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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州最低价

活龙虾‘活大蟹、新鲜的蜗牛
马尼拉蛤蜊，zazor蛤蜊

各种新鲜蔬菜 豆腐、水饺
各种泡面、
老干妈调料

供应各种火锅用
牛羊肉、佐料

各种新鲜猪肉、牛
肉、鸡肉特价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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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令营-

详见A11版

The Summit helps drive 

success for immigrant-

owned businesses. Join our 

educational workshops to 

make connections and learn 

ways to accelerate your 

business. Minorities and 

those new to business are 

encouraged to attend. 

Let’s grow together!

Catherine Tran  |  catherine@iesusa.org  |  (515) 732-8433

www.iesusa.org
Go to Upcoming Event page,  
Register for Minnesota IES 
Or scan the QR code to enter the 
Eventbrite.com at  
https://2020iesmn.eventbrite.com.

(515) 732-8433
Speak to Catherine and make credit card payment

Embassy Suites by Hilton 
Bloomington 

2800 American Blvd. West

04.18.20

Register 
now! 

MINNESOTA

Awards recognizing outstanding 
immigrant-owned businesses

Business exhibitors and 
networking

9 coveted business seminars
1. Doing Business with an ITIN

2. Small Business Financing

3. Avoiding Legal Traps in Business

4. How NOT to be audited

5. Surviving as a New Real Estate Agent

6. Begin Investing and Trading

7. MN Labor Laws and Compliance

8. Financial Efficiencies for Your Business

9. Internet Marketing Strategies

 Join our work through sponsorship. Exhibit table: $500

2月27日上午，广州医科大学举办疫情
防控专场新闻通气会。会上，国家卫健委高
级别专家组组长、国家呼吸系统疾病临床医
学研究中心主任钟南山院士介绍了目前新
冠状病毒肺炎的一些基本情况。以下为钟
南山谈话要点。

谈疫情控制：有信心四月底基本控制疫情
27日，钟南山院士在广州医科大学疫情

防控专场新闻通气会上表示，“根据我们团
队在传统模型基础上加上影响因素，国家强
力干预和春节后的回程高峰消除后，预测高
峰应该在2月中接近2月底。到了2月15
日，数字果然下来了。我们更接近国外权威
的预测值。我们有信心，四月底基本控制。”

谈病情反复：治愈患者一般不会出现再感染
钟南山回应出院者复检核酸呈阳性：治

愈患者一般不会出现再感染。如果病人体
内出现足够量的抗体，一般病人不会再感
染，这是规律，至于肠道粪便里有残余，还会
不会再传染其他人，这是我们有待观察的。

谈武汉：对武汉的疑似病人，迫在眉睫的是
诊断。武汉之外的城市并没有出现大规模
爆发

钟南山表示，在武汉大量的疑似病人，
迫在眉睫的是诊断。在美国大量的流感病
人也出现了死亡，我们加速了研发和临床验
证。如何在短时间鉴别新冠病毒和流感，这
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是要考虑怎样更好
确诊，除了核酸检测以外，还给他做IgM抗
体，对疑似病人进行 IgM是很好的辅助手
段。

武汉出现了大规模爆发，但是在其他城
市，并不是大规模的爆发。这与以往传染性
很高的疫情很不一样。我们看起来，一个人
能传染大概2-3人之间，说明传染的很快。
严重的病情传染性还会更强。

谈新冠肺炎药物：一个月能够研发出针对新
冠肺炎的新药是不可能的

钟南山表示，在十几天、二十天甚至一
个月能够研发出针对新冠肺炎的新药是不
可能的，需要进行持续的科学研究。

在预防方面，钟南山表示目前也组织了
多组治疗方案。一些重要的治疗方案病毒
转移的时间都是在5-7、8天，不会超过10
天。“大敌当天，用现有的安全的药是完全对
的，空白对照在医学伦理上也说不过去。这
些药物方案，我们初步观察磷酸氯喹的治疗
效果好一些，但是还有待观察。接下来会进
行认真的对照实验。”
谈经验：建议疫情发展较快的国家参考中国
的处置方式和经验，早发现早隔离。本周末
将向欧洲呼吸学会做视频报告介绍中国经
验

下转A4版

钟南山：有信心四月底基本控制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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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西美西贷款华人贷款华人首选首选

利率走低，莫失Refi良机！欢迎来电咨询，总会有一份惊喜！！
Address：1864 Berkshire Ln N，Plymouth，MN 55441 Office：952-400-6888

● 屡获连年放款业绩和

质量嘉奖

● 高效、准时、诚信

● 零费用低费用贷款和

最有竞争力的利率方案使

我们成为华人首选的贷款

公司

柳福生／Fisher Liu NMLS#1468867
952-400-6886(O)
612-695-8909(C)

Fisher.Liu@uswestfinancial.com

刘芳／Flora Liu NMLS#1440542
952-400-6883(O)
612-361-9318(C)

fliu@uswestfinancial.com

颜林／Lin Yan NMLS#327834
952-400-6881(O)
651-428-0889(C)

lyan@uswestfinancial.com

● 最强专业团队

● 最大市场份额

● 最长可溯历史

● 最爱客户信赖

● 最佳贷款方案



明 州 新 闻 和 报 刊 摘 译
Amy Klobuchar,

民主党总统预选---内华达州

在 2020年美国民主党总统提名竞争
中，内华达州已经开始提前投票。这是在
漫长的州党团会议和党内初选中第三次
选出候选人。

明州联邦参议员Amy Klobuchar在新
罕布什尔州获得第三名。她也希望在2月
29日南卡罗来纳州的初选前，在内华达州
的投票中获得新的力量。但选举结果令
人失望。

来自明尼阿波利斯的44岁教师Eliza⁃
beth Weilandgruber说，尽管内华达州的结
局令人失望，但她对参议员Klobuchar的前
景"仍然乐观"。她说：“我认为，越来越多
的人了解她，听到她要说什么，她能代表
什么，更多的人会意识到她是一个多么伟
大的候选人。”

Bernie Sanders在内华达州的总统预
选中取得了大胜，巩固了他作为民主党全
国领先者的地位，但围绕他是否过于自由
而无法击败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的紧张局
势升级。

Joe Biden紧随其后，Pete Buttigieg名
列第三，Elizabeth Warren名列第四，Klobu⁃
char紧随其后，获得第五名。他们都承诺
继续参加竞选，因为初选将于本周六前往
南卡罗来纳州，超级星期二的14个州将于
3月3日投票。

在初步结果之后，Klobuchar回到明尼
阿波利斯对她的支持者说：她要把注意力
集中在关键的3月3日“超级星期二”的竞
选上，其中包括明尼苏达州和其他 14个
州。

Klobuchar在离开内华达州前对记者
说，在爱荷华州和新罕布什尔州的竞选
中，她"很快地在这里和其他地方"部署了
工作人员，这增强了她进入顶级竞争者的
希望。

这五位候选人虽然在早期的竞选中
名列前茅。但到了 3月 3日，他们都将面
临一个新的挑战者，前纽约市长、亿万富
翁：Michael R. Bloomberg。这一天被称为

“超级星期二”，14个州的民主党人将进行
党内初选投票。

参 议 员 Amy Klobuchar 表 示 ：“ 他
(Bloomberg)不能只是躲在电视广播背后。
我不能在电视广播上打败他，但我可以在
辩论舞台击败他。我认为美国人民应该
享有那个机会，以便让他们做出决定。”

明尼亚波利斯“联邦储备银行”
总裁评“新冠疫情”

明尼亚波利斯联邦储备银行总裁卡
什卡利周三表示，他以”怀疑的眼光”看待
显示中国新冠疫情扩散势头可能正放缓
的数据，且表示，美国经济不可能不受疫
情的影响。新冠疫情已经使中国部分经
济陷入停滞。

“中国经济是一个巨大的引擎，”卡什
卡利说，”如果疫情持续下去，我们不太可
能完全不受这种在亚洲的病毒的经济影
响。”

卡什卡利表示，美联储可能维持利率
不变直到2020年年中，但之后可能需要降
息。他指出中国的新冠病毒疫情是美国
经济的一个潜在风险。

“如果我猜测，我猜测我们可能会在
未来三个月、六个月，甚至更长时间维持
利率不变，”卡什卡利在明尼苏达州的一
个研讨会上说。

“但如果我猜(美联储)下一步行动是
什么，我预计最有可能的下一个行动将会
降息，而不是升息，因为我们目前非常接
近中性利率，有很多冲击全球经济的因素
将可能打击美国经济，将需要降低利率。”

他说，其中一个冲击可能来自冠状病
毒疫情的影响。在中国，冠状病毒已造成
2,000多人死亡，逾 7.4万人受到感染，且
导致许多城市的工业生产放缓或暂停营
运。

尽管中国政府报告新增感染病例有
所减少，但卡什卡利说，他以”有些怀疑的
眼光”看待这些数据。

美联储的大多数决策者也发出了类
似的警告，他们表示，疫情蔓延，以及通过
限制旅行和其他方式遏制疫情的努力，可
能会扰乱全球供应链，且包括苹果公司在
内的一些美国公司已经表示，预计其获利
将因此下滑。

卡什卡利表示，病毒疫情的影响可能
带来负面的”冲击”，迫使美联储将利率从
目前的目标区间1.5%-1.75%下调。

明尼苏达金属回收厂发生大火

明州一个金属回收厂发生大火，大火
已持续燃烧超过 24小时。当地消防员漏

夜灭火，但火势仍未得到控制。
滚滚浓烟腾空而起，笼罩整个天空。

多辆消防车赶往现场灭火，不过火势一发
不可收，消防员经过一夜努力，大火还是
继续延烧。

火势相信是从一堆报废车辆底部烧
起。消防部门已向多个相关部门求助。
警方呼吁居住在附近的居民，尤其是患有
呼吸道疾病的人，待在室内避免外出，或
暂时撤离到其他地区。

据了解，出事的工厂因导致严重污染
和谎报污染指数，曾在去年接到封厂指
令，从明尼阿波利斯市搬到贝克县。事发
原因还在调查中。

冰雪消融，到明尼苏达体验
“山间骑行”

明州的冬季，自行车公路每年都会吸
引众多游客，其中最著名的是Cuyuna铁矿
区(Cuyuna Iron Range )的车道。Cuyuna铁
矿区曾是该地的主要经济推动力，但矿井
早在1984年就关闭了。

在过去的10年中，随着山地自行车车
道的重建，人们再次来到Cuyuna，这个地
区也成为了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国际山地
自行车协会骑行中心之一。自行车车道
位于明尼苏达州中部，在岩石山间，环绕
着湖泊，蜿蜒穿过山丘、树林和桥梁。

车道从简单到极难包括不同级别，可
以满足各种水平的骑行爱好者。围绕亨
廷顿矿山湖的 6英里的环路车道，相对简
单轻松，适合初次尝试者；水平更高的骑
手喜欢在Yawkey车道骑行；人气最高的是
Bobsled车道，从一个陡峭的山脊开始，途
中可以俯瞰Yawkey Mine湖，然后沿着小
径进入树林，再以极快的速度回到谷底，
非常刺激。

尸体腐烂无人发现
尸油渗到楼下住户

明尼苏达一名男子近日发现:天花板
有不明液体留下来，还散发着巨大的恶臭
味。原本以为只是楼上住户漏水。物业
维修上门后竟发现，楼上住户已经去世整
整一周，而流下来的竟是腐烂尸体的尸
油。

AJ McCrady一天惊恐地发现从楼上
不断流下来暗红色的液体，将自己的墙面
污染不仅颜色看起来很可疑，而且气味恶
心又巨臭。麦克奎迪一直以为是楼上住
户浴室或厕所流下来的污水。但这个气
味实在无法忍受，于是打电话给维修人员
来检查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由于维修工
一直敲不开楼上住户的门，无法进屋查
看，于是先到麦克奎迪客厅里拭擦了一点
污渍查看，结果认为情形可疑。

警方接报后入室查看，震惊得发现楼
上竟有一具死尸，正是该户住客，死亡时

间据推算已逾一周。
根据警方调查，现场没有任何可疑之

处，因此推测：独居的房客应为睡梦中自
然死亡，但始终无人发现。直到尸体腐烂
后，尸油渗到楼下住户的房屋中，让麦克
奎迪以为天花板漏水。所以那些恶心巨
臭的暗黑液体，就是从邻居尸体流出的

“尸油”！
这简直就是一个惊悚短篇小说《消失

的邻居》！！！
McCrady表示“我的公寓最近很恐怖，

当时根本想不到是邻居去世了，而且整整
一个周没人发现。现在回想起来仍觉得
毛骨悚然。”

不过想想这邻居也很可怜了，消失了
这么久也没人关心问候，就连告别了这个
世界也以这样难堪的方式告诉别人。过
真得是超级超级恐怖了，不管谁遇到这样
的事，想必好多天吃不下饭了。

明大研究人员发现：
地中海饮食可以延长寿命

明尼阿波利斯2020年2月21日电：明
尼苏达大学医学院的研究人员发现了饮
食影响衰老相关疾病的潜在新途径。

医学和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和生物
物理学系的教授Doug Mashek领导的一组
研究人员发现，地中海饮食中的橄榄油可
能是延长寿命和减轻与衰老相关的疾病
的关键。在过去的八年中，在美国国立卫
生研究院的多项资助下，他们的研究结果
最近发表在《分子细胞》上。

饮食方面的早期研究表明，红酒是地
中海饮食健康益处的主要贡献者，因为它
含有一种称为白藜芦醇的化合物，该化合
物激活了已知的细胞中的某种途径，该途
径可延长寿命并预防与衰老相关的疾
病。但是，Mashek实验室的工作表明，地
中海饮食中的另一种成分是橄榄油中的
脂肪才真正激活了这种途径。

根据Mashek的说法，仅食用橄榄油不
足以带来所有健康益处。他的团队的研
究表明，当禁食，限制热量摄入和运动时，
食用橄榄油的效果最为明显。

“我们发现这种脂肪的工作方式是，
首先必须将其存储在称为脂滴的微观物
质中，这是我们细胞存储脂肪的方式。然
后，例如，当脂肪在运动或禁食时分解时，
信号和有益效果得以实现。”

