑似關機；亦無職員在場駐
守，記者可以自由進出。

公立醫院方面，均有職員在門診大樓為到訪
者檢測體溫，伊利沙伯醫院最嚴格，會為體溫正

常的訪客佩戴紙手環，以作識別。
另外，醫院對訪客的口罩要求不一。政府派

發的“銅芯口罩”只適用於日常生活，進入醫院
防禦性不足，但記者佩戴該口罩前往兩間私家醫
院及三間公立醫院，唯獨聖德肋撒醫院不允記者
入內，該院入口處的護士見到香港文匯報記者佩
戴“銅芯口罩”便詢問，“布口罩內層有否額外
戴多一層外科口罩？”香港文匯報記者回答
“沒有！”便被拒絕登記入內。護士解釋，並非
針對政府口罩，而是院方認為所有布質口罩都有
安全隱患，必須至少佩戴一層外科口罩方可以進
入醫院。護士補充道：“布口罩容易鬆動，清洗
多次後難以完全貼合面部，保護不足。”

香港文匯報記者繼續佩戴“銅芯口罩”前往
公立醫院，卻順利進入。

■香港文匯報記者 廣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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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的新
冠肺炎確診個案每日以雙位數增長，公營醫
療系統瀕臨爆煲。消息指，香港醫管局最快
本周五啟用鯉魚門公園度假村作社區隔離設
施，接收病情穩定確診者。香港醫管局總行
政經理張子峯21日表示，現時1,200多張負
壓病床及 650 間負壓病房，使用率已達
77%，另需預留一定數量的病床收治急症，
佔用率已逾八成多，幾近飽和。該局總行政
經理（醫療成效及科技管理）庾慧玲也透
露，聯合醫院和伊利沙伯醫院首當其衝，病
床“周轉不靈”下，當日有20名確診者未能
第一時間安排入院，令人擔心會增加社區感

染風險。
庾慧玲表示，近日有較多病人到九龍區

醫院求醫，尤以聯合醫院和伊利沙伯醫院最
備受壓力，而該區醫院的深切治療部病房也
十分緊絀。截至21日深切治療部病房的使用
率已達83.5%，局方會繼續留意情況，調動
病人分流到其他醫院，以騰空病床。

香港醫管局現已開啟1,207張一線隔離
病床，亦開放約500張二線隔離病床，有30
名康復中的病人正在使用。她認為，有需要
時，該局會在72小時內啟用鯉魚門公園度假
村，作為社區隔離設施。

住院預約手術和檢查將減半
張子峯21日在電台上表示，預料負壓

病床使用情況會繼續上升，使用率升至八成
便達“臨界點”，“如果去到八成就好嚴
峻，因為一定要留下一些床，有時急症室會
收到個案入來。而且還要清潔不斷流轉。”
他說，由於今次爆發較多年長和長期病患確
診者，有時需要使用深切治療服務，部分需
要住院病床的服務，以致部分需要深切治療
服務支援的手術，包括早前預約的非緊急手
術都會延期。他強調，醫管局一直努力騰空
病床，當病人穩定就會轉往獨立病房，並透
露20日已安排十多名病情較穩定及有自理能

力的確診者，轉到二線病床。
過去一周每日平均逾50宗新增確診個

案，張子峯表示，如果情況持續，擔心醫院
會出現“周轉不到”的情況，醫管局正努力
調配病床，增加隔離設施，並形容本星期是
非常關鍵。他又指，以目前的疫情推算，本
周可能要啟動社區隔離設施，否則或會出現
樽頸。如果鯉魚門度假村的各項設施已準備
好，醫管局可以將首批情況穩定的確診病人
轉送過去，以空出更多一線隔離設施予病情
較為嚴重的病人使用。

另外，他說，在這一兩個星期內會陸續
調整服務，包括減少大約一半住院預約手術
和檢查；大部分專科門診服務會減少兩至三
成，以騰空更多內科病床改裝為二線隔離病
床，接收穩定的確診病人。他強調，今次疫
情反映，一直相信只屬低風險的手術，例如
換骹或心導管檢查都有機會在不知情下，接
收到確診病人，結果只會令醫院設施的壓力
增加，希望市民體諒。

此外，香港衞生署21日發公告提醒市
民，因應最新疫情調整服務安排，轄下部分
非緊急服務已作出調整或暫停，包括母嬰健
康院、兒童體能智力測驗服務、學生健康服
務中心、長者健康中心等，巿民可瀏覽署方
網頁www.dh.gov.hk，了解詳情。

鯉魚門度假村最快周五啟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衞生署實驗室的病

毒檢測工作疑超負荷，工作人員因過累以致誤將兩個檢測
結果“陰陽互調”。香港公共醫療醫生協會會長馬仲儀21
日表示，現時所有新增個案須由衞生署實驗室作最終化驗
才確診，惟實驗室在過去兩三年一直人手不足，再加上未
如醫管局般採用電腦化程序，仍需以人手輸入資料，增加
出錯風險，她相信短時間內亦未必可改善情況。

馬仲儀當日在電台節目上解釋“擺烏龍”事件，指疫情
以來，並非是第一次發生，在3月疫情高峰時，一對尼泊爾
籍父子因名字相近調亂了檢測報告。她指，香港衞生署過去
兩三年一直人手不足，空缺率達20%。她又指，衞生署的化
驗工作以往並沒有24小時人手編制，現階段難以在短時間
內增加化驗人手，只可由原有的人員不斷加班，以應付大量
的檢測工作。

