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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健保亞裔資訊中心聯合健保亞裔資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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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家名店商家名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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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本地新聞

德州德州0808//1717最新疫情報告最新疫情報告
&& 疫情相關新聞疫情相關新聞

（（本報訊本報訊 ））截止到週一上午截止到週一上午,, 大休斯大休斯
敦地區病毒感染人數敦地區病毒感染人數 144461144461人人,, 17021702人死人死
亡亡,, 9403994039人痊癒人痊癒..德州感染人數德州感染人數 535042535042人人
，，99839983人死亡人死亡。。

哈瑞斯郡和哈瑞斯郡和
休斯頓的居民和休斯頓的居民和
房主今天可以開房主今天可以開
始申請房屋補助始申請房屋補助
項目項目，，哈瑞斯郡哈瑞斯郡
已經通過已經通過 25002500
萬美元的緊急租萬美元的緊急租
房補助項目房補助項目，，休休
斯頓市也為此項斯頓市也為此項
目提供了目提供了 20002000
萬美元萬美元。。房主可房主可
以從今天週一開以從今天週一開
始申請始申請，，租戶申租戶申

請從本月請從本月2424日開始日開始，，有七天時間用來申請有七天時間用來申請
。。申請人是指今年申請人是指今年44月月11日開始因租費產生日開始因租費產生
的罰金或者費用的罰金或者費用，，最高可申請到最高可申請到12001200元的元的
補助補助。。

美南金融美南金融 財富週報財富週報
盡覽金融市場動態盡覽金融市場動態，，探討投資理財策略探討投資理財策略

【【撰稿人：Yingying Xu, Financial Advisor, FINRAYingying Xu, Financial Advisor, FINRA
Registered Investment Advisor (RIA)Registered Investment Advisor (RIA)】】標普標普 500500 指數上指數上
週再次上漲週再次上漲，，收盤價接近歷史高點收盤價接近歷史高點。。儘管經濟改善的步伐正在放儘管經濟改善的步伐正在放
緩緩，，但經濟數據仍顯示出穩定的進展但經濟數據仍顯示出穩定的進展。。首次申請失業救濟人數自首次申請失業救濟人數自
33月以來第一次少於月以來第一次少於100100萬萬，，美國零售額在美國零售額在77月份繼續反彈月份繼續反彈，，超過超過
了疫情之前的水平了疫情之前的水平。。雖然國會的新一輪疫情財政援助談判仍缺乏雖然國會的新一輪疫情財政援助談判仍缺乏
進展進展，，市場短期風險增加市場短期風險增加，，但經濟基本面仍在合理地支持但經濟基本面仍在合理地支持。。截止截止
上週五上週五，，道瓊斯工業指數收盤道瓊斯工業指數收盤 2793127931 點點（（週漲幅週漲幅 11..88%%，，年跌幅年跌幅
22..11%%），），標普標普500500指數收盤指數收盤33733373點點（（週漲幅週漲幅00..66%%，，年漲幅年漲幅44..44%%））

，， 納斯達克收盤納斯達克收盤 1101911019 點點（（週漲幅週漲幅 00..11%%，，年漲幅年漲幅
2222..88%%）。）。

市場分析及投資建議：
股市令人印象深刻的表現使標普500指數在上週已接

近今年2月19日創下的歷史新高。隨著3月低點的50％反
彈，股市今年迄今已上漲4％。市場快速反彈重回曆史最
高水平，引發了投資者的疑問：經濟遠未擺脫困境，那
麼股市又如何如此迅速地複蘇呢？

如果市場正式超過2月份的高點，這將是過去50年的
第二快的熊市復蘇（僅次於1982年的快速反彈）。這反
映出本輪由於新冠病毒疫情導致的經濟衰退的獨特性。
自市場高峰以來，疫情造成了有史以來最快的熊市下跌
和異常嚴重的衰退。雖然經濟距離恢復疫情前的GDP水