他们研究的下一步是将其转化为人
类，以发现新药或进一步制定短期和长期
改善健康的饮食方案。

Mashek说：“我们想了解生物学，然后
将其转化为人类，希望将医疗模式从某人
转到八位不同的医生来治疗他或她的八
种不同的疾病。”“这些都是与衰老有关的
疾病，所以让我们治疗衰老。”

-- 雷思晋编译

劉代書服務事務所尼爾森律師事務所

明尼苏达州的劳工工伤赔偿法律，你有资格获得福利

和补偿。如因车祸受伤，你有资格得到保险公司赔偿。

如果你严重生病或受伤成为全身或部分残障不能工作，你

有资格申请社会局的残障福利。但是社会局的系统及规

则是非常的复杂，而且往往很难申请到伤残福利

•替你申请应得的利益和赔偿，你的情況，资料和案

件是绝对保密的

•不收费用直到你得到福利和补偿，沒有得到福利和

补偿不需付费

•1982年开始，有30年以上专业的经验，我们了解你

的需求，提供捷快和卓越的服务

格雷格 纳尔逊

• 翻译——

文 件 ，医 院 治

疗，法院出庭，劳工

车祸受伤，保险公

司联络沟通。

• 代办——

同 意 离 婚 ，遗

嘱，成立公司或餐

馆,商业执照，买卖

契约，投资或增资

• 协 助 解 決

——

信 用 卡 债 务 ，

联邦或州稅债务，

私人的债务

如果你要資料或有疑問，或需要代表陳述，請致電中文：(612) 760-7302

社会局保障残疾福利
劳工车祸受伤赔偿

优秀快捷服务，费用低廉

刘蓓华

請致電 (612) 760-7302

律 师 30多年丰富的经验

代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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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房出租好房出租
●● 圣保罗华兴书店楼上超大一室一厅出租圣保罗华兴书店楼上超大一室一厅出租，，备有部分家具备有部分家具，，靠靠
近轻轨近轻轨，！，！包水暖网路包水暖网路！！月租月租 650650！！电话电话：：612612--845845--36773677;; 信箱信箱：：
chinatribuneus@gmail.comchinatribuneus@gmail.com
●● 圣保罗华兴书店楼上里合租房出租圣保罗华兴书店楼上里合租房出租，，单间床铺被褥齐全单间床铺被褥齐全（（一一
个个QueenQueen床床），），厨房厨房、、卫生间家具齐全卫生间家具齐全，，靠近轻轨靠近轻轨，，66月出月出入住入住！！包包
水电暖网路水电暖网路！！月租月租 550550；；电话电话：：612612--845845--36773677;;
信箱信箱：：chinatribuneus@gmail.comchinatribuneus@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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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1 County Rd B, W., Suite 107 Roseville, MN 55113
Phone 651-917-0809 Fax 651-917-0851
Cell 612-7027374
Email: peter@dengcpa.com

中餐馆请油锅
Shoreview 餐馆 找有工卡油锅一名。电话651-482-8151

2月12日，湖北省当日新增新冠肺炎确
诊病例 14840例，其中武汉 13436例。这是
疫情暴发以来，湖北、武汉单日新增确诊病
例唯一超过万人的一天。其原因在于，湖北
省增加了“临床诊断病例”分类，对疑似病例
具有肺炎影像学特征者，确定为临床诊断病
例。

乍一看到上万人这个数字，很多人着实
吓了一跳；再看到是因为增加了“临床诊断
病例”，很多人又着实坦然了不少。大家心
里很明白：数字“飙升”不可怕，不真实的数
字才可怕。此后一周的事实也表明，湖北、
武汉的确诊病例等数据已经出现积极变化，
2月19日的确诊病例下降到了三位数。

CT作为临床诊断依据，是有效防控疫
情的关键之一。这其中，有医生张笑春的功
劳。2月 3日，这位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影像
科教授发微信朋友圈，公开质疑用核酸检测
确诊新冠肺炎的可靠性，建议用CT影像作
为诊断主要依据。依然忙碌在战疫前线的
她说：不怕说真话，多大的事情能有人命大？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影像科教授张笑春
不怕说真话，人命比天大！张笑春说，

“敢言”是一种宝贵的品质，尤其是此时此地
此情此景，每犹豫一分钟，可能都是以生命
为代价的。我们要为这位女医生点一万个
赞。说真话，很多时候需要一种“虽万千人
吾往矣”的信念，需要不迷信权威、只相信事
实的品格，需要敢于大声疾呼、为民请命的
情怀。

与此同时，“不怕说真话”，这不经意中
的表达中，一个“怕”字令人有点心酸，更令
人加倍警醒。我们平时就该强调，战时更要
强调：不要“枪打出头鸟”，不要让讲真话的
人瞻前顾后、胆战心惊，不要让讲真话成为
一种悲情、一种冒险，更不要让怕讲真话、不
讲真话成为一种自我保护和世故。

总之一句话：让人讲真话，天塌不下来！
此次疫情暴发前后，许多相关事件反复

证明：只有讲真话、听实情、办实事，疫情防
控工作才能有效推进，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
和安全才能得到保障。欺上瞒下、粉饰太
平，就一定会带来无法挽回的重大损失！

对于真话，一定要认真倾听；对于讲真

话的人，一定要加以善待。对于一些不太准
确、稍有偏差的善意忠言，也要有“言者无
罪，闻者足戒”的胸怀和担当。

据媒体报道，对于张笑春医生的行为，
单位领导和同事给了她无条件的信任和支
持。她所在医院的院长说，“你是我的教授，
我相信你的判断，万一错了责任我背”。她
的影像科主任也安慰她“不要背心理包
袱”。这样的领导和同事，也是我们学习的
好榜样。

实事求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日前召
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强调，要实事求
是做好防控工作。在疫情防控最吃劲的关
键阶段，中央突出强调实事求是，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为我们以求真务实作风打赢疫
情防控阻击战提供了重要遵循。鼓励讲真
话，听人讲实话，按照真话办实事，我们就能
撑起一片朗朗乾坤！说了真话 新华社的天
塌了？

一篇由官方媒体新华社刊发的评论，却
在微信等中国社交网络平台上被广为封
杀。这篇评论以“让人讲真话，天塌不下来”
为题，引述了武汉疫情第一线医生的表态

“不怕说真话、人命比天大”，并且指出，其中
的“怕”字令人心酸。

说了真话
新华社的天塌了？
(德国之声中文网) 这篇署名"杨金志"

的评论，最初刊登在新华社主办的《半月谈》
杂志上，原标题为"敢言是一种宝贵的品格
"，2月20日就已经出现在新华社网站上。2
月22日(周六)，标题改为"让人讲真话，天塌
不下来"的这篇文章开始在微信、微博中广
为流传，但是短短几个小时后，此文就遭到
了封杀。

评论以2月12日湖北省将CT影像也作
为诊断依据、调整确诊标准造成单日新增病
例数激增到 14840例为引子，指出"大家心
里很明白，数字'飙升'不可怕，不真实的数字
才可怕"。随后作者强调，调整确诊标准应

新华社：让人讲真话，天塌不下来！

华兴书店学生方格

写字本降价出售
每套5本 原价2.99

现价$1.00,买 10套送一套

566 N Snelling Ave
St.Paul, MN 55104
Tel:651-387-0234

钟南山：有信心四月底基本控制疫情

上接A1版
钟南山说：“现在的问题，中国的增

加的病例已经少于国外增加的病例。国
外比较突出的是韩国、伊朗和意大利，可
能中国的一些做法有一些启发。所以我
这周末将应邀向欧洲呼吸学会做一个视
频报告。这是人类的病，不是国家的
病。所以广州和哈佛大学、多伦多大学
有临床试验的药品已经寄来了。我们也
很感谢企业，包括恒大，帮助联系和哈佛
大学的沟通。”

谈病毒来源：疫情首先出现在中国，疫情
不一定发源在中国

钟南山称：对疫情的预测，我们首先
考虑中国，没考虑国外，现在国外出现一
些情况，疫情首先出现在中国，不一定是
发源在中国。

钟南山表示，我们这个世纪已经有
三次冠状病毒感染，所以凡是发现冠状
病毒感染，凡是一看有聚集性，马上要非
常严格处理。此次的新冠病毒到底是怎
么来的，目前还是不清楚，以前是不是早
已存在我们也不知道，中间宿主应该不
只有穿山甲一种。

谈病症鉴别：鉴别新冠肺炎和流感非常
重要

钟南山表示，如何在很短时间内
鉴别新冠肺炎和流感，这是非常重要
的，因为大家症状相似，CT大同小异，
这种过程很像。流感造成的肺炎每年
有很多，搞不好把它都混在新冠肺炎
中，不是也变成是了。

谈疫情预测：我们预测高峰还没有出
现。投到权威期刊被退了回来

钟南山表示，现在复工回流高峰，
之前我们的预测模型是回流之后又出
现一个高峰，现在是27号，我们预测高
峰还没有出现。

钟南山说，疫情开始时，国外有流

行病学家用权威的试验模型，预测2月
初，中国感染新冠肺炎人数将达 16 万
人。钟南山说：“这是没有考虑到国家的
强力干预，也没有考虑春节后的延迟复
工，我们也做了预测模型，2月中旬或下
旬达到疫情高峰，确诊病例约六、七万
人，投到国外权威期刊，被退了回来，感
觉和上面的预测水平差太多，还有人给
我微信‘你的话几天之内就会被碾个粉
碎’。但事实上，我们预测更接近权威。

谈疾控中心：疾控中心的特殊并没有得
到重视

钟南山表示，中国疾控中心地位太
低了，只是卫健委领导下的技术部门，而
在国外，疾控中心能够直通中央，甚至直
接向社会公布。他表示，从早期情况看，
已经有人传人、医务人员感染现象，但是
疾控中心只能上报，没有向社会公布疫
情的权利。他建议，疾控中心要有一定
的行政权。

谈病毒传播渠道：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证
明病毒经消化道传播

钟南山表示，现在没有任何证据证
明病毒经消化道传播，所以还是要做好
呼吸道的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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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009年年1010月常青老人中心成立月常青老人中心成立，，填补了明州历填补了明州历

史上尚无华裔托老所的空白史上尚无华裔托老所的空白。。今天今天，，常青老人中心常青老人中心

已经发展成为拥有已经发展成为拥有1800018000平方英尺室内场地和平方英尺室内场地和70007000

平方英尺户外活动场地平方英尺户外活动场地、、拥有可供拥有可供400400人同时用餐人同时用餐

的大型商业化厨房的大型商业化厨房、、2020多台接送会员车辆多台接送会员车辆、、3030名工名工

作人员和多名外聘教师的大型华裔托老机构作人员和多名外聘教师的大型华裔托老机构。。

中心常年设有国画班中心常年设有国画班、、书法班书法班、、舞蹈班舞蹈班、、唱歌唱歌

班班、、英文班英文班，，聘请了明州最好的知名老师授课聘请了明州最好的知名老师授课，，国国

画画、、书法书法、、英文等班设有高级班和初级班英文等班设有高级班和初级班。。中心经常中心经常

与其他社团和来自中国的团体联谊联欢与其他社团和来自中国的团体联谊联欢；；多次成功多次成功

举办了画展举办了画展、、书法展书法展，，会员们的才艺受到广泛好评会员们的才艺受到广泛好评；；

多次举行了兵乓球赛多次举行了兵乓球赛、、扑克赛扑克赛、、麻将比赛麻将比赛；；合唱团合唱团、、

舞蹈团经常参与社会活动舞蹈团经常参与社会活动；；经常举办专家名人有关经常举办专家名人有关

法律法律、、医疗医疗、、文化文化，，生活常识等知识讲座生活常识等知识讲座；；举办丝网举办丝网

花班花班、、八段锦班等八段锦班等。。中心聘请电器专业人士为会员中心聘请电器专业人士为会员

安装电脑和安装电脑和ipadipad。。中心在会员中建立了健康中心在会员中建立了健康、、歌舞歌舞、、

英语英语、、钓鱼种菜钓鱼种菜、、国画国画、、书法等六个微信群书法等六个微信群，，并把业并把业

界的专家能人请进微信群里作具体指导界的专家能人请进微信群里作具体指导，，及时发送及时发送

最新资讯以及解答问题和解决困难最新资讯以及解答问题和解决困难。。中心的关怀渗中心的关怀渗

透到了会员们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透到了会员们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中心的娱乐项目包括兵乓球中心的娱乐项目包括兵乓球、、台球台球、、象棋象棋、、麻麻