她又表示，一直有反映衞生署檢測程序存在問題，因
現時所有新增個案，都要經衞生署實驗室作最終化驗才確
診，但署方現時的工作已十分繁忙，令工作人員的工作量
加重。她續指，衞生署的電腦系統未如外界想像般完善，
令工作的難度增加，“衞生署未如醫管局般採用全面電腦
化程序，有些工作需要以人手輸入資料，易出錯。”她相
信衞生署短時間內未必可以改善情況。

馬仲儀指出，現時病毒檢測工作負荷很大，呼籲巿民
應考慮清楚是否有必要檢測，如果有病徵或曾與確診者接
觸才檢測，但有私家醫生及巿民向她反映，有私人機構要
求員工，如果居住大廈有確診個案，即使沒有緊密接觸也
要接受檢測，檢測結果呈陰性才可上班，以致公私營檢測
服務大增。

她認為，僱主的有關要求不必要，因為即使一次驗出
陰性亦不代表永久“免疫”，認為在家工作隔離一段時間
更為安全和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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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有私家醫院香港有私家醫院2020日晚已有日晚已有
市民通宵輪候接受病毒檢測市民通宵輪候接受病毒檢測。。

■ 近日較多病人到九龍區醫院求醫，該區
伊利沙伯醫院的病房與病床已十分緊絀。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廣濟

香港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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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報道，7月21日，因新冠肺炎導致肺部

不可逆纖維化、接受湖北首例肺移植手術

92天後，65歲的崔志強從武漢大學人民

醫院重生出院。據悉，崔志強是目前全球

已開展的10例因新冠肺炎接受肺移植手

術後，首位達到出院標準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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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首位新冠肺移植患者出院
救治166天 中國抗疫不放棄每一個生命

從1月 23日不幸罹患新冠肺炎，到使用EC-
MO+呼吸機維持生命62天，一度被認為

“救不過來了”的崔志強，4月20日在武漢大學人
民醫院接受雙肺移植手術後重獲新生。在92天的
漫長術後康復期裏，武漢大學人民醫院多學科20
餘位醫護人員幫助崔志強闖過一道道難關，直到護
送他安全出院。至此，崔志強在不幸罹患新冠肺炎
後，在醫院救治了166天。

換肺成功 撤下使用62天ECMO
今年1月23日，崔志強出現發熱症狀，2月7日

確診新冠肺炎後入院。2月17日其病情急速惡化，武
漢市紅十字會醫院給予氣管插管有創呼吸機支持後，
崔志強血氧飽和度仍不能維持，次日緊急接受EC-
MO（俗稱人工膜肺）治療。3月18日，當崔志強被
轉運到武漢大學人民醫院東院時，與他身體連接的
ECMO已經運轉了1個月，細菌通過穿刺插管進入他
的血液，引發嚴重感染。東院ICU主任周晨亮等為
他徒手“盲穿”股靜脈，冒着巨大風險更換了EC-
MO管線，控制住了感染。

治療期間，崔志強核酸檢測多次呈陰性，已是
新冠肺炎康復期患者。但因新冠肺炎已導致他的雙
肺出現不可逆的肺纖維化、呼吸衰竭，他始終無法
脫離呼吸機和ECMO輔助，生命危在旦夕。

中國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醫療救治組肺移植專
家組成員、武漢大學人民醫院胸外科林慧慶教授對
崔志強病情進行綜合評估後，確認崔志強符合肺移

植標準。4月20日，雲南一例腦死亡患者愛心捐獻
的肺源與崔志強配型成功。當日下午，愛心肺源通
過南航“器官轉運綠色通道”空運到武漢天河機場
後，在武漢交警的護送下，僅用40分鐘即抵達武
漢大學人民醫院東院。陳靜瑜、林慧慶等肺移植國
家專家組團隊和武漢大學人民醫院胸外科、心外
科、麻醉科等多學科專家歷經6個多小時，順利完
成雙肺移植手術。

手術2天後，崔志強成功撤下了輔助他呼吸62
天的ECMO。

移植後排異 感染加重 腸功能衰竭
但肺移植手術後的康復並非一帆風順。5月9

日，崔志強出現明顯的移植後排異反應，醫護團隊
立即給予激素衝刺、球蛋白等治療，幫助老崔挺過
了“第一波打擊”。5月25日開始，又出現了醫生
最不願意看到的感染加重、多重耐藥菌等，同時合
併腸功能衰竭。李光和團隊精準施策，給予加強抗
感染，以及床邊胃鏡置入空腸營養管、刺激腸道蠕
動等治療，逐漸控制感染，恢復了腸功能。

由於長期臥床，崔志強的全身肌力幾乎為零。
術後的頭幾天，他只能靠轉動眼球配合治療。武漢
大學人民醫院康復科汪軍民教授等組成的康復團
隊，為崔志強制定包括感覺聽覺刺激、神經肌肉電
刺激、本體感覺刺激、關節活動訓練，以及穴位點

按、音樂療法在內的一系列周密的康復計劃，幫助
他術後加速康復。

兩個多月後，崔志強的肌力從原先的0級，慢
慢恢復到3級至4級。到了6月中旬，移植肺已經
完全適應了崔志強的身體，他的氧合指數已經達到
380以上，達到了正常人的肺功能。但長期臥床造
成了一個巨大的難以癒合的壓瘡，成為崔志強生命
的新威脅。