平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股市的複蘇反映了投資市場對未來的前瞻
性，即2020餘下時間和2021年經濟將繼續復甦並且企業利潤反彈的
前景。此外，政策干預在本輪市場復甦中發揮了主導作用。迄今為
止，國會的財政減免一直有效地幫助填補了歷史性失業率上升造成
的收入差距。同時，美聯儲實施了史無前例的貨幣政策刺激措施
（降息、放貸便利、信貸市場支持、債券購買），這激發了市場的
樂觀情緒。

市場回漲程度已經相當不錯了，是否會有泡沫需要喘息？復甦
道路上的風險因素會導致市場波動。首先，經濟重新開放將在第三

季度產生相當大的GDP反彈，但重新開放的過程不會順利進行。上
周初申請失業金人數自3月以來首次跌破100萬。這種改善令人鼓舞
，但下一階段的勞動力市場恢復（從10％的失業率降至更低的水平
）將需要一些時間。當前國會圍繞新一輪家庭/企業救濟的談判陷入
僵局，儘管分析師認為國會將達成某種形式的折中方案，以提供額
外的財政援助，但拖延的時間越長，對經濟的潛在負面影響就越大
。展望未來，即將到來的選舉將為市場增加更多的不確定性和焦慮
感，儘管歷史表明，總統選舉並非市場表現的長期決定因素。

熊市轉牛市的初期經常會出現週期性地震盪。回顧過去50年最
近六次牛市的複蘇，第一年的平均回報率為44％。然而，牛市第一
年內，日跌幅超過5％甚至10％的情況也並不罕見。最近，2009年
的複蘇在第一年出現了3個5％的回調，在2010年夏天出現了16％的
回調。這些並沒有預示著瀕臨滅絕的牛市，而是強調了一個事實，
那就是即使在強勁的市場中，投資者也應該期待週期性的挫折。

令人鼓舞的是，股市目前已經彌補了2020年的損失。來自科技
行業的領軍地位倍受關注。納斯達克市場進入了歷史最高水平，蘋
果，微軟，亞馬遜，Facebook和谷歌這五個大市值科技股自3月23
日谷底以來平均上漲了68％。對美國國內經濟趨勢更為敏感的小型
股票已開始興起，而國際（尤其是新興市場）股票最近有所改善，
反映出全球市場出現了一些早期但令人鼓舞的跡象。除了科技行業
，工業和金融領域的表現要好於其他行業。資產類別和行業廣泛組
合的多元化可以使投資者更好地定位長期牛市，同時也有助於抵禦
市場波動。

以下是其他當地新以下是其他當地新::
川普總統已經宣布新的白宮疫情團隊的負責人川普總統已經宣布新的白宮疫情團隊的負責人Scott Atlas,Scott Atlas,，，外界表示外界表示

，，總統和這位醫生觀點一致總統和這位醫生觀點一致，，由於前任傳染病專家福奇在防疫問題上和川由於前任傳染病專家福奇在防疫問題上和川
普意見多有分歧普意見多有分歧，，因此因此，，此次此次，，新專家上任也令公眾拭目以待新專家上任也令公眾拭目以待，，但根據報但根據報
導稱導稱，，這位新上任的醫生並有沒有傳染病醫療方面的經驗這位新上任的醫生並有沒有傳染病醫療方面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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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