将将、、卡拉卡拉OKOK、、BINGOBINGO、、CASINOCASINO、、YMCAYMCA、、郊游郊游、、游船游船、、

垂钓垂钓、、野餐烧烤野餐烧烤、、购物购物、、种菜种菜、、逛公园逛公园、、逛商场等逛商场等。。中中

心的图书室有中文报刊杂志及图书心的图书室有中文报刊杂志及图书20002000余册余册。。逢会逢会

员生日员生日、、中国传统节日中国传统节日、、美国国家节日美国国家节日，，中心都设盛中心都设盛

宴载歌舞举行特别的庆祝活动宴载歌舞举行特别的庆祝活动。。

中心高度重视饮食的营养健康中心高度重视饮食的营养健康。。专职营养师和专职营养师和

养生师根据老年人的特点制定出营养丰富搭配合养生师根据老年人的特点制定出营养丰富搭配合

理的食谱理的食谱，，由具有多年餐馆烹饪经验的专业厨师精由具有多年餐馆烹饪经验的专业厨师精

心烹制可口的早餐心烹制可口的早餐、、午餐午餐。。主食有手工白面馒头主食有手工白面馒头、、全全

麦馒头麦馒头，，花卷花卷、、包子包子、、油条油条、、面条面条，，白米饭白米饭、、糙米饭糙米饭。。菜菜

品丰富品丰富。。有用非转基因大豆自制的豆浆有用非转基因大豆自制的豆浆、、豆腐脑豆腐脑。。中中

心千方百计地让会员吃得开心吃得满意心千方百计地让会员吃得开心吃得满意。。

中心接送会员时间控制在中心接送会员时间控制在11个小时之内个小时之内。。中心中心

每天发车前往超市每天发车前往超市，，帮助会员买菜购物帮助会员买菜购物。。每天有理每天有理

发服务发服务。。每周有针灸和按摩每周有针灸和按摩，，中心的针灸师刘博士中心的针灸师刘博士

具有几十年的从医经验具有几十年的从医经验。。

中心的成员之间关系融洽密切中心的成员之间关系融洽密切。。每一位员工乐每一位员工乐

观热情观热情，，对会员关怀备至体贴入微对会员关怀备至体贴入微，，能用不同的方能用不同的方

言跟会员沟通交流言跟会员沟通交流。。

中心有其他服务中心有其他服务，，如文件翻译如文件翻译、、就医预约就医预约、、交通交通

预约预约、、代填福利申请表和其他各类表格代填福利申请表和其他各类表格。。提供有关提供有关

医疗医疗、、保险保险、、移民移民、、公证公证、、法律等方面的咨询和推荐法律等方面的咨询和推荐

信誉好的专业机构信誉好的专业机构。。

亲爱的老年朋友亲爱的老年朋友，，欢迎您加入常青老人中心欢迎您加入常青老人中心！！

如果您在入会申请过程中遇到疑问或困难如果您在入会申请过程中遇到疑问或困难，，我们将我们将

乐意为您答疑解难乐意为您答疑解难，，整理文案整理文案，，并邀请您参加中心并邀请您参加中心

的免费活动的免费活动。。总之总之，“，“您给常青一次机会您给常青一次机会 ，，常青给您常青给您

十分惊喜十分惊喜”，”，这惊喜让您感受到常青这里充满温暖这惊喜让您感受到常青这里充满温暖、、

和睦和睦、、真诚真诚、、欢乐和无尽的爱欢乐和无尽的爱。。我们期待您的到来我们期待您的到来！！

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 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 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 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 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 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
Legacy Adult Daycare Center

中心负责人 吴玮（Sally Wu）
电话：952-465-1704
中心电话：763-231-8898
地址：800 Boone Ave. N. Suite

150. Golden Valley, MN 55427
邮址：swu@hhcare.net
网址：www.ladcm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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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官方 ：疫情数据“四个下降、一个增加”  释放好转信号

▲2月21日，青海省最后2例确诊新冠肺炎患者从青海省第四人民医院治愈出院。

图为青海省第四人民医院医护人员祝贺该省新冠肺炎确诊患者全部治愈。� 中新社

加拿大发行量最大的英文媒体

之一《环球邮报》近日刊登了 4 位

华人撰写的一篇评论文章，呼吁加

拿大发扬白求恩精神，关注支持中

国抗击疫情，鼓励合作科研攻关。

文章作者之一张康清说，加拿

大总理贾斯廷·特鲁多 9 日对媒体

表示，因应中国抗击疫情所需，加

方已向中方提供一批医用防护装备，

并愿继续向中方提供相关支援。“当

然不能将特鲁多的表态直接归结为

受到我们文章的影响，”张康清说，

但相信此文能对加拿大社会提高对

抗疫现状的认识或多或少起到促进

作用。

张康清认为，加拿大英文媒体

此次对中国疫情的报道，总体相较

以往的涉华报道更为客观，同时也

较正面地报道了华人社区互助防疫

抗疫等举动。他希望，自己与友人

的文章能够帮助英文读者更真实地

了解中国，更多关注华人社区。

在《环球邮报》网站上，有读

者在这篇文章后留言说：“如果我

们有能力，希望向湖北医护人员伸

出援手。”“有时间吵架，同时也

要有时间记住我们共同的人性。”

� 中新社

【本报讯】 据微信公众号“丁香医
生”数据，截至北京时间 21 日 11 时，
除澳洲、中国以外共 29 余个国家和地区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累计确诊病例
2015 例，死亡 24 例（日本 4 例、韩国
7 例、伊朗 8 例、意大利 3 例、菲律宾、
法国各 1 例），治愈 136 例。此外，日
本厚生劳动省 20 日公布，“钻石公主号”
邮轮上共确诊 634 例新冠肺炎，其中两
名乘客死亡。

综合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香港《文
汇报》报道，截至目前，“钻石公主号”
邮轮总感染个案增至 691 宗。截至当地

时间 23 日 21 时，日本国内累计确诊新
冠肺炎病例 838 例。

近日，各国发起“钻石公主号”邮
轮撤侨行动，目前乘客仍在陆续下船。
CNN 援引日本厚生劳动省的消息报道
称，20 日共有 244 名乘客从“钻石公主
号”上离开。

由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全球范
围的发展，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20 日发布了针对日本的旅游警
告。这是该机构首次针对中国以外的国
家发布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相关的旅游
警告。

【本报讯】韩国防疫机构 19 日对外
宣布，当日韩国新增 31 例确诊病例。其
中，16 人疑似被同一名已确诊患者 A 某
传染。韩国媒体报道称，A 某是一名邪
教徒，此人是因为参加教会礼拜感染他
人的。有韩国网民调侃称，这个邪教团
体恐因这个“有毒教徒”而团灭。

韩国 SBS 电视台以“第 31 例确诊
患者传染 16 人，恐成为超级传播源？”
为题报道称，A 某于本月 6 日因交通事
故在大邱市一家医院接受住院治疗，17
日出院。在此期间，她曾两度前往新天
地教会参加礼拜。韩国八大教团将“新
天地”定性为“与基督教为敌的邪教，

是破坏家庭、导致无数家庭支离破碎的
反人类、反社会集团”。

据初步统计，参加这两场礼拜的人
数超 1000 人。不仅如此，A 某于 15 日
还与朋友去大邱市的一家酒店用餐。

大邱市长权泳臻 19 日紧急表示，目
前已动员那些与 A 某参加同一场礼拜的
1000 多名教徒全数接受检测。预计，这
些接触者中会陆续出现更多的确诊患者。
目前，新天地教会总部已通知旗下所有
教堂暂停一切礼拜活动，改为网络在线
以及家庭礼拜。

截至 20 日，韩国卫生部门称该国新
冠肺炎确诊人数已达 82 人。

【本报讯】截至北京时间 23 日 24
时，中国累计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
例 7.7 万余例。截至北京时间 20 日 24 时，
外国公民在华确诊 29 例 ，已有 18 例治
愈出院。中国官方表示，中国政府高度
重视在华外国公民的生命和安全，对在
华感染新冠肺炎的外国公民一视同仁，
进行及时的有效的救治。

外国公民在华确诊29例 18人治愈
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最

新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 23 日 24 时，
中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逾 77150 例，累
计治愈出院病例 24734 余例，累计死亡
病例 2592 例。累计收到港澳台地区通
报确诊病例 112 例。中国国家卫健委副
主任曾益新 21 日在北京的新闻发布会上
表示，数据统计显示，新冠肺炎疫情的
防控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疫情暴发的
趋势得到控制。

综合国家卫健委官方网站、中新社
报道，曾益新表示，当前疫情的主要数
据概括地讲可以称之为“四个下降、一
个增加”，还有部分省份零报告。

他指出，全中国新增确诊病例总数、
全中国除湖北以外其他省份每日新增确
诊病例总数、湖北除武汉以外的其他地
市每日新增确诊病例总数、武汉每日新
增的确诊病例总数等均在逐步下降。此
外，18 日起，全中国新增的治愈出院病
例数快速增加，已经连续 3 天超过新增
确诊病例数。“这充分释放了疫情好转
的信号。”曾益新说。

此外，中央指导组成员、国务院副
秘书长丁向阳 20 日在新闻发布会上透
露，外国公民在华确诊 29 例新冠肺炎病
例，其中 10 例在湖北。目前，18 人已
治愈出院，有两例死亡，有 9 人正在接
受隔离治疗。目前，没有俄罗斯公民在
华确诊或是疑似新冠肺炎病例。

丁向阳表示，对于外国公民在华确
诊和疑似的新冠肺炎病例，中方根据相
关的法律规定，在尊重当事人意愿的基
础上，已将病例的情况和有关需要通报
的情况，通报给有关国家驻华的一些使
领馆。

丁向阳指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在
华外国公民的生命和安全，对在华感染

新冠肺炎的外国公民一视同仁，进行及
时的有效的救治。

物资短缺改善  武汉拉网排查病例
截至 19 日，中国已经有 278 支医

疗队，32395 名医务人员从各地驰援湖
北。

中新社报道，中央指导组成员、国
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连维良在 20 日的
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目前医用物资短
缺的状况有了很大改善，比如 N95 口
罩，19 日中国从各个渠道供应湖北的
N95 口罩达到了 33.6 万只，防护服达到
13.3 万件。“这相当于之前全国防护服
和 N95 口罩生产能力的两倍。”

连维良说，武汉床位不足的问题，
前期确实非常突出，“截至 20 日上午，
武汉 3 万张定点医院床位已全面落实到
具体医院，已配备医护人员、具备接收
病人条件的床位达到 2.4 万张。”

作为疫情重症区，武汉市区进行了
拉网式大排查，以“应收尽收、应治尽
治”原则，竭力推进新冠肺炎“四类人员”
分类集中收治。

上海观察者网报道，未来一段时间，
武汉疫情能不能得到有效遏制？中国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
光分析称，武汉疫情的好坏，取决于武
汉是否强有力执行“四类人员”分类集
中收治隔离。如果武汉工作落实到位，
那么数据层面的下降才是可靠的。

另据北京《经济日报》报道，经过
多方合作努力，武汉雷神山医院 32 个病
区 20 日实现全部开放，21 位参与医院
建设的单位负责人成为医院荣誉职工。

雷神山医院院长、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首席科学家王行环教授表示，雷神山
医院在短时间内从无到有，边建设、边
治病、边培训，创造了中国奇迹。接下
来，医院将开足马力收治新冠肺炎患者，
并力争让更多患者得到有效治疗，从而
早日康复出院。

3个药物正处在临床试验阶段
针对备受关注的新药研发问题，中

国科技部副部长徐南平在 21 日举行的国
务院疫情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说，
现有三个药物正处在临床试验阶段：

中新社报道，第一个是法匹拉韦。
在深圳做了 80 例对照试验，目前观察效
果不错。专家建议再进一步扩大试验，
考察患者的治疗效果。第二个是干细胞
治疗。现在已经有 4 例接受治疗的重型
患者出院，将进一步扩大临床试验。第
三个是瑞德西韦。科学家进行的体外试
验，显示对病毒有很好的抑制作用。武
汉有 10 个医院参与临床试验，现在重型
和危重型患者入组超过 200 例，轻型和

对在华确诊外国公民一视同仁

华人投书英文大报
助读者真实了解中国

“钻石公主号”确诊超 600 例

韩国邪教徒成“超级传播源”

普通型患者超过 30 例。但因为它是双盲
试验，所以结果还需要等待。

此前已经有中医药、磷酸氯喹和恢
复期血浆进入了新冠肺炎的诊疗方案。
徐南平表示，值得关注的是，磷酸氯喹
在北京、广东一共做了 135 例试验。其
中治疗轻型和普通型患者 130 例，到目
前为止，没有发现一例轻型或者普通型
向重型转变；治疗了 5 例重型患者，4
例已经出院，1 例转为普通型。“总体
来说效果不错，现在已经进入第六版诊
疗方案，我们希望在大规模应用的基础
上进一步总结疗效。”

国家药监局副局长陈时飞表示，从
目前临床用药的情况来看，一批安全有

效的化学药品和中药已经进入一线临床
医生的用药方案，包括以前已经批准上
市的抗病毒化学药品和一些中成药，以
及已经在广泛应用的医疗机构制剂。据
了解，已经有超过 80 个医疗机构的中药
制剂用于一线诊疗，这些药品在医疗实
践中也取得比较好的结果。

中央指导组成员、国家中医药局副
局长余艳红称，大量临床实践证实，中
西医结合治疗新冠肺炎效果是肯定的、
有效的。

此外，徐南平介绍，截至 20 日，已
经有过 100 名康复者捐献血浆，可制备
240 份治疗用血浆，供超过 200 位重型
或危重型患者救治。



办理 10 年签证 代 取 护 照
代取新办的中国护照，快速办理10年签证、绿卡延期

销售飞往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马拉西亚个
人和团体的廉价机票。购票电话：上午：651-
387-0234；下午：651-644-4294

时间保证 安全可靠 万无一失 成本收费
公告：明州《华兴书店&报社》全面办理各国公民去中国、香港、台湾，日
本、加拿大的签证、单身证明、离婚证明、健在证明、委托书大使馆认证
并代取新办的中国护照和签证的美国护照，绿卡延期等业务，明州和芝
加哥均有专人负责，万无一失。普通办理时间约需10至15个工作日；
加急5-6个工作日，3-4个工作日。提供48小时、72小时、96小时加
急签证、认证等服务。详情及所需表格请到网上查询：www.chinac-
onsulatechicago.org

请将要办理的护照及有关材料送往或寄往：《华兴书店&报社》
China Tribune 566 Snelling Ave N, St.Paul, MN 55104

咨询电话：651-644-4294 651-387-0234；
传真：651-644-4295 651-415-0130

网址：http://huaxingbao.com/

营业时间：星期日中午1:00 至 晚5:00；
每周周一、周二、周五、周六中午12:30 至晚5:00 周三周四休息

2017年新参，野山参（人工移植）
野山参（野生）参场直接进货！物美价廉！

新到2017年新参、长枝、短枝、珍珠参、泡参、野山参（人工移
植）野山参（野生10-30年以上）参须、参枝、参粉等。参场直
接进货。物美价廉！质量价格比纽约芝加哥任何人参经销商
物美价廉。新到四年参须 $75/Lb；大节$85/Lb；

为满足广大华人回乡探亲送礼的要求, 本店花旗参季节性降价. 买

三磅以上25%,买二磅以上20%，买一磅以上 15%。 截止日期

2020年2月28日；四年一级参须$75 大节$85。

地址：华兴书店 566 N Snelling Ave St.Paul, MN 55104

咨询电话：651-644-4294；651-387-0234

周一、周二、周三（休息）、周四（休息）周五周六

中午12:30 至晚5:00

周日中午1点 至 晚5:00；

另外还有16盎司和6盎司、2盎司精装盒销
售。5磅以上双城地区免费送货。

散参25% Off
此优惠价格到

2020年3月31日止

批 发 零 售

St.Paul 与Woodbury 之间

中餐馆请人
诚请收银员、企台（需英

文）；炉尾、打杂。捧布

菲，打外卖（不需要英文）

有意者请电：

651-214-6705 杜小姐

（可留言）

Bloomington West 三房二车库
$1000/月；Hopkings 二房二车库

双城各区均有房低价出租，
另有单间长短期出租。

意者请电：510-598-5539

才貌双全 靓女征婚

女 29岁 漂亮苗条，温柔善
良，善解人意。才貌双全！
复旦大学妇科肿瘤专业研
究生毕业。目前在深圳公
立医院从事妇产科工作。
身高 1.63 米体重 50 公斤，
能歌善舞会弹钢琴！寻找
28-36岁，硕士或者以上男
士，欢迎男士来深圳发展。
电话号码+8618816858256，
邮箱64402613@qq.com
微信18816858256

公 寓 出 租

于 凌 发 廊
SalonLing

剪发，染发、盘发、烫发、
锂子烫、锯油、修眉、美容.....