舉行歡送出院儀式慶重生
經過反覆評估，6月19日，武漢大學人民醫院整

形外科主任余墨聲教授為崔志強進行骶部深部清創+
皮瓣移植手術，將其臀部的一塊皮瓣成功轉移到壓瘡
處。術後，原本碗口大的壓瘡癒合良好。

7月20日，連日陰雨的武漢陽光初現，崔志強
坐着輪椅來到醫院廣場，享受了半年多來第一次
“日光浴”。7月21日，武漢大學人民醫院為崔志
強舉行了簡短熱烈的歡送出院儀式，慶祝他重生。

武漢大學人民醫院院長王高華介紹，為救治崔
志強，醫院認真落實國家衞健委指示，不遺餘力、
不惜成本、不惜代價，就是希望共同努力救治他的
生命、給他生的希望。醫院黨委書記萬紅慧表示，
人民醫院盡全力救治崔志強，在抗擊疫情中不放棄
每一個生命，是落實習近平總書記“人民至上、生
命至上”指示精神的生動寫照。

香港文匯報訊據人民日報新聞客戶
端報道，6月12日早上，崔志強找醫護
人員要來了筆和紙，提筆寫下了“感
謝”兩個字，並鄭重署上自己的名字。
21日的歡送出院儀式現場，崔志強提筆
寫下“出院了，感謝大家”，他的家屬
為武漢大學人民醫院贈送了“生命至上
醫術精湛；人民至上 大愛無疆”的錦
旗，並哽咽着表示，他們的感激之情不
能對每一個人都說到，但要把內心的這
份感情表達出來，“感謝醫護人員！感
謝黨和國家！”

中國國家衞健委醫政醫管局醫療質
量與評價處處長馬旭東，曾在手術室全
程觀摩了崔志強的肺移植手術，並始終
關注着他的康復過程。21日，半年多來
一直駐守武漢的馬旭東，也專程來到醫
院歡送崔志強回家。
歡送會上，馬旭東為崔志強頒發了

編號為“5510”的“戰勝者證書”，祝
賀他康復出院。崔志強也是武漢大學人
民醫院抗疫期間收治的所有5,510名住
院患者中，最後一名出院病人。

已成功開展6例新冠肺移植
馬旭東說，從4月開始，中國國家

衞健委組織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醫療救
治組肺移植專家組集合全國最精銳的醫
護力量，一直在指導崔志強的救治。江
蘇、浙江兩支肺移植醫療團隊撤離武漢
後，5月15日組織第一次線上會議，並
先後7次線上討論崔志強的救治方案。

據悉，新冠疫情發生後，中國是全
球最早開展肺移植救治因新冠肺炎導致肺部不可
逆纖維化患者的國家，包括崔志強在內目前已成
功開展了6例新冠肺炎肺移植。在新冠肺炎救治
“中國經驗”的引導下，意大利、美國、 奧地
利、韓國4個國家各開展了一例新冠肺炎肺移
植。而崔志強，是全球10例新冠肺移植中首位
出院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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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志強在紙板上寫下“出院，感謝大家”的字
樣。 中新社

■■院方介紹院方介紹，，崔志強是目前全崔志強是目前全
球已開展的球已開展的1010例因新冠肺炎接例因新冠肺炎接
受肺移植手術的患者中受肺移植手術的患者中，，首位首位
達到出院標準的患者達到出院標準的患者。。 中新社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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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首位新冠肺移植患者出院
救治166天 中國抗疫不放棄每一個生命

從1月 23日不幸罹患新冠肺炎，到使用EC-
MO+呼吸機維持生命62天，一度被認為

“救不過來了”的崔志強，4月20日在武漢大學人
民醫院接受雙肺移植手術後重獲新生。在92天的
漫長術後康復期裏，武漢大學人民醫院多學科20
餘位醫護人員幫助崔志強闖過一道道難關，直到護
送他安全出院。至此，崔志強在不幸罹患新冠肺炎
後，在醫院救治了166天。

換肺成功 撤下使用62天ECMO
今年1月23日，崔志強出現發熱症狀，2月7日

確診新冠肺炎後入院。2月17日其病情急速惡化，武
漢市紅十字會醫院給予氣管插管有創呼吸機支持後，
崔志強血氧飽和度仍不能維持，次日緊急接受EC-
MO（俗稱人工膜肺）治療。3月18日，當崔志強被
轉運到武漢大學人民醫院東院時，與他身體連接的
ECMO已經運轉了1個月，細菌通過穿刺插管進入他
的血液，引發嚴重感染。東院ICU主任周晨亮等為
他徒手“盲穿”股靜脈，冒着巨大風險更換了EC-
MO管線，控制住了感染。

治療期間，崔志強核酸檢測多次呈陰性，已是
新冠肺炎康復期患者。但因新冠肺炎已導致他的雙
肺出現不可逆的肺纖維化、呼吸衰竭，他始終無法
脫離呼吸機和ECMO輔助，生命危在旦夕。

中國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醫療救治組肺移植專
家組成員、武漢大學人民醫院胸外科林慧慶教授對
崔志強病情進行綜合評估後，確認崔志強符合肺移