綜合經濟

信用卡套現、“擼卡”壹族日前再

遭“重擊”。光大、中信等銀行信用卡

中心發布“禁令”，劍指信用卡資金用

於購房、投資、理財、股票等禁止性領

域。

業內人士表示，針對信用卡客戶違

規行為，銀行將采取降額、鎖卡等管控

措施。專家認為，銀行信用卡業務過去

幾年爆發式增長，目前資產質量風險逐

步暴露，業務發展面臨拐點。

將采取管控措施
光大銀行信用卡中心8月11日發布

公告稱，個人信用卡僅限持卡人本人日

常消費使用，信用卡資金不能用於生產

經營、固定資產投資、股權投資、套現

等非消費領域，包括購房、投資、理財

、股票、其他權益性投資及其他禁止性

領域等。如光大銀行信用卡開展超出信

用卡正常資金用途之外的交易，可能導

致交易失敗，光大銀行將采取包括但不

限於降額、止付、凍結、鎖卡等管控措

施。持卡人應正確認識信用卡功能，合

理使用信用卡，樹立科學消費觀念，理

性消費、適度透支。

在此之前，中信銀行、平安銀行等

信用卡中心也在7月發布類似公告，嚴

禁信用卡持卡人以任何套現、欺詐、惡

意刷單等違法或虛假消費套取銀行信貸

資金、積分等。

記者註意到，早在5月、6月就有不

少信用卡“擼卡”壹族因違規套現等原

因，被銀行 人零售端業務成風險管控重

點，預計後續將有更多銀行信用卡部門

采取類似舉措。

監管警示風險
銀保監會消保局此前警示稱，有

消費者將信用卡借款違規用於房地產

、證券、基金、理財等非消費領域，

放大資金杠桿，易導致個人或家庭財

務不可持續，也會致使金融機構風險

累積。

銀保監會日前披露的 2020 年銀行

機構市場亂象整治“回頭看”工作要

點中，“信用卡業務虛增客戶償債能

力或違反‘剛性扣減’規定，突破總

授信額度上限管控；預借現金業務額度

設置過高，不符合審慎管理要求，資金

用途管控不力，違規流向非消費領域”