地址：2095 Como Ave
St.Paul, MN 55108

Tel:651-917-3033; 612-723-6868
营业时间：周二至周六
上午 10点到晚上8点

周日上午9点到下午5点 周一休息

买人参野山参
请去华兴书店
盒装，散
装，自用，
送礼，孝敬
老人！保
质保量！
物 美 价
廉！多年

老参，
货真价实！

咨询电话：651-644-4294；
651-387-0234

中餐馆请人
中餐馆诚请炒锅、油锅、

打杂、企台。
有意者请电：

952-200-7246

招聘企台炒锅
洗碗打杂

Roseville 中餐馆诚请
熟手企台，炒锅各一

名，洗碗打杂
（全天或半天均可）。

意者请电：
651-633-6727；
612-270-5582

St.Paul 与Woodbury 之间

中餐馆请人
诚请油锅（炉尾）打杂。工作日
可选：四天、五天或者六天，价钱

面议！有意者请电：
651-214-6705 杜小姐

（可留言）

美国中医学院
诚聘卫生清洁工

待 优 ！
意者请电：

(952) 201-0964

好消息！中国青岛两处商业地产转让

1.出租和安装高级音响系统；
2. 出售和安装大容量和卡拉OK机，
能免费无限量下载有版权的歌曲；
3. 安装高级影视监控。能随时用手
机上网监视。

651-815－0588 王先生。

高级音响卡拉OK
影视音响监控系统

靓 女 征 婚
石晓韵 女 汉族，大学文化，1984年3月生于陕西西安。身高1米63.貌

美体端，温柔大方，孝顺善良。在中国融创公司西安分公司工作。是家中
独女，父母是西安交通大学退休职员。

寻缘30-40岁，健康，貌端、有上进心，有一定经济基础，身高1.72以上，
愿意来西安工作或者来西安创业的美籍华人为伴（（离异无小孩者亦可）。

请加微信：nightwish8

中餐馆出售

明尼阿波利斯中国歺馆，生

意好、位置好、费用低、网评

很好。老板移居外州，欲出

售生意。

有意者电612-423-1078

李先生

招聘帮炒企台
Plymouth香园中餐馆，高薪招聘

熟手帮炒企台。

意者请电：347-536-4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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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州外卖餐馆出让明州外卖餐馆出让
●● 明州外卖餐馆出让明州外卖餐馆出让 离双城一个小时离双城一个小时，，有外送有外送，，一个星期开一个星期开 66天天，，房租房租
便宜便宜 950950..每年加每年加 2525..生意平均生意平均 44万到万到 44万万 33..有意者请电有意者请电：：91753590639175359063；；
或者微信或者微信 rickzhaorickzhao19991999..

明尼阿波利斯彩虹中餐馆

诚请炒锅，待优！

有意者请电：612-386-6831

黄小姐

华兴书店学生方格
写字本降价出售

每套5本 原价2.99
现价$1.00,买 10套送一套

566 N Snelling Ave
St.Paul, MN 55104
Tel:651-387-0234

诚 请 炒 锅

2 处 房 产 信 息 ：
1▲地址：中国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江西路 106号，
总面积：1076.40平方米。▲一共四层楼，现在租客一
楼是饭店，二楼是宾馆，三楼四楼是办公室。都是长
期租用的。▲ 联系方式kaorukk66@gmail.com

有意者私信联系商谈价格。
2▲地址：中国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江西路106号
总面积：421.48平方米 ,分上下二层楼;现在有两家公
司 租 用, 都 是 长 期 租 用 的 。 ▲ 联 系 方 式 ka⁃
orukk66@gmail.com 有意者私信联系商谈价格。



招聘 请人

租赁 出售

各类广告 价格低廉

美容指甲店出让
位于商业旺区黄金地段，Wayzata
City 装修华丽，环境好！转让。
有意者请电：952-994-9292；

952-261-3699 Jimmy

招 聘 保 姆
征爱心女士照料老太太，包食宿，

电话651-242-0313
或者 301-675-8666。

請老人看護
住白熊湖区（white Bear Lake)，需
要一位有爱心耐心50-60 女士看護
能自理老太太，包吃包住，詳談請打
651-707-6421 朱丽 明州最高法院认证翻译

泓 发 翻 译 公 司
为您翻译各类中译英、英译中文件。准
确、快速、具有法律效益、收费合理。

电话：651-786-9581
Email: xueren1963@gmail.com

联系人：周东发

协成烧腊海鲜餐馆

诚请帮厨、打杂、前台。

请电话联系763-537-4430

寻找理财合作伙伴
免费提供理财课程
Inquiring for potential
business partners“
& ”provide Financial

workshop”
详情咨询：651-494-2071

大四川餐馆请人
大四川诚请厨师、打杂！

有意请电 952-212-6396

中餐馆请人
Roseville 中餐馆诚请熟手企台，炒

锅各一名，洗碗打杂（全天或半天均

可）。意者请电：651-633-6727；
612-270-5582

招 聘 保 姆
招聘保姆，家住st paul附近，照顾一个两岁多的娃加轻家
务，工作时间周一到周五每天8-9小时，三月初开始。

有意者请联系2178191924，待遇面议。

请人：蛋糕店诚请喜欢做蛋糕的工作
人员，待优！有意者请电：（651) 208-5633

地址：3555 Plymouth Blvd #218

Plymouth, MN 55447

电子邮箱：Amber@liucpa.us

Nina@liucpa.us

Kelly@liucpa.us

联络电话：612-638-2676

612-432-1476

公司传真：612-465-6317

网址：http；//www.liucpa.us

常青老人中心诚请
驾驶记录良好的司机：
薪水优惠。每小时$15。

有意者，请电：952-465-1704

机场接送，长途用车
全天包车

明州华兴旅游提供机场接送，长
途用车、公务游览用车。备有各种车
辆！联系电话：6513870234；

612-845-3677
chinatribuneus@gmail.com

陈 宽 车 行
Tel: 651-771-1590
地址：1383 Arcade St.
St. Paul, MN 55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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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ent and beauty
Female 29 years old Beautiful and slender, gentle and kind,
understanding. Talented! Graduated from Fudan University
in Gynecology and Oncology. Currently engaged in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in Shenzhen Public Hospital.
He is 1.63 meters tall and weighs 50 kg. Looking for men
aged 28-36, master or above, welcome to come to Shen⁃
zhen for development.
Phone number +8618816858256,
Email: 64402613@qq.com
WeChat 18816858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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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克帕克--克莱斯勒克莱斯勒--吉普公司是全美五大州最大的吉普经销车行吉普公司是全美五大州最大的吉普经销车行，，提供最多的不同款式的全新提供最多的不同款式的全新

吉普越野车以及克莱斯勒商务车和轿车吉普越野车以及克莱斯勒商务车和轿车。。二手车更是有各种不同品牌供您选择二手车更是有各种不同品牌供您选择,,无论是品牌车无论是品牌车

特斯拉特斯拉，，保时捷保时捷，，奔驰奔驰，，宝马宝马，，还是丰田还是丰田，，本田和尼桑本田和尼桑，，我都能帮您找到适合您的一款车我都能帮您找到适合您的一款车。。我们的我们的

贷款购车上牌维修保障一条龙服务贷款购车上牌维修保障一条龙服务，，更让整个购车流程变得简单易行更让整个购车流程变得简单易行。。在我这您会以最低的价在我这您会以最低的价

格和最优的服务购买到你梦寐以求的车格和最优的服务购买到你梦寐以求的车！！还不快拨打电话还不快拨打电话952952--594594--40544054

要买车要买车要买车要买车要买车要买车要买车要买车要买车要买车要买车要买车要买车要买车要买车要买车要买车要买车要买车要买车要买车要买车要买车要买车要买车要买车要买车要买车要买车要买车要买车要买车，，，，，，，，，，，，，，，，，，，，，，，，，，，，，，，，找海英找海英找海英找海英找海英找海英找海英找海英找海英找海英找海英找海英找海英找海英找海英找海英找海英找海英找海英找海英找海英找海英找海英找海英找海英找海英找海英找海英找海英找海英找海英找海英！！！！！！！！！！！！！！！！！！！！！！！！！！！！！！！！
((952952))594594--40544054

中文销售员中文销售员

海海 英英
更多车辆信息更多车辆信息，，请致电请致电952952--594594--40544054 或者登陆我们网站或者登陆我们网站

www.parkjeepchrysler.comwww.parkjeepchrysler.com
邮箱邮箱: hyu@parkchryslerjeep.com: hyu@parkchryslerjeep.com

地址地址::14081408 HwyHwy 1313 W. Burnsville MNW. Burnsville MN 5533755337最新优惠最新优惠：：

新车免息贷款新车免息贷款新车免息贷款新车免息贷款新车免息贷款新车免息贷款新车免息贷款新车免息贷款新车免息贷款新车免息贷款新车免息贷款新车免息贷款新车免息贷款新车免息贷款新车免息贷款新车免息贷款新车免息贷款新车免息贷款新车免息贷款新车免息贷款新车免息贷款新车免息贷款新车免息贷款新车免息贷款新车免息贷款新车免息贷款新车免息贷款新车免息贷款新车免息贷款新车免息贷款新车免息贷款新车免息贷款新车免息贷款新车免息贷款新车免息贷款新车免息贷款新车免息贷款新车免息贷款新车免息贷款新车免息贷款新车免息贷款新车免息贷款新车免息贷款新车免息贷款新车免息贷款新车免息贷款新车免息贷款新车免息贷款新车免息贷款新车免息贷款新车免息贷款新车免息贷款新车免息贷款新车免息贷款新车免息贷款新车免息贷款新车免息贷款新车免息贷款新车免息贷款新车免息贷款新车免息贷款新车免息贷款
高速高速3535WW和高速和高速1313WW交叉路口交叉路口



双 城 装 修 公 司
商业住宅 内外装修 改建加建
土库间隔 厨浴翻新 土木水电
地板瓷砖 更换门窗 内外油漆
美化庭院 国语或者广东话

请电：612-644-5517

佳 美 装 修 公 司
木工泥工 地板地毯 地砖墙砖
旧房翻新 门窗阳台 餐馆装修
厨浴改造 内外油漆 庭院美化

投资房屋 经验装修 上市房屋 精美包装
本公司明州政府注册

价格公道 信誉第一 诚信可靠
技术精湛 欢迎来电 免费估价
请电：651-208-9818 (刘先生）
▲ 诚请有装修经验和愿意做装修工作的师傅

伟记工程 专营中文电视
Directv 翡翠台

明州华人代理 中央台及东森代理
及安装强力抽油烟机
电话：612-991-0930

吉 利 装 修 公 司
家庭住宅，办公楼层；餐馆店铺，
旧房翻新；门窗阳台，厨浴地库；

吉利装修公司以亲切、信誉、诚信、经验，价优及精
湛的技术为本公司的服务宗旨。

欢迎来电，免费估价！
国语专线：952-457-1047 刘

明 亮 装 修 公 司
地下室装修 厨浴改造；阳台凉棚、地板地砖；内外油漆 木

工门窗；屋顶翻新、餐馆店铺；以及各种房屋设计！
明亮公司有专业的木工，本公司信誉第一，质量第一，竭诚

为顾客服务。请电：612-910-3299 崔师傅
网址：mingliangremodeling.com

精 通 空 调 维 修
专业维修住宅、空调、热水器；餐馆抽气机、回风

机；大小冰箱、冻箱、制冰机；
烤箱和各类厨房设备。

请电：612-308-1277 （郑先生）

专业维修冷气、暖气、冰箱等设备
专业维修冷气、暖气、冰箱等

设备。612-513-3468（邱先生）

T & J 装 修 公 司
家庭，餐馆，办公室装修 价格公道合理，

陈基础：917-669-1175，
陈基建：646-508-1598
www.tnjdeco.com

精 诚 装 修 公 司
详见本报B10版

651-505-8888 (王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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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州华兴书店明州华兴书店
老挝深山野生灵芝粉
延续千年的养生仙草