植標準。4月20日，雲南一例腦死亡患者愛心捐獻
的肺源與崔志強配型成功。當日下午，愛心肺源通
過南航“器官轉運綠色通道”空運到武漢天河機場
後，在武漢交警的護送下，僅用40分鐘即抵達武
漢大學人民醫院東院。陳靜瑜、林慧慶等肺移植國
家專家組團隊和武漢大學人民醫院胸外科、心外
科、麻醉科等多學科專家歷經6個多小時，順利完
成雙肺移植手術。
手術2天後，崔志強成功撤下了輔助他呼吸62

天的ECMO。

移植後排異 感染加重 腸功能衰竭
但肺移植手術後的康復並非一帆風順。5月9

日，崔志強出現明顯的移植後排異反應，醫護團隊
立即給予激素衝刺、球蛋白等治療，幫助老崔挺過
了“第一波打擊”。5月25日開始，又出現了醫生
最不願意看到的感染加重、多重耐藥菌等，同時合
併腸功能衰竭。李光和團隊精準施策，給予加強抗
感染，以及床邊胃鏡置入空腸營養管、刺激腸道蠕
動等治療，逐漸控制感染，恢復了腸功能。

由於長期臥床，崔志強的全身肌力幾乎為零。
術後的頭幾天，他只能靠轉動眼球配合治療。武漢
大學人民醫院康復科汪軍民教授等組成的康復團
隊，為崔志強制定包括感覺聽覺刺激、神經肌肉電
刺激、本體感覺刺激、關節活動訓練，以及穴位點

按、音樂療法在內的一系列周密的康復計劃，幫助
他術後加速康復。
兩個多月後，崔志強的肌力從原先的0級，慢

慢恢復到3級至4級。到了6月中旬，移植肺已經
完全適應了崔志強的身體，他的氧合指數已經達到
380以上，達到了正常人的肺功能。但長期臥床造
成了一個巨大的難以癒合的壓瘡，成為崔志強生命
的新威脅。

舉行歡送出院儀式慶重生
經過反覆評估，6月19日，武漢大學人民醫院整

形外科主任余墨聲教授為崔志強進行骶部深部清創+
皮瓣移植手術，將其臀部的一塊皮瓣成功轉移到壓瘡
處。術後，原本碗口大的壓瘡癒合良好。

7月20日，連日陰雨的武漢陽光初現，崔志強
坐着輪椅來到醫院廣場，享受了半年多來第一次
“日光浴”。7月21日，武漢大學人民醫院為崔志
強舉行了簡短熱烈的歡送出院儀式，慶祝他重生。
武漢大學人民醫院院長王高華介紹，為救治崔

志強，醫院認真落實國家衞健委指示，不遺餘力、
不惜成本、不惜代價，就是希望共同努力救治他的
生命、給他生的希望。醫院黨委書記萬紅慧表示，
人民醫院盡全力救治崔志強，在抗擊疫情中不放棄
每一個生命，是落實習近平總書記“人民至上、生
命至上”指示精神的生動寫照。

香港文匯報訊據人民日報新聞客戶
端報道，6月12日早上，崔志強找醫護
人員要來了筆和紙，提筆寫下了“感
謝”兩個字，並鄭重署上自己的名字。
21日的歡送出院儀式現場，崔志強提筆
寫下“出院了，感謝大家”，他的家屬
為武漢大學人民醫院贈送了“生命至上
醫術精湛；人民至上 大愛無疆”的錦
旗，並哽咽着表示，他們的感激之情不
能對每一個人都說到，但要把內心的這
份感情表達出來，“感謝醫護人員！感
謝黨和國家！”
中國國家衞健委醫政醫管局醫療質

量與評價處處長馬旭東，曾在手術室全
程觀摩了崔志強的肺移植手術，並始終
關注着他的康復過程。21日，半年多來
一直駐守武漢的馬旭東，也專程來到醫
院歡送崔志強回家。
歡送會上，馬旭東為崔志強頒發了

編號為“5510”的“戰勝者證書”，祝
賀他康復出院。崔志強也是武漢大學人
民醫院抗疫期間收治的所有5,510名住
院患者中，最後一名出院病人。

已成功開展6例新冠肺移植
馬旭東說，從4月開始，中國國家

衞健委組織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醫療救
治組肺移植專家組集合全國最精銳的醫
護力量，一直在指導崔志強的救治。江
蘇、浙江兩支肺移植醫療團隊撤離武漢
後，5月15日組織第一次線上會議，並
先後7次線上討論崔志強的救治方案。

據悉，新冠疫情發生後，中國是全
球最早開展肺移植救治因新冠肺炎導致肺部不可
逆纖維化患者的國家，包括崔志強在內目前已成
功開展了6例新冠肺炎肺移植。在新冠肺炎救治
“中國經驗”的引導下，意大利、美國、 奧地
利、韓國4個國家各開展了一例新冠肺炎肺移
植。而崔志強，是全球10例新冠肺移植中首位
出院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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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志強在紙板上寫下“出院，感謝大家”的字
樣。 中新社

■■院方介紹院方介紹，，崔志強是目前全崔志強是目前全
球已開展的球已開展的1010例因新冠肺炎接例因新冠肺炎接
受肺移植手術的患者中受肺移植手術的患者中，，首位首位
達到出院標準的患者達到出院標準的患者。。 中新社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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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衝