等被點名。

實際上，下半年以來多家銀行因

信用卡業務違規吃罰單。上海銀保監

局8月披露的罰單顯示，交通銀行太平

洋信用卡中心因 2019 年 6 月對某客戶

個人信息未盡安全保護義務，以及

2019年 5月、7月對部分信用卡催收外

包管理嚴重不審慎被罰100萬元。招商

銀行信用卡中心因 2019 年 7 月對某客

戶個人信息未盡安全保護義務，以及

2014 年 12 月至 2019 年 5月對某信用卡

申請人資信水平調查嚴重不審慎被罰

100萬元。

廣東銀保監局7月披露的罰單顯示

，廣發銀行因信用卡“財智金”業務貸

後管理嚴重違反審慎經營規則等案由

領罰 220 萬元；廣發銀行信用卡中心

因未向持卡人披露信用卡總授信額度

信息、未審慎設定信用卡預借現金業

務授信額度、以全程自助發卡方式辦

理客戶首張信用卡、未有效履行信用

卡客戶身份識別義務等案由被罰 180

萬元。

面臨業務拐點
在疫情影響之下，壹度作為優質資

產的信用卡業務風險率先暴露。今年上

半年，多家銀行信用卡和消費貸不良貸

款率有所上升。不少專家和分析人士認

為，銀行信用卡業務面臨拐點，“跑馬

圈地”時代走向終結，未來應加快步入

精細化管理階段。

天風證券銀行業首席分析師廖誌明

表示，經過過去十余年高速發展，信用

卡業務競爭已十分激烈，且存量信用卡

貸款規模較大，增速明顯下滑。可以說

，國內信用卡業務已告別黃金時代。自

2018年初以來，我國信用卡貸款增速持

續下降，由2018年壹季度的35.8%下滑

至2020年壹季度的4.0%。

廖誌明認為，隨著我國居民消費意

識的轉變和城鎮化率的提升，未來消費

信貸需求有望平穩增長，信用卡行業將

進入穩健發展階段。

麥肯錫全球董事合夥人周寧人表

示，過去幾年信用卡發卡量持續爆發增

長，很多銀行信用卡業務都面臨拐點，

風險逐步暴露。上半年受疫情影響，銀

行信用卡業務受到很大沖擊，催收壓力

節節高升。過去，信用卡業務以發卡為

導向，通過分期業務帶動收入。未來，

信用卡業務要實現高質量發展還有許多

工作可以做。

具體來看，周寧人表示，壹是做

活中高端、存量客戶。信用卡產品很

難進壹步差異化，需經營客戶，打通

銀行內部資源、產品、渠道，做好客

戶分層和畫像，實現分層級的產品和

權益體系，向客戶推送完整的產品組

合。二是做強風控，國內銀行在風險

、催收、預警體系方面還相對欠缺。

三是在數字化和金融科技背景下，要

提升客戶體驗，信用卡應更好地和生

活場景相融合。四是打通行內資源，

過去信用卡主要依靠自營團隊，現在

與分行、網點互動，更好地利用行內

的經營渠道來節約產能，提升綜合營

銷效率，也是信用卡進壹步精細化管

理的方向。

多銀行發布信用卡禁令
劍指資金違規買房炒股

下半年經濟開局暖意濃 7月投資消費復蘇再提速
綜合報導 國家統計局發布主要宏觀經濟數

據。近日密集發布的壹系列指標快速回升，彰

顯下半年經濟開局濃厚暖意。機構普遍預計，

7 月生產和需求復蘇再提速，投資和工業增加

值延續回升態勢，社零增速有望實現年內首次

轉正。

7月是觀察下半年經濟走勢的重要時間窗口。

近日發布的多個先行指標快速回升，釋放更多積極

信號：7月制造業PMI錄得51.1%，環比上升0.2個

百分點，延續穩中有升走勢，連續五個月處於擴張

區間；7月挖掘機銷量大增55%，再超市場預期；7

月快遞發展規模指數為272.4，同比增長28.2%；7

月末廣義貨幣(M2)余額 212.55萬億元，同比增長

10.7%……

不少機構均看好7月經濟數據。“主要領域投

資增速繼續回升，基建投資增速將轉正。”中信建

投證券研究發展部聯席負責人黃文濤指出，7月建

築業PMI高位回升，表明基建項目加快推進，建築

業工程量保持較快增長，預計1至7月基建投資(不

含電力)同比增速在1.5%左右。興業銀行首席經濟

學家魯政委表示，制造業投資方面，近期需求改善

好於預期，工業企業利潤亦明顯回升，7月制造業

投資同比有望繼續提高。

消費方面，交通銀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員

唐建偉表示，7月以來零售行業指數顯著回升，互

聯網零售指數持續走高。7月下旬，電影與娛樂業

指數出現上漲。預計當月消費同比增速回升到2%

左右，今年以來首次回正。

浙商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超表示，7月經濟

延續確定性復蘇。復工復產基本完成後，需求

端也漸漸企穩。壹方面，國內大循環已基本暢

通，PMI新訂單指數連續回升，基建投資延續回

升態勢，內需企穩向好；另壹方面，國內大循

環的良性表現有助於發揮我國供給能力優勢，

促進國內產業鏈的升級換代，凈出口有望持續

拉動經濟增長。

2020年8月17日（星期一）3 產經兩
地

■責任編輯：何佩珊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譚旻煦、丁樹勇雲南硯山報道

“新的痺虱

菜（當地人稱魚

腥草為痺虱菜）

上市了，每斤的

收購價達到 5元

（人民幣，下同），近十年來都沒有賣到這麼高的

價格呢。”近日，雲南文山州硯山縣稼衣鎮新寨村

委會拉白村楊開華給記者發來一段視頻，高興地說

道。今年由於乾旱影響，加之魚腥草功效在新冠肺

炎防治中被人們認可，價格節節攀升，拉白村全村

村民種植了1,000多畝魚腥草，今年

收穫頗豐，臉上都掛着笑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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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具防疫功效 售價10年最高

有片看

今年魚腥草的價格為何會成為十年來最
高？當地主管部門及種植戶表示，主要原因應
是年初起各地陸續出現的新冠疫情。市場人士
推測，在新冠疫情的防治中，大家對於具有清
熱解毒、增加抵抗力等效力的中藥分外關注，
魚腥草的名氣也隨之變得更大，購買的人多了
起來，也成為推高價格的一個原因。

硯山縣拉白村從1993年左右就有人開始嘗
試種植魚腥草，當時拿到市場上可以賣到0.8元
（人民幣，下同）一斤，這個價格已經超出了
其他農作物的售價，然後大家就紛紛跟種了
起來，那兩年最高的時候賣到1.5元。後來種的
人多了，又沒有人統一來收，價格一下就跌到
只有幾毛錢。種的人又少了。