灵芝破壁粉，冲泡喝，抗“三高” 抗癌症，保肝解毒，增强免疫力！

用与：体弱多病者 / 三高人群 / 睡眠不佳，亚健康人群 / 肿瘤患者 /
对抗慢性支气管问题等，长期食用后均有显著效果。喝2克破壁灵

芝粉，相当于20克灵芝煮水，高效吸收！

每盒45天服用量，仅售$60。2瓶$100 保质期 5 年
华兴书店/华兴旅游地址：566 N Snelling Ave，ST.Paul, MN
55104

电话：651-644-4294，651-387-0234；612-845-3677
营业时间：周一、周二、周五 中午12点到下午5点；周六 12点半到

5点，周日下午1点到5点；周三、周四休息

客户评议：

Marry Lin 明州 73岁，过去我高血压达到 180，吃过这个老挝深山

野生灵芝粉以后，血压降到130，胃口也好很多，可以吃下饭去了，

所以我天天吃二勺羹；Tom Zhang 威州：78岁，本来不认为有什么

功效，只是吃吃看，结果身体感觉好很多，检查肿瘤开始缩小，很管

用，我天天坚持吃；Sue LI 感谢华兴书店提供的深山野生灵芝粉，

我吃后精神好很多，比吃药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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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管理硕士(MBA)、英美文学学士. 精湛的议价技巧,热情的交易服务

Real Estate Agent
丰富的工商管理知识，灵活的英语议价能力，二十

年明州生活及市场经验。特别具有男性对房地产,房屋
结构,建筑材料特殊的敏锐和独到的经验知识。为您买
卖房产、地产争取最大利益，助您早圆美国梦。

最低的佣金、最佳的服务！
张鹏是您可长期信赖的朋友！

张 鹏
Paul Zhang
最可信赖的

房地产经纪人
(651)707-3470 (C)

pz55441@yahoo.com
“Bridge Realty”

最优质的服务
为您争取最大的利益 竭诚为您找到最佳地点,最好学区，最具投资潜力的理想家园！

明城大都市西南角 (Eden Prairie &
Chanhassen en Area)生意火旺，售价合理！

餐 馆 出 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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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acy Financial
Services LLC

全 统 理 财 事 务 所
电话：651-494-2074
Office:651447-0196

1611 County Rd B West
#101 Roseville MN 55113

Edina address：
7760 France Ave S #1185

Edina, MN 55435
Phone: 651-494-2074
Phone: 952-200-9881

英文 广东话 国语 越南语

English, Cantonese,
Mandarin, Vietnamese唐 玉 恩

Le Ann Thong
- 医疗保险 - Health insurance
- 退休保险 - Medicare
- 大学规划 - College Coaching Program
- 大学储蓄 - College Saving Program
- 退休规划 - Retiremnt Saving Program
- IRAs, Roth IRA - IRAs, Roth IRA（减税）计划
- 年金 - Annuity
- 孕妇保险 - Pregnancy / Maternity planing
- 员工福利规划 - Group insurance benefit
- 人寿保险 - Life Insurance
- 长期护理 - Long Term Care

★ 寻找合作伙伴寻找合作伙伴 提供理财课程提供理财课程””InIn

quiring for potential business partners”& ”provide Financial workshop”

积 小 成 多 聚 沙 成 塔































 

明 州 杰 出 资 深 房 地 产 经 纪 人
最好口碑、最值信赖、最会变通、最多门路！
任何环境、任何利率、任何季节、照样买卖！

专营：新建、现成房、土地、餐馆、商业楼、商业中心、多单位公

寓等、买卖及出租空铺

最大的公司，最好的保障，优质的服务，额外的优惠！

外语学士、教育硕士
拥有估价师执照
拥有房地产专家证

Certified Residential Specialist

Certified Relocation Realtor
20多年成功经验为顾客竭诚

服务、精于议价、善于贷款、

免费咨询、免费估价。

Vngtravel555@gmail.com

Tel: 763-595-9975
Cell: 612-414-6177
Fax: 763-593-5190

Virginia Ng
伍谭淑华

精通粤语、国语、英语等常备专才律
师、建筑师及助理为顾客多方面服务。
拥有纽约房地产执照，可为明州客户
在纽约买卖房地产服务。

Ham Lake $429,000 1.2亩地 房
产及酒铺多用途，面对大道。

Virginia Ng
763-595-9975 (24-hour)

Email:
Vngtravel555@gmail.com
衷心感谢客户和朋友们的信任
及推荐、将更尽力为各位服务！

Maple Wood $2700,000 4 亩，
商业房地产连生意出售！请电：
Virginia612-414-6177

South St.Paul $689000 独立餐馆，
连房地产，生意稳定，设备齐全，可做
酒席用；家庭堂食，生意稳定！

$639,900

 





































Mortgage Loan Officer (NMLS# 1413868)
First Mortgage LLC (NMLS# 1685057)
Emai: wzheng@firstmortgagemn.com

华人自己的贷款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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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na $13万 中日餐馆出售



康乐老人中心诚征半职司机

需有良好行车记录，有爱心。适合歺馆工作人士兼职.

美容指甲店出让
位于商业旺区黄金地段，Wayzata City

装修华丽，环境好！转让。
有意者请电：952-994-9292；

952-261-3699 Jimmy

如有意，请电612-208-3848

美国中医学院推拿
按摩班招生

美国中医学院推拿按摩班正在招
生。 推拿班六个月毕业，学习六百六十

小时就可在明州绝大部分城市申请执

照。 中医学院负责介绍工作。 有意进入

这个增长最快的行业者，请打电话到中医

学院 952-200-7086 或发微信 TCMdoc⁃
torUSA。

明州中文幼儿园招生并聘教师
MN Chinese Day Care & Learning Center

明州中文幼儿园Roseville及 Minneapolis两处的大班，中班，小班现
在均有空位，招收 1至5岁小孩。教中文，英语，算术，音乐，舞蹈，绘
画等。舞蹈及绘画由专业老师任课。英语由美国老师任课. 拟聘老
师一名. 要求有大学或幼儿教育文凭.意者请与我们联系.

Larry Yan 651-983-9559
Amelia Wang 612-707-9566
Junxia Li 651-399-7038
网站: www.mncdc.com

1.明大校园附近公寓出售：333 8th Street
SE #112, Minneapolis MN 55414，1bed/
1bath/633 sqf, $109,900

2. Wayzata school district 学 区 房 ，
pond view, quiet cul de sac.
15102 64th Avenue N, Maple Grove MN
55311, 4beds/4bath/2garage/2877 sqf,
$429,900

3.农庄式独
立 房, 3.2
acre lot，距
downtown
Minneap ⁃
olis 30 分
钟车程，交
通/购 物 方
便。

7710 Corcoran Trail W, Corcoran
MN 55340
4beds/2baths/2garage/1919sqf/
3.2 acre lot，$329,000.

 



































• 新到特级野生海参：特大
$185/Lb；中 号 $215/Lb；小 号
$235/Lb。
• 新到特级干贝 $89/Lb
• 新到10年、20年、30年、40年

以上野山参。孝敬父母最佳礼
品。
地址：566 N Snelling Ave

St.Paul, MN 55104
651-6444294, 651-3870234

明 州 华 兴 书 店 经 销 人参 海参

机场接送，长途用车
全天包车

机场接送，大学
申请、长途用
车、外地公务游
览用车。备有
各种车辆！
联系电话：
6513870234
chinatribuneu
s@gmail.com

Rong Kate Yang Rong Yang CPA PC
New Office Address:
Suite 129, 2233 North Hamline Ave, Roseville, MN 55113
Office: 651-784-7211 | Direct: 651-206-1799 | Fax: 651-925-0325
Email: email@rongyangcpa.com www.rongyangcpa.com

全新15座新型
福特车出租

办公室出租
★ 会计办公室出租
月租 $500 含水电暖。

★ 保险办公室出租
月租 $500 含水电暖。

预约看房：
612-703-8706

全新15座新型
福特车出租，
$119/天
低于市场价
30%！

联系电话：
651-387-0234
612-845-3677

chinatribuneus@gmail.com

中餐馆请人
明尼阿波利斯彩虹中餐馆诚请炒锅，待优！

有意者请电：612-532-5166

612-386-6831 黄小姐

住宅/公寓出租

一间卧室和 2间卧室出租，

步行到轻轨站；

步行到双和超市，

以及许多不同的美食餐厅。

有意者请发短信或致电

612-703-8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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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兴旅游公司》
销售飞往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

马拉西亚个人和团体的廉价机票

快速办理去中国
及世界各国签证
566 N Snelling Ave St.Paul, MN 55104

电话：上午651-415-0130 下午651-644-4294

美东 美西 黄石 买二送二
l美东4夜/5天游：纽约、费城、华盛顿、朱古力城，大瀑布，特价$289起
l美东5夜/6天游：纽约、费城、华盛顿、大瀑布、波士顿。特价$408起
美东费用含酒店、机场接送、当地交通、导游、司机。不含机票、门票、船票、膳食和
小费。美东费用含酒店、机场接送、当地交通、导游、司机。不含机票、门票、船票、
膳食和小费。
l美西三大主题公园3夜/4天 洛杉矶、迪斯尼、海洋世界、环球影城。成人 $448起

l洛杉矶、大峡谷4夜/5天：洛杉矶-迪斯尼（或环球影城，或海洋世界）巴斯多-拉
斯维加斯-大峡谷-拉芙琳-伦敦桥-洛杉矶。成人 $289美西费用含酒店、机场接
送、当地交通、导游、司机、所列景点门票。不含机票,膳食和小费。
l黄石公园4日游、5日游6日游7日游9日游10日游 (请来电咨询)

另有12天10夜等多种组合
夏威夷三天二夜，成人$134, 12岁以下儿童免费（含机场接送，3天旅馆，檀香山、

[华兴书店]有详细目录查询。全美最低价！
《华兴旅游公司》承接全美国、加拿大、明州各考察团、公务

团、旅游团的安排接待。订机票，包酒店，大小车接送，价格低
廉，服务周到。《华兴旅游公司》承接接送学生业务，接送学生去
德鲁斯（Duluth); 圣克罗德(St.Cloud); 温诺娜（Winona)等各地
学校，安排住宿。收费合理，安全可靠。

。 电话：651-644-4294，651-387-0234
地址：566 Snelling Ave N ，St.Paul, MN 55104

网址：www.Majestic-Vacations.com

(本公司比网上价格再便宜5%，夏威夷，奥兰多游不在其内)

China Tribune 社区与生活

明 州 华 人 健 康 中 心
Minnesota Chinese Health Center (MCHC)

二零一六年各科门诊日程各科门诊都需要于门诊 前的星期五五点之前预约.
预约电话612-666-1670 所有门诊地址： 1925 West County Road B2, Roseville, MN 55113

日期

01/11/20
02/01/20

02/15/20

02/29/20

03/14/20

03/28/20

西医普科/专科
John Chen 陈宗禹, MD, PhD
Minnesota Gastroenterology, PA
内科及消化专科主治医生

Wang Cai Gao 高 旺才, MDUnited Hospital, St Paul
神经内科主治医生

Peiyi Wang, 王培薏,MD
Abbott Northwestern Hospital,

Allina Medical Clinic – West Health
内科主治医生

Huagui Li 李华贵, MD, PhD
Minnesota Heart Clinic, Fairview Southdale

Hospital
内科主治医生, 心脏病及心脏电生理专科主治

Dr. Xiaoming Dong, 董晓明 MDMinneapolis Clinic of Neurology
神经内科主治医生

Xiao Feng, 冯晓, MDFamily PhysicianHealthPartners Medical and Dental Group
内科主治医生

中医/针灸

Lili Tian 田丽莉 中医师, PhD. 中医学博士
L. Ac 执照针灸师American Academy Acupuncture and

Oriental Medicine美国中医学院

Huan Ma 马寰 中医师, PhD. 中医学博士L.Ac. 执照针灸师Acupuncture Health Center, Edina(请前往医生诊所义诊. 地址如下:)6545 France Avenue South, C-21, Edina, MN 55435
Wei Cheng 程伟 中医师, PhD. 中医学博士L. Ac. 执照针灸师American Academy of Acupuncture and OrientalMedicine 美国中医学院

Yubin Lu 路玉滨中医师，中医学博士，L.Ac.执照针灸
师请前往医生诊所义诊. 地址如下6053, Hudson Road, Suite 225woodbury, mn 55125

电话612-201-7080
Lili Tian 田丽莉 中医师, PhD. 中医学博士L. Ac 执照针灸师American Academy Acupuncture and Oriental Medicine

美国中医学院

Xiaoyan Hu 胡小燕 中医师L.Ac. 执照针灸师Chinese Acupuncture & Herb CenterMinnesota College of Acupuncture and Oriental Medicine952-830-8107

疫情大爆发千万别去！
加拿大对这三国发旅游警告
随着新冠状病毒病例以及受影响国家的数

量持续增长，部分国家确诊人数近期更是一夕
“陡增”。加拿大环球事务部在今天就对民众前
往韩国、意大利和伊朗发出旅行警告。同时，加
拿大官员也坦言，是时候把注意力和资源集中
在国内，为疫情蔓延提前做好准备。

除了中国以外，近来新冠病毒也在伊朗、韩
国和意大利北部的西西里岛、托斯卡那等知名
旅游景点蔓延。加拿大外交部长商鹏飞周二特
别提醒近来有计划进行国际旅行的加拿大民
众，在新冠疫情爆发蔓延之际，要密切密切关注
政府的旅行咨询。他特别提醒民众：“在出发前
先检查一下。这是我能提供的最佳建议。”并指
出“近来已看到新冠病毒扩大到其他新的地区，
包括韩国、伊朗、意大利北部，就连西西里岛和
托斯卡那也有疫情爆发”

正因如此，各位小伙伴注意了！加拿大全
球事务部也在今天更新对这三个国家的旅游警
告：首先，针对伊朗，加拿大全球事务部特别要
求加拿大人如果没有必要，不要到伊朗旅行。
至于韩国，由于该国确诊病例已逼近1000大关，
加拿大全球事务部警告民众前往韩国旅行时要
特别“谨慎”。至于目前确诊病例来到 320多例
的意大利，加拿大全球事务部则是警告：“新冠
病毒可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在意大利，该病已在
该国北部的多个地区确诊，并在小区内持续传
播，而且尚不清楚某些人是如何或在何处被感
染”呼吁前往意大利的加国民众“请采取特殊预
防措施”。通报上更指出，意大利有良好的医疗
服务，但在农村地区服务可能受到限制，医生和
护士可能无法使用英语或法语进行交流。另
外，在意大利若遇上威胁生命的紧急情况的医
疗服务和急诊室治疗可免费服务，但医院会为
任何疗养或后续护理预先收取费用。