擊下，很多行業的業

態發生變化，物流業

也不例外。多位深港兩地的物流業

人士表示，今年的疫情不僅導致空

運業客機改貨機等包機大幅上升，

而且貨運路徑也發生變化，經廣州

機場付運的防疫物資和普通貨物增

長了兩三成。有業者透露，以前公

司服務的客戶貨物出口100%經香

港機場，但現在大幅降低至55%，

而經廣州付運的貨物比例大升至

30%。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昌鴻
深圳報道

商家貨物出口付運轉穗飛
廣州機場綜合成本低 空運出口貨物佔比增至三成

深港多個物流和貨代協會日前北上廣州與南
沙港和廣州機場商討業務合作，成員包括

香港物流商會常務副主席黃鵬、深港貨運聯盟
創辦人莫少華、華南物流商會會長林創標、物
流貨代協會甲必丹俱樂部會長張桅、中國物流
與採購聯合會國際貨代分會（WIFFA）深圳口
岸副會長鄭明松等。

綜合成本低 廣州機場獲青睞
黃鵬表示，去年香港暴亂令機場一度停

運，對其業務影響很大，而今年以來疫情爆發
後，廣州機場包機比較多，由於廣州機場操作
費、地面費用和人工成本等相對便宜，運費也
較香港低，綜合成本比香港低兩成、較深圳低
一成，因此今年上半年，深圳、東莞等地防疫
物資和普通商品出口更多選擇廣州機場。他以
自己公司東捷運通為例，以前公司服務的客戶
貨物出口100%是經香港機場，現在大幅降低至
55%，而經廣州則飆升至30%，另有15%經過
深圳機場。

廣州空港物流協會副會長郭庚稱，去年廣
州機場航空貨運全年吞吐量190萬噸，約為香
港的三分之一，為深圳的近兩倍。今年受疫情
影響，客機改貨機等包機大幅上升，經廣州機
場付運的防疫物資和普通貨物增長了兩三成。
他透露，廣州機場T3航站樓以及超級貨站工程
已經批覆並進入招標建設階段，多家國外航空
公司欲建立華南航空貨運樞紐基地，包括南
航，土耳其航空，卡塔爾航空，阿聯酋航空，
大韓航空，埃塞俄比亞航空等貨機在申請航權
增加運力。

“客改貨”大升 穗空運增逾20%
白雲機場是華南空運樞紐，而廣州南沙港

是華南的樞紐港。鄭明松表示，南沙港具有地
理位置的優勢和國家政府層面支持，積極打造
國際物流航運樞紐中心，未來是大灣區一個重
要節點。其地理位置更接近大灣區貨源腹地，
去年集裝箱吞吐量為1,678萬標箱，同比增長了
7.1%。另外，南沙港處理每個標準集裝箱貨物

較深圳港便宜約700元至1,000元人民幣，具有
較大吸引力。

今次深港物流和貨代業界北上廣州，其中
重要一項是商討跨境電商合作。郭庚指，近期
國家為了支持出口，推動跨境電商業務簡化，
提高通關效率。目前廣州機場貨運試點跨境電
商的“9710”和“9810”新政，可以幫助跨境
電商將物流多票合成一票進行檢查和驗放，此
舉可大幅提升相關貨物的通關效率兩三成。

地理優越 南沙港電商前景佳
鄭明松也稱，此次赴南沙港看到，南沙跨

境電商監管倉庫是內地第一批試點區域，距離
白雲機場僅80公里，整個物流通道以及供應鏈
都具備得天獨厚的優勢，對電商業務的發展非
常具有優越條件。未來將有機會在這方面展開
合作。廣東省跨境電商協會副秘書長鍾陽表
示，廣州高校多，人才多，且操作、用工和辦
公等成本比深港便宜，物流開展業務均有優
勢。

香港文匯報訊 新冠肺炎疫情反反覆覆，對市民
和零售業界造成的影響持續，為保持社交距離以避免
接觸，不少市民和商戶更願意使用流動支付，令Ali-
payHK交易量在疫情期間不跌反升，上半年交易筆數
和交易金額同比均錄得雙位數百分比的增幅；6月份
加入合作的中小型商戶數量更比去年同期上升逾
44%。

迄今已持續逾半年的疫情，令不少零售商戶舉步
維艱，特別是中小企因資金周轉困難等問題面臨結業
厄運。為此，AlipayHK推出連串措施希望幫助商戶把
握生意復甦機遇，逐步向數碼化轉型，希望與商戶攜
手共渡難關。即日起，新商戶加入將豁免首年交易
費；同時，疫情期間AlipayHK亦為部分小商戶於社交
平台分享其背後的小故事，令更多市民感受街坊生意
的人情味。

Alipay Payment Services (HK) Limited 行政總裁
陳婉真表示，疫情期間不論用戶和店員都需要注意個
人衞生和保持社交距離，使用流動支付可以降低使用
現金交易感染病毒的風險。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岑健樂） 據路透
旗下IFR引述消息人士指，融創中國正考慮分
拆物管業務在港上市，集資規模約10億美
元，報道指，融創中國正與財務顧問就融創
服務上市事宜洽談，上市計劃最早可能在今
年進行。

另外，報道指融創中國拒絕評論事件。
受消息刺激，融創中國股價曾一度高見38.85
元（人民幣，下同），該股21日最終收報
38.25元，升1.25元或3.38%。