到了1997年，一名四川商人來到村子裏
說是讓大家種魚腥草，他來收，還帶來了新
的品種，大家就又開始種起來。由於新的品
種種出來的魚腥草比原來粗，洗出來又白又
好看，市場上賣得很好，以前種辣椒、玉米
的都開始種起了魚腥草。

拉白村曾成小康示範村
楊開華介紹，後來村裏還成立了魚腥草種

植協會，許多原來在外打工的人都回來種魚腥
草，收入還超過了在外打工。發展到現在已經
是全村都種了。魚腥草還成為他們村子裏致富
的農產品，在2008年拉白村就被評為小康示範
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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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魚腥草價格魚腥草價格
今年以來節節今年以來節節
攀升攀升，，創下十創下十
年最高年最高。。

楊開華所在的拉白村一共有78戶，372人，他印
象當中，在他很小的時候村裏就開始種植魚腥

草。作為拉白村村民小組組長的他告訴香港文匯報
記者，現在全村種植的魚腥草面積達到了1,000畝，
今年價格賣得特別好，一市斤一直都沒低過2元，三
四月份之後，價格更是噌噌地往上漲，差不多可以
賣到5元，這個價格一直從5月份持續到了現在。

一畝地收入可達3萬元
“今年我家種了30畝，這些天開始採收出售

了，價格每斤差不多維持在5元錢。”楊開華笑
說。他給記者算了一筆賬，一畝地種植成本大約
5,000元，其中包括400斤種子的成本1,000元；肥料
成本1,500元左右；需要覆蓋在上面的桔梗桿約
1,000元；滴灌裝置500元可以用四年，每年大概
125元；還有電費300元。至於人工成本，楊開華說
大家基本上都是自己做，平時就是除草之類的，採
收的時候也基本上自己做，如果請人做的話，人工
大概1,100元。

“從收成來看，一畝地大概可以收 6,000 到
7,000斤，按照現在的收購價格，一畝地的魚腥草收
入可以有3萬到3.5萬元，除去成本純收入可達到2.5
萬到3萬元。”

不過魚腥草也並不是每年都能種，土地必須要
輪作，比如今年採收了魚腥草之後，就不能再接
種。而農戶一般會選擇種植薑、辣椒等作物，隔一
年後才可再種魚腥草。

在自家房屋門前，高自能和妻子正在給已經採

收和清洗過的魚腥草打包。“這一袋能有400斤，裝
好之後我把它送到村裏的集中收購點就可以了，那
裏有專門的代辦統一收購，今天我家一共要送去兩
袋。”

寧種魚腥草 不用外出打工
高自能今年38歲，家裏有4口人，兩個孩子一

個10歲一個16歲還在上學，家裏去年一共種了15畝
魚腥草，今年四五月份的時候開始採收出售，一開
始一斤賣3.5元，“當時我覺得這個價格已經很好
了，但是之後賣到了5塊”，高自能都有些後悔賣早
了。但是對於一斤大概成本1元錢來算，種魚腥草還
是賺了。

高自能說，家裏一直是種魚腥草，由於這些年
價格都比較好，家裏的收入靠這個已經是綽綽有
餘，所以自己從來也沒有外出去打過工，家裏也種
辣椒等。一畝辣椒產量大約2,000到4,000斤，價格
好的話一斤可以賣3到4元，算下來最賺錢的還是魚
腥草。對外銷售也基本上不用種植戶操心，一年四
季基本上都會有代辦到村裏收魚腥草，這些人來自
文山、昆明、廣西等地，很多都是熟人，“他們說
收多少，就是多少了，合作了很多年，他們也不會
坑我們。”楊開華告訴記者。

據種植戶介紹，代辦大概會告訴村裏這幾天需
要多少貨，然後村裏會給各家各戶大致分配一下，
比如今天高自能家就分配到2袋，其他家庭可能會明
天或者後天負責供貨，這樣既可保證貨源，也保障
了村裏各家各戶魚腥草的銷售。