不过，Hajdu坚称加拿大已实施“严格”措
施，但他指出，新冠病毒目前已经扩散到至少35
个国家，包括一些可能没有适当诊断能力的国
家。他直言，目前加拿大病例不多，但强调情况
随时都可能改变。因此，“现在是时候把注意力
和资源转移到国内，确保做好准备了。”相信许
多身在加拿大的小伙伴，听到官员这些话，内心
应该会想：“终于啊！”

接下来，加拿大各个机场也将进一步加大
消息传递，向所有国际旅客提供有关出现新冠
肺炎相关症状时，应采取措施的建议。至于近
期疫情大幅扩散的伊朗等国，Hajdu强调在这些
国家的加拿大民众都会获得领事支持，但建议
现在不大可能撤离人员。“我们应该清楚，遣返
工作在这一点上是有限的。在目前这个点上，
很难持续进行撤侨。”他强调撤侨需要耗费很多
资源，而这些资源目前最重要的是要集中在加
拿大境内，以便于应对后续疫情发展。的确，看
了这么多国病例突然暴增的例子后，加拿大本
周的动作看起来比前阵子相对积极。

加拿大首席公共卫生官谭丽莎博士(There⁃
sa Tam)昨天也指出，在新冠疫情在世界一些国
家开始恶化的情况下，到目前为止基本上做到
及时跟踪本国境内出现的疑似和确诊病例、并
采取相应防疫措施的加拿大，从政府到社区到
家庭到个人，都需要为新冠肺炎疫情在加拿大
爆发或扩散预做准备。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
别过度惊慌，谭莉莎在声明中特别强调，目前加
拿大的新冠病毒风险依旧很低。最重要的还是
注意勤洗手，好吃好睡，让免疫力维持在最好状
态，才是目前咱们抗疫的最好方法。

太快：伊朗卫生部副部长确诊，
加拿大要大家囤粮

新冠肺炎疫情再度升级！全球扩散，蔓延
已超过 30个国家，全球股市因悲观气氛浓厚而
遭受重挫。目前，日本已确诊 853个病例；韩国
一天内增加284例，将疫情预警级别上调至最高
级别；目前意大利已有12个城镇被封，超过5万
人被要求在家隔离……世卫组织秘书长也证
实，疫情确实有可能演变成全球大流行。

从７天前的51例，到今天的1261人个确诊
病例，韩国的疫情可以说是爆炸性增长。最新
数据显示，26日韩国新增284个确诊病例，目前
累计确诊1261例，累计死亡12人。据韩联社报
道，25日，韩国国会主楼和议员会馆紧急关闭，
当天全体会议日程取消，这在韩国国会史上尤
为罕见。国会出现感染危机是因为韩国教员团
体总联合会会长河润秀，他 19日在国会出席了
一场450人参与的座谈会后被确诊感染。

而当时开会时，包括韩国最大在野党未来
统合党党魁在内的多名议员都坐在河润秀身
边，目前，这些人员均已前往医院接受检查。这
两天，“首尔飞青岛机票500暴涨到4000”，大批
韩国人跑到中国避难的消息引发关注，#韩国 青
岛#的话题也一度登上热搜。目前，多个国家和
地区已禁止来自韩国的人员入境，韩国飞往多
地的航线取消。与此同时，韩国政府将从 2月
26日开始紧急调整政策，防止口罩大量出境。
确诊病例不断攀升，口罩成为抢手货。日前，韩
国卫生部门和当地超市合作，向新冠肺炎疫情
严重的大邱市民众出售口罩，每人限购 30个。
短短 2小时就售出 48万副口罩，大量的排队人
潮更是相当惊人，让网友全吓坏。

鉴于韩国国内疫情的严峻局势，国际乒联
已决定，延期举办原定于3月22日-29日进行的
团体世乒赛。日本疫情如进一步扩大，据NHK
报道，25日，据日本厚劳省发布的最新通报称，
截至目前，包含“钻石公主号”邮轮上已经确诊
的691名感染者在内，日本国内已确诊853个病
例。24日，日本政府举行专家会议讨论新冠肺
炎疫情对策。与会专家认为，日本多地出现无
法确认感染路径的病例，今后可能会迅速蔓
延。今后一周两周是关键时期，将决定疫情平
息还是进一步恶化。如果疫情进一步扩大，日
本医疗体系可能发生崩溃，社会和经济活动则
将陷入混乱。在欧洲，意大利是目前疫情最严
重的国家，病例总数26日上升到374例，12人死
亡。其实，在 2月 21日之前，意大利还只有 3人
被感染。短短的几天时间，意大利就成为亚洲
以外的重灾区。目前，意大利的十多个城镇已
经实施管制，超过 5万人被要求在家隔离。此
外，这些地区还禁止任何集会，威尼斯传统的狂
欢节活动被取消，意甲联赛也推迟了两场比赛。

世卫组织与欧洲疾控中心(ECDC)组成的联
合专家小组目前已抵达意大利，将协助控制新
冠肺炎疫情，目前的重点工作是遏止进一步的
人传人。当地时间 25日，伊朗卫生部副部长哈
利其确诊感染新冠病毒。据路透社援引伊朗劳
动通讯社的消息称，哈利其的新冠病毒检测结
果为阳性，他目前已被隔离。稍后伊朗法尔斯
通讯社在推特上上传了一段哈利其的自拍视
频，在视频中哈利其说：我也被确诊新冠肺炎，
但我们绝对会击败新冠肺炎。伊朗官方媒体的
报道称，哈利其最近一直站在伊朗应对疫情的
最前线，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伊朗的疫情到
底有多严重。

说起来哈利其已经不是第一位确诊感染的
官员了，早在2月22日，德黑兰十三区的市长就
被确诊，此外另一名国会议员萨迪吉也确诊感
染。最近伊朗疫情告急，各种会议不断，被确诊
感染的前一天，德黑兰的那位市长还在跟很多
人一起开会并握手。哈利其也一样，就在确诊
的前一天，2月24日，他还出席了伊朗国家电视
台关于新冠病毒疫情的新闻发布会。

韩国大爆发，伊朗卫生部副
部长确诊，疫情全球大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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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肺炎，一个多月
来这六个字成了多少人心中的
痛。从武汉到湖北，从中国到世
界，这六个字改变了全球的节
奏，也改变了多少像你我一样
普通人的命运，一切都是那么
猝不及防。疑惑、伤痛、恐惧、无
助，迅速调整，赶快适应，默默
等待。与此同时，全球都在关注
着武汉，祝福着湖北。

而生活在那儿的人们现在到底怎么样
呢？

本公号特转发作家方方的武汉日记，
让我们跟着她，走进自大年初一始，武汉的
日日夜夜。

我们记念所有因病罹难的人们，记念
所有牺牲的医护人员！

我们祈祷所有病患早日康复，回家团
圆！

我们感谢所有医护人员的忘我工作，
舍己为人！

—-编辑

正月初一(1月25日)

不知道我的微博还能不能发出来。前
一阵，因为反对年轻人街头集体爆粗口，导
致微博被封（我现在仍然坚持我的观点：就
是表达爱国，也不能以街头集体爆粗为荣，
这是文明问题！）。投诉无门，起诉无门。所
以对新浪网极度失望，准备就此永远不再
开微博了。

但是，没料到现今武汉发生如此严重
的事件。导致武汉成为全国的中心，导致封
城，导致武汉人到处被嫌弃，也导致我被封
在城里。今天政府再度有令：中心区域今夜
零点，开始严禁机动车行驶。而我又恰住在
中心区内。很多人来询问，也有人私信，大
家都在关心和问候，让我们这些被封在家
中的人倍觉温暖。刚才《收获》程永新给我
信息，说不妨写写“封城记”。闻此始觉，如
果我的微博还能继续发出文字的话，我还
应该继续下去。也好让大家知道武汉真实
的近况。

只是，我并不知道这一条能不能发出
来。如有朋友能看到，就请留个言，让我知
道可以发了。微博有一种技术：就是你以为
你发出去了，但其实没有人能看得到。自从
知道有此一技术后，方明白：高科技作起恶
来，一点不比瘟疫弱。

先发了试试吧。

正月初二（1月26日）

感谢大家的关注和关心。武汉人仍处
在关键时候，尽管人们已从最初的恐慌、无
助、焦虑、紧张走了出来，现在业已平静和
安定了很多，但仍然需要大家的安慰和鼓
励。到今天为止，至少大多的武汉人已经不
再处于六神无主的状态了。我原想从12月
31日开始，复盘我自己在这一段时间从警
惕到松懈的全过程，但是这一写，就太长
了。所以，我还是先实时写一点新近的感
受，再慢慢来写“封城记录”。

昨天初二，依然冷风冷雨。有好消息，
也有坏消息。好消息是当然是国家支援的
力度越来越大，更多的医护人员赶来武汉，
等等等等，让武汉人心安了许多。这些，大
家都已知道。

而我们自己的好消息则是：目前我的
亲人无一感染。我小哥尽管住在疫区中心，
华南海鲜市场和汉口中心医院就在他家左
右。而小哥身体不算好，此前也常出入于那
家医院，所幸小哥小嫂并未有事。小哥说是
已经备足了十天的菜，完全不出门。我和我
女儿还有我大哥一家，都住武昌。一江之
隔，危险系数比汉口略低，也都平安。尽管
被封在家里，倒也没有觉得很无聊。我们大
概都属于宅惯了的人。只有从外地回家探
望父母的侄女和她儿子，有些糟心。本来是
23号日坐高铁离开武汉，去广州与丈夫和
公婆汇合（其实真要去了，日子也未见得比
武汉好过。[允悲]），结果恰巧那天封城，没
能走脱。封城将会到何月何日，是否会耽误
工作及孩子上学，都是问题。但因他们所持
护照是新加坡的，昨天接到新加坡政府通
知，近日将有飞机来汉接他们回去（估计武
汉新加坡侨民也有不少）。他们返回后需隔
离 14天。这个消息让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更好的消息是，我女儿的父亲，在上海住
院，起先拍片，肺部有阴影，昨天也解除警
报，应是普通感冒，未被新冠病毒感染，今
天即可出院。如此，近期曾经与他一起吃过

饭的女儿，也就不用再被严密隔离在她自
己的住所（大年三十，是我冒雨开车给她送
饭吃的！）。[鲜花] 多么希望这一类的好信
息，每天都来一点，尽管封城，尽管关闭在
家，至少我们心情可以轻松一些。

坏的消息仍然有。昨天白天，女儿告诉
我，她熟人的父亲（本身是肝癌患者）疑似
感染，送到医院，也无人救治，三小时便死
亡。这大概是前两天的事。电话里，她也很
伤感。而在昨夜，单位小李打来电话，说我
居住的文联大院已发现两位被感染者。三
十几岁，是同一家人。要我注意安全。他们
的住处离我家大概两三百米。但我的住房
是独门独院，所以我倒不会有更多的担心。
倒是他们同门栋单元楼的邻居，会有点点
紧张了。今天又听同事说，他们属于轻微感
染，在家隔离治疗。年轻人，体制好，感染
轻，应该很快能抗过去。祈祷他们早日康
复。

昨天湖北的新闻发布会上了热搜。看
到好多人吐槽。三个官员的神情，充满沮丧
疲惫，频频出错，说明内心也乱。其实也很
可怜。他们应该也有家人在汉，他们的自责
我相信是真的。事情究竟怎么会走到这步，
事后复盘，自然得知。武汉官方前期对疫情
的轻慢和封城前后官员们的手足无措，造
成了百姓巨大的惶恐，给所有武汉人带来
伤害，这些我会在文章写细写。但现在我想
说的是，湖北官员的表现其实是中国官员
平均水平的表现。并不是他们比其他官员
更差，而是他们的运气更差。官员们历来按
文件做事，一但没有文件，他们就六神无
主。这次事件如在同一时间落在别的省里，
那些官员的表现，不会比湖北的更好。官场
逆淘汰的恶果、空讲政治正确而不实事求
是的恶果、不让人讲真话不准媒体报导真
相的恶果，我们都会一一品尝到。武汉抢前
争先，只不过先吃了一个大的而已。

正月初三（1月27日）

继续谢谢大家对武汉和武汉人民的关
心关注。我很乐意继续实事报导。

现在，大的问题，大家都基本不太担心
了。担心也没有什么用。没被感染，就会乐
观。

目前市民们比较忧心的还是缺乏口
罩。今天看到一个视频，一个上海人去买口
罩，药店卖 30元一只。这个上海市民大发
脾气，用手机全程拍了下来，并且高声指责
药店。并且一定要买，但必须开具发票。他
真是比我有智慧多了，也有勇气多了！佩
服！

口罩是耗材，用量大。而且专家说，只
有N95口罩才可以有效防止病毒。但实际
上，我们根本买不到这样的口罩。网上购
买，必须要到年后才能收到。我小哥比较幸
运。他们小区有家人的亲戚寄来一千个
N95口罩（多么好的亲戚！）。我小哥家分得
十个。他感慨说，还是有好心人呀。但我大
哥家就没这么幸运。他们连一只N95都没
有。只有我侄女带回来的一次性口罩。就
这，数量也有限。只好在家重新洗过，用熨
斗消毒，再次使用。真的有点惨（对了，我侄
女说，新加坡接回他们的事，并没有最后确
定，让我在微博说明一下）。

我自己也差不多。元月18日要去医院
看望病人，无论如何得戴口罩。可是家里其
实一只都没有。突然想起 12月中旬去成
都，学弟徐旻曾经给过我一只口罩，说成都
空气不好。其实武汉空气也好不到哪去，我
也习惯了坏空气，所以这只口罩我一直没
用。这次算是救了急。庆幸刚好是一只
N95。我戴着它去医院，去机场，也戴着它
去买口罩。一连戴了几天，的确很无奈。