立德教育擬下周啟港IPO
另外，《南華早報》報道，立德教育正

準備於下周啟動的香港IPO，籌資至多7,000
萬美元，集資所得用於擴大其園區並償還現
有債務，華泰國際是該IPO的保薦人，公司
力爭8月份在主板上市。

而《財新》也引述消息人士指，滴滴出
行在準備赴香港上市，目前IPO計劃仍在籌
劃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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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payHK交易額
疫市錄雙位數增幅

■ AlipayHK
推出“全港打
氣 勁 賞 送
你”活動，推
出多項措施和
優惠為市民及
商戶打氣。

■廣州南沙港因成本較低吸引了許多深港物流和貨代。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昌鴻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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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德州本地新聞

隨著凱蒂亞洲城、凱蒂大學城的急速發展
，也帶動了周遭社區的開發，近期推出的Katy
「蒂凱佳苑」 ，全新的Grand West Residen-
tial Condominiums不僅讓您享受中國城購物和
交通的便利，走路可達商場，餐廳和服務設施
，無憂和安全的環境，更是讓您的生活得到充
分保障的另一塊淨土。

這座全美難得的優質高級住宅Grand West
Residential Condominiums, 結合了城市的便利
與城郊的閑逸！位於休士頓高度發展的衛星城
，凱蒂區Katy, 擁有絕佳的金三角的優越地理位
置，位於州際 I-10 和Grand Parkway99 的東
北角，凱蒂亞洲城，與凱蒂大學城近在咫尺，
是主流社會的地產巨擘規劃的商圈中少有的門
禁住宅小區Gate Community 。

受夠了沒有廚房的飯店生活，想找一個像
家卻能享受飯店式管理的短期居所嗎? 住飯店
不如選擇來我們的短租套房！在這裡居住，休
士頓大學校園將是您的綠化後院，讓您可以跑
步，散步，享受運動的休閒，走路可到85度C,
Kura近在咫尺, 米其林的港式飲茶添好運和著名
海底撈火鍋開業在即, 就在門外；每天可以步行
到凱蒂的新商業地標凱蒂亞洲城 Katy Asian
Town,在H Mart採買生鮮，品嘗地道的亞洲風
味餐點，或品茶嘗甜點，享受午後時光；或者
散步到JC Penny百貨公司去逛街，不然就近趕
場電影吧！生活可以簡單而優質！精簡的居住
加上便利的環境，讓您不再需要在車流中穿梭
，只需 「安步當車」 就可滿足您的衣食住行，

休閒和娛樂所需！當然，分分鐘就可以上高速
公路到休士頓其他地區！ 而且您還可以選擇乘
坐公共交通METRO BUS到休斯頓市區。

這個優質社區僅有的50戶, 在這個商圈內
不會再有獨立產權的住宅核可興建! 有兩種戶型
，一房一浴與兩房兩浴，目前我們也提供疫情

讓利，除了短期租賃服務，我們也提供 「蒂凱
佳苑」 買房優惠23萬5美元起，現在一樓單位
有量販優惠, 請不要錯過這難得的促銷期！。這
是聯禾地產獨家專案，剩餘戶數不多, 是你空巢
族, 年輕上班族或度假屋的選擇! 不要錯過，請
儘 速 聯 繫 聯 禾 地 產 的 經 紀 人 ， 或 打

713-630-8000，獲得更多信息！
聯禾地產在休士頓成立十多年，旗艦店位

於休士頓中國城的敦煌廣場入口處。作為凱蒂
亞洲城的獨家推廣代理地產服務商，聯禾地產
非常看好凱蒂亞洲城及其周邊區域，並於2018
年5月份，在凱蒂亞洲城開設第二間店面，以
嶄新的面貌迎接這片區域的無限發展，服務周
邊客戶。

歡迎您光臨聯禾地產洽談您的投資需求！
聯禾地產提供從住宅地產買賣投資，商業地產
投資開發，到物業管理一條龍服務，旗下經紀
人團隊專業且多元化,可以講國、英、台語，西
班牙語,韓語及越南語。負責人林承靜Josie Lin
女士，是資深優異的地產從業人士，榮獲過業
內多項大獎，並熱心公益事業，為美國華裔奮
鬥向上的典範。

「聯禾地產」 休士頓中國城敦煌廣場店：
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Ste118, Houston,
TX 77036, 電話：713-630-8000；凱蒂亞洲城
店：地址：23119 Colonial Pkwy, Unit A-1,
Katy 77449, 電話：346-387-9452