雲南省文山州硯山縣拉白村
◆人口數量： 78戶 352人
◆總耕地面積：2,081.8畝，人均5.9畝
◆主要作物： 魚腥草（主要作物）、

蔬菜、辣椒、姜、水稻
及玉米

◆種植面積： 魚腥草964畝 (2019年)
◆總產值： 681萬元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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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新聞

休城社區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在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喬在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喬··拜登宣布參議員卡瑪拉拜登宣布參議員卡瑪拉··哈里斯哈里斯（（KamalaKamala
HarrisHarris））擔任民主黨副總統候選人一起參加美國擔任民主黨副總統候選人一起參加美國20202020總統競選之後總統競選之後，，一名一名NBANBA資深攝影師公佈了資深攝影師公佈了
哈里斯的競選段子哈里斯的競選段子，，NBANBA宣布解僱他的攝影師職位宣布解僱他的攝影師職位。。

據據《《今日美國今日美國》（》（USA TodayUSA Today））報導報導，，休斯敦籍的攝影師比爾休斯敦籍的攝影師比爾··巴布蒂斯特巴布蒂斯特（（Bill BaptistBill Baptist））為為
休斯敦火箭隊工作了休斯敦火箭隊工作了3030多年多年，， 段子內寫著段子內寫著““Joe and the HoeJoe and the Hoe”。”。

WNBAWNBA名人堂名人名人堂名人、、金牌得主謝麗爾金牌得主謝麗爾··斯沃普斯斯沃普斯（（Sheryl SwoopesSheryl Swoopes））在周三的在周三的FacebookFacebook帖子帖子
中指責巴布蒂斯特中指責巴布蒂斯特““不值得尊重不值得尊重”” ，，並說並說：“：“他需要離開他需要離開。”。”

““此人為此人為NBANBA效力效力，，包括效力於休斯敦火箭隊包括效力於休斯敦火箭隊，，甚至為休斯敦彗星隊工作甚至為休斯敦彗星隊工作，，已經有很長一段已經有很長一段
時間了時間了。。 人們如何看到您臉上的微笑人們如何看到您臉上的微笑，，但最終他們的本色會顯示出來但最終他們的本色會顯示出來，，真是令人驚訝真是令人驚訝。。 @NBA@NBA
和休斯敦火箭和休斯敦火箭，，他要離開他要離開！！！！！！巴布蒂斯特太無禮了巴布蒂斯特太無禮了！！對您感到羞恥對您感到羞恥！”！”

一位匿名消息人士從一位匿名消息人士從《《今日美國今日美國》》體育欄目證實體育欄目證實，，巴布蒂斯特已從奧蘭多的巴布蒂斯特已從奧蘭多的NBANBA泡沫攝影師泡沫攝影師
名單中撤出並離開了名單中撤出並離開了NBANBA。。

擔任休斯頓火箭隊獨立承包商的巴布蒂斯特在一份向休斯敦當地媒體的聲明中公開道歉擔任休斯頓火箭隊獨立承包商的巴布蒂斯特在一份向休斯敦當地媒體的聲明中公開道歉。。
巴布蒂斯特說巴布蒂斯特說：“：“我深感遺憾我深感遺憾，，在我的在我的FacebookFacebook頁面上張貼了一個我看到並從其他人那裡複頁面上張貼了一個我看到並從其他人那裡複

製來的短語製來的短語，，以作為某些人對拜登選擇參議員哈里斯作為副總統的反應的樣本以作為某些人對拜登選擇參議員哈里斯作為副總統的反應的樣本，，完全沒有個人觀完全沒有個人觀
點點。”。”

他補充說他補充說：“：“我本來應該對別人發表的聲明不那麼敏感我本來應該對別人發表的聲明不那麼敏感，”，” ““我對所有受到冒犯的人表示誠我對所有受到冒犯的人表示誠
摯的歉意摯的歉意，，並將帖子從我的並將帖子從我的FBFB頁面刪除頁面刪除。。我這是一個可怕的錯誤我這是一個可怕的錯誤。”。”