我的家里，除了我，还有一只 16岁的
老狗。元月 22日下午，突然发现狗粮没有
了。赶紧跟宠物店联系了买狗粮，想着正好
可以顺便出门买买口罩。于是去到我家附
近的东亭路某药店（不点名吧）。他们恰好
有N95，但是一只 35元（比上海的还贵 5
元）。一袋25只共需875元。我说你们在这
种时候怎么可以这样黑心？他们回答说，供
应商提价，我们也只好提价。因为急需，价
高也得买。所以我准备先买四只再说。不

料，他们所有口罩都没有独立包装，售货员
直接用手抓。我一看，这样的卫生条件，还
不如不戴。然后就没有买。

除夕那天，我继续出门买口罩。所有药
店，全都关门。只有一些夫妻档的小超市还
开着。在一家超市，遇到N95口罩卖。沂蒙
山牌的，灰色，有独立包装。10元一只。我
买了四只。心里总算踏实了一些。获悉大哥
家没有口罩，便与大哥约定，分他们两只，
次日送去。但是第二天，大哥说，还是别出
门吧。所幸的是，大家都不出门，口罩用得
算少。

刚才跟同事微信闲聊。大家说，其实现
在最大的问题，还是口罩问题。毕竟总要偶
尔出门买点东西。有的同事朋友给寄了，却
收不到；也有买的是杂牌，看到网上有回收
口罩，处理再卖的信息，也不敢用。大家几
乎都只剩下一两只，于是只好相互鼓励说，
省着点用吧。段子说的真没错，口罩的确代
替了猪肉，成为我们过年最紧俏的东西。

我相信，缺乏口罩的，不止我大哥以及
我和我的同事。武汉的普通市民缺乏口罩
的人一定很多。而且我也相信，口罩并不缺
货，缺的只是怎么才能到市民手上。在这
里，也只希望快递公司能够早点上班，并且
给武汉的货物加一点速度，帮助我们度过
难关。

正月初四（1月28日）

天气从昨天开始好转。雨停了。今天下
午还出了一会儿太阳。天空明亮，让人心情
好上许多。只是被关在家里的人，烦燥感会
多起来。毕竟从封城起，人们已经被关了近
六天。五天中，不只是多出谈心的机会，大
概吵架的机会也不老少。毕竟各家老小过
去从未像现在这样天天厮守一起过日子，
尤其房子小的家庭。此外，长时间的不出
门，大人好办，小孩恐怕就相当难受了。不
知道那些学过心理学的人，有什么办法安
抚一下武汉人。无论如何，我们还是要坚持
把自己关够 14天。据说，近两天疫情或将
进入爆发期。也有医生在长叮咛短嘱咐：只
要家里有米吃，就是吃白饭，也不要出门。
好吧，遵听医嘱。

这一天依然喜忧参半。昨天，中国新闻
通讯社总编辑、我的校友夏春平通过微信
对我进行了采访。今天下午他带了人来拍
照片。意外的是，他送给我二十个N95口
罩！真是雪里送炭，让我大喜过望。正当我
们站在文联大楼门口照相和说话时，我的
同学老耿买米回来。他用很可疑的眼光打
量我们。我觉得他甚至想用他们河南人的
较真，大吼一声：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站
在我们文联大楼门口？见他那副样子，我马
上喊了他一声。他的目光立即变得又亲切
又热情，真像是久别重逢，尽管我们天天在
同学群里闲扯。夏春平是历史系的。当年中
文系和历史系同住一栋宿舍楼里。所以我
一介绍，他们俩也相互啊啊啊地开心起来。
老耿在武汉和在海南，都跟我同住一个院
内。他今年也没能来得及去海南，我们同命
相怜，一齐被困于单位宿舍的家中。老耿告
诉我，院里 8栋的两个感染者已经住进了
医院。如此这般，所有邻居都大松了一口
气。相信在医院治疗，会比在家里隔离效果
要好得多。依然祈祷他们早日康复。

送走夏春平，刚进家门，我早年写《到
庐山看老别墅》和《汉口租界》的责编小袁
读到我的微博，也给我送来了三包口罩。感
动呀！老朋友就是强！我的口罩一下子富裕
起来。当即与昨天共同发愁缺乏口罩的同
事们进行瓜分。适才同事来拿口罩，还给我
带了一些青菜。我说，这下子真的有一点患
难与共的感觉了。同事家中上有老下有小，
一家三代，还有病人。她必须隔天出门买青
菜。说起来也是八零后，多么不容易！甚至
还在操心工作。我听她们在网上对话，说这
一期的稿件要发了吧？想想武汉有这样的
我们，什么样的坎过不去呢？

坏的消息自然也满天飞。前些天，看到
百步亭四万人聚餐消息时，我当即发朋友
圈，对此批评。我的话说得很重。说在这样
的时候，社区还举办大型聚会，“基本上算
犯罪行为”。说这话时是元月 20日。没想

到，21日省里接着还举办大型歌舞
联欢会。人们的常识都到哪里去
了？有多么僵化愚蠢多么不善变通
多么不实事求是，才会这么做？病
毒都会想，你们真是太低看我了！
对于这类事，我现在真不想多说。
坏的消息正是来自百步亭：他们中
已经有人确诊新冠肺炎。尽管这消

息我没去进一步确认，但凭直觉判断，告诉
我的人，不会说谎。想想，那么多人的大聚
餐，怎么可能没有人被感染？有专家说，这
次的武汉肺炎死亡率并不高，大家都愿意
信这话，我也愿意。只是，传来的另一些信
息，却还是让人后怕。元月 10号到 20号，
那些频繁开会的人们，各自小心吧。病毒是
不会介意谁是平民谁是领导的。

顺便说一下周市长的帽子。从昨天到
今天，这事都在网上被人吐槽。如在平时，
我可能会跟着嘲笑一番。只是当下，周市长
正领着市府众官员为抗疫四处奔波，他的
疲惫和焦虑，一眼可见。我推测，他甚至也
想过事平之后自己将会有什么下场。人到
此时，内疚、自责以及追悔莫及忐忑不安之
类，他必然都有。然而，他到底是市府首脑，
无论如此，都得振作起精神去面对眼前这
件天大的事情。他也是个凡人。我听人说，
周市长是很本分务实之人，口碑一直不错，
他是从鄂西山里一步步实干出来的。可能
人生中，从未遇到如此大事。所以，我想，我
们是不是可以换一个温暖点的角度来看这
个帽子事件？比方，或许他觉得，这样的寒
冷天气，他戴了帽子，而总理没戴。他比总
理年轻，这么戴着，显得颇为不礼貌，于是
摘下来交给助手。这样想想，是不是好一
点？

就这样一点点的记录吧。

正月初五（1月29日）

坦坦荡荡地睡到中午12点（其实平时
也差不多起得这么晚，只是平时会自责。而
现在，武汉人说：锄禾日当午，睡觉好辛苦。
睡了一上午，还有一下午。这样一来，不可
能没有坦荡感呀！）。

躺在床上翻了一下手机，看到我的医
生朋友发来的信息：多多保重，不要出门不
要出门不要出门。这个连续强调的“不要出
门”四个字，挺让人心跳。心想，恐怕这几天
真是疫情的爆发期了。连忙给女儿打电话，
她说正准备去小区超市买几个盒饭。我要
她不要去。哪怕光吃白米饭，这几天也不要
出门。初一听说中心城区机动车将要禁行，
我已经给女儿送去了一批保证她能活十天
的物质。我推测她是懒得动手，才想出门找
吃的。好在她也怕死，听我一说，同意了不
出门。过一会儿就开始找我询问，怎么做大
白菜（她居然把大白菜放在冰箱冷冻室
里）。女儿的住所，从未开伙。平时或回家蹭
饭，或是吃外卖。现在倒好，总算启动了自
己的厨房。这算不算是一个意外收获？相比
起来，我比她舒服，邻居给我送来一碟热气
腾腾的生煎包子。尽管我们俩戴着口罩办
交接，但包子我还是要英勇地吃下去的。

今天阳光灿烂。这是武汉冬天里最舒
服的那种阳光。温暖而柔和。如果没有疫
情，我家周边，一定堵车满满。因为东湖绿
道就在附近，这是武汉人最喜欢去的地方。
但是，现在的东湖绿道，空空荡荡。前两天
我同学老道跑去转了一圈。说整个绿道，只
他一个人。要说哪里最安全，恐怕东湖绿道
算是一处了。 下转A1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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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卫健委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
发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
（试行第六版）》，湖北、广州、浙江、山东、河
北等二十多个省市陆续发布新冠肺炎防治
方案中，都对中药连花清瘟胶囊、颗粒进行
推荐。连花清瘟胶囊的科研成果获得了
2011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这是其他
同类药物所不具备的科技创新优势，连花
清瘟从2004年进入市场在我国流感、禽流
感、新冠肺炎等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屡次
发挥重要作用。中医药科研成果在疫情防
控中发挥重要作用，体现了中药科技创新
的价值。

钟南山院士团队研究表明，连花清瘟
有显著抑制新型冠状病毒的细胞病变效应

2月18日，在广东省政府召开的疫情
防控发布会上，钟南山院士团队广州医科
大学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杨子峰教授
指出，连花清瘟胶囊（颗粒）显示体外有显
著抑制新型冠状病毒的细胞病变效应，透
射电镜分析也发现了连花清瘟胶囊（颗粒）
能减少新型冠状病毒在感染细胞里面的胞
浆，还有囊泡内的病毒颗粒。我们知道这
一次的新型冠状病毒不仅是一个病毒，而
且还会引起一系列的过度炎症表达，所以
也观察到连花清瘟胶囊（颗粒）对人的普通
冠状病毒（HCoV-229E），还有新型冠状病
毒（COVID-19）感染细胞和诱导的 TNF-
α、IL-6、CCL2/MCP-1 和 CXCL-10/IP-10
等炎症因子过度表达抑制作用。这个跟临
床的炎症因子是相吻合的。

连花清瘟防治新冠肺炎患者及疑似患
者临床研究获突破

杨子峰教授指出，连花清瘟完成了42

例的新冠肺炎确诊的试验，研究结果发现
常规治疗联合了中药以连花清瘟颗粒为代
表，它能明显缓解发热、咳嗽、气促等临床
症状，而且发热消失时间较对照组平均缩
短1.5天，对疑似病例有相似的作用。应该
说为新型冠状病毒治疗带来一些希望，特
别是轻症、中度，缓解抗疫的燃眉之急。

由武汉科技大学附属普仁医院、武汉

市第九医院、华润武钢总医院，采用连花清
瘟颗粒治疗的临床报道，分别刊登在《世界
中医药》《中医杂志》《中国实验方剂学杂
志》。武汉科技大学附属普仁医院应用连
花清瘟颗粒联合常规治疗新冠肺炎患者54
例，结果证实：连花清瘟颗粒明显改善新冠
肺炎普通型患者发热、咳嗽、乏力等症状，
减少发热、乏力、咳嗽持续天数，为临床治
疗该病提供研究证据；武汉市第九医院和
华润武钢总医院治疗42例新冠肺炎确诊
普通型患者，设治疗组与对照组。结果表
明：连花清瘟治疗组能够明显缓解发热、咳
嗽、咳痰、气促等临床症状，尤其是在改善
发热症状方面显示出了独特优势，发热消

失时间较对照组平均缩短1.5天，同时还能
改善乏力、肌肉痛等其他症状。

武汉科技大学附属华润武钢总医院就
诊的新冠肺炎疑似患者101例，联合应用
连花清瘟治疗组63例，对照组38例，研究
结果表明连花清瘟明显改善发热、咳嗽、乏
力症状，缩短发热时间1天，同时缓解气促
症状，减轻肺部湿啰音，降低转重症比例。

连花清瘟在疫区防控中广泛应用

面对正在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以岭
药业在第一时间通过中国红十字会向疫区
捐赠一千多万元连花清瘟，让疫区早用药、
早发挥治疗作用，彰显了以岭药业对疫区
人民的关爱。随后，保障湖北疫区药品达
900万盒，粗略估算，覆盖湖北省上百万人
次使用，武汉所有方舱医院也将连花清瘟
作为基础用药。截至目前，在全国覆盖约
3000万人次应用连花清瘟。湖北省、黑龙
江省等许多省市将连花清瘟胶囊/颗粒作
为储备用药，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其作
为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清单中的医疗应
急保障物资。

钟南山院士在在广东省政府召开的
疫情防控发布会上提出：连花清瘟胶囊等
中药已经在新冠肺炎临床中常用，中药使
用后显示能减少病毒进入细胞，减轻炎症
症状，这可以给中药使用提供一些证据。

中央指导组中医药专家、中国工程院
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教授在
接受有关媒体采访时表示，“从现在来看，
对冠状病毒本身有抑杀作用的药比较多，
做完实验有肯定效果的，并且写在说明书
的是连花清瘟。”陕西省第一、二例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治愈出院，专家介
绍说，两位患者均使用连花清瘟胶囊、颗粒

等药物，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西安交通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院长刘青光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医院严格按照国家相关标
准，结合病人的病情予以治疗，采用了一些
中医的方法，如连花清瘟颗粒等，效果很
好，恢复得非常顺利。2月7日，湖北黄冈
11名新冠肺炎患者治愈出院，湖南支援湖
北医疗队株洲分队队长刘毅表示：“我们的
治疗主要是抗病毒治疗，中成药连花清瘟
胶囊，还有西药洛匹那韦，同时对症支持。”

全国各地都在倡导抗疫服用中药，作

为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的连花清瘟，
发挥其中药科技创新成果的重要作用，更
能造福于民。

中药连花清瘟防治新冠肺炎临床与实验研究获突破

请拨651-735-1284询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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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明心从明州华联会获悉，明州华
联会和明尼苏达中美商会认真落实团结合
作办大事的协议。

两会会长积极落实协议，在相关团体
队的紧密合作下，经过咨询有关医疗专家
和孝感市第一人民医院专家，参考有关医
疗器械信息，通过科学决策，决定给孝感第
一人民医院捐赠一台深圳迈瑞医用呼吸机
一台。