KATY Asian TownKATY Asian Town大學商圈全新大學商圈全新 「「蒂凱佳苑蒂凱佳苑」」 ,, 開放拎包入住開放拎包入住,, 開闊的環境開闊的環境,, 便利又安心便利又安心!!
金三角的優越地理位置金三角的優越地理位置，，步行可至優質商圈步行可至優質商圈,, 給您一個都市感的郊區生活給您一個都市感的郊區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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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0年年77月月77日日，，MDRTMDRT百萬圓桌會員資格百萬圓桌會員資格、、美國保險執照海美國保險執照海
外資產配置專家外資產配置專家 Angela WangAngela Wang創立的美國天使財富管理創立的美國天使財富管理(Angel(Angel
Wealth Management,AWM)Wealth Management,AWM)將在代理各類人壽保險將在代理各類人壽保險(Life Insur(Life Insur--
ance)ance)、、健康保險健康保險(Health Insurance)(Health Insurance)和年金和年金(Annuity)(Annuity)等領域展開服等領域展開服
務務。。其中美國革命性人壽保險產品生前利益萬全保其中美國革命性人壽保險產品生前利益萬全保，，涵蓋退休涵蓋退休
、、財稅財稅、、遺產壽險規劃遺產壽險規劃，，年金投資年金投資，，生前福利生前福利，，資產管理和教資產管理和教
育基金育基金；；最先進的指數型萬能險最先進的指數型萬能險IULIUL提供生有所養提供生有所養、、老有所依老有所依
、、病有所治病有所治、、殘有所保殘有所保、、失有所濟失有所濟、、逝有所留逝有所留、、投有所賺七合投有所賺七合
一的最好保障一的最好保障。。 AngelaAngela表示表示，，AWMAWM有資格在全美有資格在全美5050州代理超州代理超
過過200200家家AA，，A+,A+,100100年以上的保險公司產品年以上的保險公司產品。。

世界名人網首席攝影師世界名人網首席攝影師Tracy FengTracy Feng在攝影札記中寫道在攝影札記中寫道：：喜歡向喜歡向
日葵日葵。。喜歡她的謙遜喜歡她的謙遜，，當果實飽滿時當果實飽滿時，，她卻悄悄的低下了頭她卻悄悄的低下了頭；；
喜歡她的執著與專一喜歡她的執著與專一，，永遠向著太陽開放永遠向著太陽開放，，不離不棄不離不棄；；喜歡她喜歡她
蘊藏著的生命玄機蘊藏著的生命玄機，，在梵高的畫筆下在梵高的畫筆下，，令人充滿無限的想像令人充滿無限的想像。。
20202020年年77月月1818日日，，休斯敦的著名電視主持人董子天休斯敦的著名電視主持人董子天Sky DongSky Dong和和
休斯敦名演員休斯敦名演員Nancy XieNancy Xie來到休斯敦達拉斯之間埃利斯縣來到休斯敦達拉斯之間埃利斯縣(Ellis(Ellis
County)County)的向日葵田野莊園的向日葵田野莊園，，迎接夏之陽剛之美和即將到來的收迎接夏之陽剛之美和即將到來的收
穫季節穫季節，，在鄉間小道和高速公路邊妝點廣闊得州大地的一道亮在鄉間小道和高速公路邊妝點廣闊得州大地的一道亮
麗的風景線麗的風景線。。

20202020 年年 77 月月 1818 日下午日下午，，休斯敦市長西爾維斯特休斯敦市長西爾維斯特••特納特納(Sylvester(Sylvester
Turner)Turner)加入了市議員蒂芙尼加入了市議員蒂芙尼••托馬斯托馬斯(Tiffany Thomas)(Tiffany Thomas)和埃德和埃德••波波
拉德拉德(Ed Pollard)(Ed Pollard)，，在艾利芙學區在艾利芙學區(Alief ISD)(Alief ISD)分發食品和分發食品和 20202020 年人年人
口普查外展材料口普查外展材料。。國際區董事會主席李蔚華國際區董事會主席李蔚華，，西南區董事會主席西南區董事會主席
李雄和弗雷德李雄和弗雷德••班達拉副主席也在現場發放免費口罩班達拉副主席也在現場發放免費口罩、、紀念赫爾紀念赫爾
曼醫院系統提供的公共衛生曼醫院系統提供的公共衛生COVID-COVID-1919信息以及信息以及20202020年人口普年人口普
查信息和袋子查信息和袋子。。得州州警得州州警、、HPD WestsideHPD Westside分局派出的警員在現場分局派出的警員在現場
維持秩序維持秩序。。值得一提的是口罩和麵罩由美南傳媒董事長李蔚華值得一提的是口罩和麵罩由美南傳媒董事長李蔚華
(Wea Lee)(Wea Lee)，，西南區西南區，，休斯敦青商會休斯敦青商會JayceesJaycees和中華文化服務中心捐和中華文化服務中心捐
贈贈。。圖為美南電視主持人圖為美南電視主持人Sky DongSky Dong與世界名人網特約主持人與世界名人網特約主持人、、
IntoTheWorldIntoTheWorld創始人創始人Linda KimLinda Kim在採訪特納市長在採訪特納市長、、李雄主席李雄主席、、弗弗
雷德副主席後合影雷德副主席後合影。。

20202020年年77月月1919日上午日上午，，著名企業家著名企業家、、油畫家油畫家、、收藏家韓玉臣收藏的收藏家韓玉臣收藏的
巴比松畫派大師米勒的油畫珍品巴比松畫派大師米勒的油畫珍品《《休憩的牧羊女休憩的牧羊女》》揭幕儀式在河北揭幕儀式在河北
邯鄲韓玉臣美術館舉行邯鄲韓玉臣美術館舉行。。米勒作為法國近代繪畫史上最受人民愛戴米勒作為法國近代繪畫史上最受人民愛戴
的畫家的畫家，，因其聞名遐邇的代表作品因其聞名遐邇的代表作品《《播種者播種者》、《》、《拾穗拾穗》、《》、《牧羊牧羊
女女》、《》、《晚鐘晚鐘》》等被中國人熟知等被中國人熟知。。米勒的作品對後世產生了很大的米勒的作品對後世產生了很大的
影響影響，，萊爾米特萊爾米特、、梵高梵高、、達利等畫家作品中都有米勒油畫的痕跡達利等畫家作品中都有米勒油畫的痕跡。。
其作品其作品《《晚鐘晚鐘》》一度輾轉它國一度輾轉它國，，100100年前法國收藏家喬治年前法國收藏家喬治••肖夏爾肖夏爾
花巨資將其收購花巨資將其收購，，才最終回到法國才最終回到法國。。圖為邯鄲文化廣播旅遊局苑清圖為邯鄲文化廣播旅遊局苑清
民與韓玉臣一同為民與韓玉臣一同為《《休憩的牧羊女休憩的牧羊女》》揭幕揭幕。。