（（圖片來自網絡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版權歸原作者））

NBANBA攝影師因張貼卡瑪拉攝影師因張貼卡瑪拉··哈里斯哈里斯
的段子乾擾選舉而遭解僱的段子乾擾選舉而遭解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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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紛紛開學學校紛紛開學學校紛紛開學學校紛紛開學﹐﹐﹐﹐德州各地學校都採取了哪些德州各地學校都採取了哪些德州各地學校都採取了哪些德州各地學校都採取了哪些防疫措施防疫措施防疫措施防疫措施﹖﹖﹖﹖

從8月17日開始﹐休斯頓地區九個學區中大約19萬
6000名學生將展開新學年﹐大多數學生將接受虛擬課
程﹐但有些學校的學生將會返回校園﹒不論是否哪一
種選擇﹐都需要面臨極大挑戰﹐好比說進行虛擬教學的
學校﹐要備好設備﹑網速﹐還要確保學生都能有效地學
習參與﹒

(Photo courtesy of Kate Kargbo)
而選擇面對面上課的學校﹐則要評估如何追蹤每個學
生的動向﹑進行社交距離﹐以及敦促學生勤洗手﹑消毒
殺菌等手續﹒有些學校選擇將教室移到更寬廣的體育
場﹑有些則在學生入校前都要進行量體溫﹐甚至包括校
車上﹐也要安裝隔離板﹐學校們各出奇招﹐為的就是能
讓師生都有一個安全無虞的學習環境﹒

(Photo courtesy of the Original Soft Shield.)

(Photo courtesy of Maybe I'll Shower Today)

（Photo courtesy of Tenby Schools Ipoh）
對於德州州政府執意開學﹐也引起了各地學區與許多
家長的不滿﹒CyFair Texas AFT上週五在哈裏斯郡地
方法院贏得了一場官司﹐該地區法官允許老師在9月
學校重新開放之前﹐不用進行在校培訓﹒在訴訟中﹐教
師們列舉了有關冠狀病毒大流行的眾多健康隱憂﹒然
而﹐這場勝利可能只是短暫的﹐德州總檢察長肯·帕克
斯頓（Ken Paxton）表示﹐地方政府無權淩駕州政府所
頒布的命令﹒

帕克斯頓提出了一份聲明﹐內容中指出地區法官的這
項命令是不合法的﹐甚至逾越了職權﹒聲明中指出﹕

「週五本來應該是Cy-Fair學區教師和職員回到學校的
日子﹐他們本該為新學期的到來和學生返校作好準備﹐
但法院非法地根據教師工會的要求﹐下令關閉校園﹒
法院的這項命令逾越了司法權力﹐並違背了德州的法
律﹒」帕克斯頓還指出﹕「教師公會沒有權力淩駕於（州
政府）要讓學生安全重返學校的決定﹒」

（Photo courtesy of Tenby Schools Ipoh）
是否復學意見兩極是否復學意見兩極﹐﹐各族裔間想得不一樣各族裔間想得不一樣
美金榜教育集團負責人何甌指出﹐目前公立﹑私立學校
等的應對開學的方式也不盡相同﹐公立學校學生比較
多﹐因此大多認為重新開放實體授課操之過急﹔私立學
校人數較少﹐有許多都已經確定恢復上課﹒
何甌也指出﹐目前聽到學生的反應也十分兩極﹐有人認
為網課效果不彰﹑有些家庭責任回學校不安全﹐各種情
況都有﹐家長也很難做決定﹒值得留意的是﹐亞裔許多
都傾向網課﹐而西裔與非裔多希望孩子能回校上課﹒
旅美資深社會觀察家楊勁濤指出﹐華人非常重視華裔
教育﹐但目前面臨的疫情的挑戰﹐返回學校的確是不安
全的選擇﹐就如大聯盟才爆發沒多久﹐就出現新冠肺炎
確診潮﹐不但工作人員確診﹐就連教練團也有人中鏢﹒
休斯頓資深律師陳文﹐孩子們的自我約束能力不如大
人﹐保不定就有一個學校報發群體感染﹐到時結果無人
樂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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