美國疫情一波未止美國疫情一波未止，，一波又起一波又起。。各大學校剛剛結束了網課各大學校剛剛結束了網課，，又迎又迎
來了虛擬夏令營來了虛擬夏令營。。 20202020年年77月月2121日日，，聞名中外的休斯敦周潔曉慧聞名中外的休斯敦周潔曉慧
舞蹈學校舞蹈學校J & H Dance SchoolJ & H Dance School著名舞蹈家高曉慧校長在上完一周網著名舞蹈家高曉慧校長在上完一周網
課的間隙課的間隙，，來到風景如畫來到風景如畫、、鳥語花香鳥語花香、、安寧靜謐的美國野生動物安寧靜謐的美國野生動物
保護區保護區，，獨處棧橋獨處棧橋，，遙望蘆葦遙望蘆葦，，品賞睡蓮品賞睡蓮，，聆聽雨聲聆聽雨聲，，在人跡罕在人跡罕
至的大自然中找到藝術的靈感至的大自然中找到藝術的靈感。。

梨城川之味梨城川之味(Szechuan Spice)(Szechuan Spice)在美國經濟重新開啟時在美國經濟重新開啟時
，，外賣生意火爆外賣生意火爆，，客人取外賣絡繹不絕客人取外賣絡繹不絕，，遵守遵守
CDCCDC規定規定，，進門有大瓶洗手液進門有大瓶洗手液，，每一桌均有小瓶每一桌均有小瓶
洗手液洗手液，，客人進門帶口罩客人進門帶口罩，，取外賣保持取外賣保持 66 尺距離尺距離
。。 20202020年年77月月2121日開放堂吃日開放堂吃2525%%，，主廚孫軍在寬主廚孫軍在寬
敞明亮的餐廳接受世界名人網特約主持人敞明亮的餐廳接受世界名人網特約主持人、、著名著名
室內設計師室內設計師、、地產黑馬地產黑馬、、川菜美食家何冰女士的川菜美食家何冰女士的
專訪專訪。。

20202020年年77月月2020日日，，IntoTheWorldLLC.comIntoTheWorldLLC.com創始人兼執行主任創始人兼執行主任LindaLinda
KimKim與參加夏令營的國際學生一起來到休斯敦市中心古老歷史的與參加夏令營的國際學生一起來到休斯敦市中心古老歷史的
發源地發源地Allan LandingAllan Landing，，曾經的市政府曾經的市政府、、太平洋鐵路火車站兼貨運碼太平洋鐵路火車站兼貨運碼
頭頭。。學習休斯敦作為貿易之都的發源地的學習休斯敦作為貿易之都的發源地的150150年曆史年曆史。。在休斯敦在休斯敦
““鎮鎮””The Town of HoustonThe Town of Houston的歷史古蹟前帶領同學們一起跳高的歷史古蹟前帶領同學們一起跳高，，
飛躍藍天飛躍藍天。。

20202020年年77月月1515日日，，大休斯敦地區美中合作委員會大休斯敦地區美中合作委員會(US China Partner)(US China Partner)主席主席、、福斯特移民律師事務福斯特移民律師事務
所所(Foster US & Global Immigration Services)(Foster US & Global Immigration Services)查爾斯查爾斯••福斯特福斯特(Charles Foster)(Charles Foster)律師律師、、董事陳燁董事陳燁(Lily(Lily
Foster)Foster)、、總裁范波總裁范波(Bo Fan)(Bo Fan)、、喬治布什美中關係基金會喬治布什美中關係基金會(George HW Bush Foundation for US Chi(George HW Bush Foundation for US Chi--
na Relations)na Relations)主席尼爾主席尼爾••布什布什(Neil Bush)(Neil Bush)一行將一行將50005000只只KNKN9595口罩捐獻給口罩捐獻給Medical BridgesMedical Bridges，，其中其中
20002000只用於得克薩斯本地的醫院來繼續支持與只用於得克薩斯本地的醫院來繼續支持與COVIDCOVID 1919的戰鬥的戰鬥，，另外另外30003000只將通過只將通過MedicalMedical
BridgesBridges用於支持世界各地發展中國家的抗疫用於支持世界各地發展中國家的抗疫。。首席執行官首席執行官Walter UlrichWalter Ulrich博士表示感謝博士表示感謝，，並表示並表示
Medical BridgesMedical Bridges是通過為診所和醫院提供所需的醫療用品和設備是通過為診所和醫院提供所需的醫療用品和設備，，改變生活和挽救生命的非營改變生活和挽救生命的非營
利組織利組織，，為全球貧困人口服務為全球貧困人口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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