记者从明尼苏达中美商会群了解到，
群中捐款踊跃，不到二天，就捐到上6，000
美元，已充分显示两会合作的功力。截止
到目前为止华联会收到捐赠总共$40,
470.00（包括赠物$3,200）。

两会紧密合作，立大项，办大事，通过
项目合作，为社区团体合作提供榜样。

现在有关方面正在和商家就价格进行
谈判，希望尽快达成协议，尽快订货，尽快
按排生产，尽快交货。

希望通过两会合作，向明州华人华侨
传达一个信息，合作共赢办大事！希望明
州华人华侨有力出力，有钱出钱，脚踏实地
为湖北再办一两件大事！

一、明尼苏达中美商会捐款信息
1. PayPal：info@mn- ccc.org ( 请选择

“send to friends”)
2. 支票
收款人：MCCC
邮寄地址：308 One Corporate Plaza,

7400 Metro Blvd, Minneapolis, MN 55439
二、明州华联会捐款信息
AMCO, a non-profit 501(c)(3) organiza-

tion, will take full responsibilities to organize
and ensure your donations reach the front
lines. We will provide receipts to you for tax
purposes. Ways to donate:

1. AMCO Online Donation:
www.mnchineselife.com/event/wuhan/
2. Donation by Check:
Pay to : AMCO
邮寄地址
AMCO
P.O. Box 879, Anoka, MN 55303
Memo：Minnesota-Wuhan Coronavirus

Fund
支票捐款邮寄(支票收到后公布）, 如

果您的名字和捐款额有误 , 或者您想用中
文名，请送email:

AMCO1866@gmail.com

Minnesota-Wuhan
Coronavirus Relief Fund Donation

Update 2/25/2020

>$5,000
Minnesota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明
尼苏达州中美商会

$2000-$4999
Alliance of Minnesota Chinese Organizations
(AMCO) 明州华人华侨社团联合会
Jennie Hsiao 何之霓
Hua Xia Chinese School 华夏中文学校 (捐
款人: Cecilia You, Danian Liu, Elaine Liu,
Fanguang Meng, Huigang Zuo, Jing Niu, Jun
Li, Shaoguang Cong, Tao Zhang, Xiaoming
Dai)

$1000-$1999
Minnesota Chinese IT Association 明州华人
信息技术协会
秦立新/高寰
程汝钊/肖俊
何丽华/颜炳文
Jin Mei Li
李春贵/吴丽梅
李维義先生一家、太太熊可勤、女兒李元
琴、孫兒李竑瑞
Chines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Minnesota
明州中美联谊会

$500-$999
Minnesota Chinese Opera 北美曲苑
Song Han
Beijing Association of Minnesota 北京同乡
会 Pledge
陈可/张翼
WM Chiang LLC
高赞/陈莺莺Zan Gao/Chen Yingying
林慧杰/欧阳虹蔚
伍譚淑华 Virgina Ng
Ming Hu
王景春/张丽明 Pledge
杨志红/王平

$200-$499
王金土 Jintu Wang
CHANGYING LAWTON
Xianbo Zhang
Alliance of Chinese Culture and Arts，USA 美
中文化艺术联合会
耿阳/汤棣 Geng Yang/Tang Li
Wei Zheng
Sailian Zhu
胡树先/闵洁
李华志/龚淑平
刘奋发 Sophie Liu
Yuyong Xu
Dehong Ma
黄鹏/王敏
Chao Wang/Wenjuan Wang
China Buffet
Zihao Wang
Shu Li
双城华人舞蹈中心
贺瑞容 Ruirong He
Sha Yang
Hua Zhou
Xianhui Kasdan
杨杰/刘艳红 Jie Yang/Yanhong Liu
Lei Jiang
Ledian Chinese School 乐点中文学校
徐效华/欧建颖 Xiao Hua Xu/Jian Ying Ou
陈旭/吴芳 Xu Chen/Fang Wu
Edwin Hom
Qiong Qin
WENHAN YANG
Gan Chen

Xin Yang
Ming Hu
牛一民/王东红
Wei H Chen and Xiaoshan Zheng
韦海华 Haihua Wei
Jiaoming Qiu
程肖 Lucy Cheng
Ziqi Wang
Sing Wong/Yang Mei
Tianhong Cui/Dongjuan Cui
Xiaohong Qiu/Yong Lu
裘琳/余野
刘蕾/沙志一 Lei Liu/Sha Zhiyi
Guang Yang
Linda Li
Ming Hu
许砚农／朱晓霞 Yannong Xu/Julie Zhu
沈蓓/伍鄂阳
Yibing Liu/Fei Mo
Haoyan Chen/Yang Gu
明华中文学校家长
邵玉婵 Sandy Shao
陈惠霞 Huixia Chen
Wei Quan
杨若菊/郭钜钊

<$200
Donglin Liang
Hong Li
Hongjian Fan
Weizeng Qian
Xu zhang
Sifang Wu
Lin Mingming
Binh Luu
Jenny Gao
Haiying Zhou
Xiaolin Wang
Hui Zhu
Zhao Xie
Yun Duan
Lisa Ramos
Yi You
Yuedong Merritt
Shihe Ma
James K Bell/Yuwen Bell (Check)
Anna Zhu (Check)
Yuran Liu

Yanping Zhang
Qianhui Xu
Weina Chu
Li Rong
Jeff Jiang
Fengwei Wang
Meixia Chen
Lin Mingming
Baoqin Fan
Wuan Yao
Yuan Wu
Wen Dong/Yong Xue
Qisuo Chen
Hong He
Qiwen Zhang
Yan Huss
Runze Du
Shenghua Huang
Jiehong Guo
Qun H Dequet (Check)
JIWEI ZHANG
Hong Zhao
Zihao Wang
Joseph Cowdery
Yongyi Long
Yanmei Zhang
Yanmei Zhang
Fang Chen
ZHUHUA YIN
Ming Yang/Ling Hou
Andy Zheng
Hua Ying Gao
YUQI ZHOU
Ling Tan
Xiaoling Zhou
Haizhong Wu
Xiaogang Luo
Jie Luo/Tingting Zhu
Haizhong Wu
Shu Wang
Biyuan Sun
郭继业/胡新涛
Wenbo Zhang
谭恩会/彭平
张占峰/陈乐欢
Jinyu Li
Rongze Zhao
Brian Lam
Yat C Lui/Lai Y Lui
王建华/胡李平 Edward J Wang/Liping Hu
Wenbo Chen/Han Wenyin
Quan Yao
Zhiyong Xiao
Yuhua Ni
Chunxiang Xu
Runze Zheng
Yuedong Merritt
Ling Jiang
Lidan Gu
Jie Sun/Xingfu Chen
Jonsi Wilcox
陆映红
Kun Xiao
Shurong Huang
Loren Knutson
Scott Wei
Donglin Liang
Fuliao Li
Yan Wang
Kim Gee 秀金
Yanrong Zhu
Xin Shan Zhou
Cong M Wong
Haikun Jiang
Yue Huang (Joy)

支票捐款邮寄(支票收到后公布）, 如
果您的名字和捐款额有误 , 或者您想用中
文名，请送email:

AMCO1866@gmail.com

MCCC和AMCO认真落实两会达成的协议
(爱心基金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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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在家里的武汉人，只要没
被感染，大家的心里基本都还踏
实。最可怜的还是那些病人以及
他们的家属。因为病房一床难
求，他们仍在煎熬之中。火神山
工地建设得热火朝天，但毕竟远
水救不了近火。他们是最大的受
害人。不知道有多少家庭从此破
碎。一些媒体，在记录这些。更多自媒体，也
早就在默默地记录。我们能做的，也只有记
录。早上读了一篇写母亲在初一去世，父亲
和兄长都被感染的文章。心里特别堵得慌。
这一家，也算中产了。那些更穷的病人呢？
不知道会活成什么样子。其实前些天，看到
诸多医护人员疲惫和病人崩溃的视频，那
种悲哀无助的感受，我今生从未有过。川鄂
（湖大教授）说，他每天都想大哭一场。谁不
是呢？为此，我一直跟朋友们说，走到今天，
可以清晰地看到人祸的比重。复盘之后，那
些渎职者，一个也不宽恕，一个也不放过。
但是现在，我们先全力以赴，熬过难关。

说说我自己。除了心情与日常不同，生
活倒是没有更多变化。以前过年，也是这
样。只在初三时，到舅公杨叔子家拜年并聚
餐（今年也取消了，舅公年迈体弱，更是要
重点保护），基本上哪儿都不去。其实每到
冬天我都容易发作支气管炎。曾经连续三
年在春节前后住进医院。所以这些天我时
时警惕自己不要生病。前几天有点头疼，昨
天略有点咳嗽，但今天又都好了。以前蒋子
丹（她对中医很有研究）根据我感冒的情
况，说我这是“寒包火”。此后一到冬天，我
每天都会用黄芪、金银花、菊花、枸杞、红
枣、西洋参加上红枣桑叶茶煮水。我给它取
了一个名字，叫“杂煮”。天天喝几大杯。疫
情紧张后，又加上早晚一次维C片，一杯维
C泡腾，外加几杯白开水。晚上洗澡，用略
烫的水长时间冲洗背心部位，还把自己买
的莲花清瘟胶囊全部吃光。我的同学教了
一个“闭门法”，要我们时时默念：“全身毛
细孔闭！风寒不入，百邪不侵，正气内存，邪
不可干！”他一本正经说这是历代秘传，绝
非迷信。我们大笑了一通，不知道有没有人
真念。总之，我已经按各路朋友所教方式，
将所有装备统统用上（除了闭门法）。显然，
它们有用。目前我的状况还不错。保护好自
己，就是帮忙。

顺便说一下，前天我的一条微博被屏
蔽了。它活着的时间比我想象得长。意想不
到被很多人转发。因为我喜欢直接在微博
这个小框框里写。所以写时会很随意（喜欢
的就是这种随意感！），想到什么写什么。校
对不仔细，错漏字也多（惭愧，有点对不起
武大中文系），还望包涵。其实，我根本没有
打算在这个时候批评谁（中国有句老话叫
秋后算账是不是？）。毕竟，现在我们的主要
敌人是瘟疫。我一定会和政府和所有武汉
人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共同抗疫。政府向
市民提出的所有要求，我也会百分百配合。
只是当时写到那里，觉得反思也很必要。由
此，就反了一下思。

正月初六（1月30日）

今天是大晴天。有着冬天最舒服的气
韵。也是欣赏冬季最好的日子。但是疫情把
人们的心情破坏一尽。万千美景，无人观
赏。

残酷的现实依然摆在眼前。起床后，看
信息。一个农民夜半三更被挡在土墙外不
让通过。无论如何求情，守路人都不让过。
在这样寒冷的深夜，那个农民最后去了哪
儿呢？非常让人揪心。执行防疫规定固然不
错，但是不能执行得连基本人性都没有了
呀。为什么我们的层层官员都可以把一纸
文件教条化成这样？只需一个人戴着口罩，
把农民引到一间空房里，隔离居住一夜，不
就可以了吗？又看到，一个脑瘫儿童，因父
亲隔离，只能一人在家独居五天，由此饿
死。一场疫情，暴露出无数众生相，暴露出
中国各地官员的基本水准，更暴露出我们
的社会疾病。这是比冠状病毒更为恶劣更
为持久的疾病。而且看不到治愈期。因为没
有医生，也无人愿治。想到这个，心里无比
悲伤。就在几分钟前，一个朋友告诉我，我
们单位的一个年轻人生病了两天，呼吸困
难，疑似，但未确诊，也无法住院。一个非常
忠厚老实的小伙子。我与他一家都非常熟
悉。但愿只是普通感冒，不要中此恶招。

好多人给我发信息，说他们看了中国
新闻社对我的采访（对了，采访人夏春平是
中新社副社长副总编，被我在博客中写成

了总编辑，糊
里糊涂升了他
一级。这里特
此说明一下，
也向夏春平和
真正的总编辑
道个歉），觉得
我讲的不错。
其实采访内容
自 然 会 有 删
除，可以理解。
但有几句我觉
得 留 下 应 无
妨。在谈到自我疗伤这个话题时，我还说：

“最重要的是那些被感染的病人和去世者
的家属，他们的遭遇可能更惨，伤痛可能更
深，甚至终身不能平复，这些还需要政府特
别安抚……”回过来想想那个深夜被拒的
农民，想想那个一人在家饿死的孩子，还有
无数呼救无门的老百姓，以及流落在外像
丧家犬一样到处被驱赶的武汉人（包括许
多孩子），不知道得用多长时间才能平复这
样的一次伤害。整个国家的损失就不用我
说了。

网络从昨天到今天疯传的是关于专家
来汉时的表现。是的，那些养尊处优、掉以
轻心的专家，当他们轻率地告诉人们“人不
传人”“可防可控”这个结论时，他们就已经
犯下滔天大罪。如果尚有良知，如果能看到
那些正在受苦受难的百姓现状，心里应该
会有负罪感吧？自然，湖北的主政官员，承
担的本是守土安民之责。现在土未守民不
安，他们怎么会没有责任？疫情至此，必是
多方合力的结果。他们根本没有推诿的余
地。只是现在，我们更希望他们打起精神，
怀着赎罪感更怀着责任感，继续带领湖北
人民走出艰难时日，以此来获取人民的宽
恕和原谅。武汉坚持住了，全国也就坚持住
了。

我的亲人们，大都在武汉。庆幸目前大
家都还健康。其实也都算是老人了。大哥大
嫂七十好几，我和小哥也都在奔七路上。我
们不病，就是给国家帮忙。好在侄女母子今
天清早已顺利抵达新加坡，他们被隔离在
了一个度假村。要深深感谢洪山交管局。侄
女昨天得到的通知是：新加坡的飞机今天
凌晨三点起飞，晚上要提前到机场。交通封
锁，大哥不会开车，侄女母子根本没有前往
机场的交通工具。这个任务就落到我的头
上。大哥所在的华中科技大学所属洪山区，
我向洪山交管局询问我的车是否可以通
行。他们局有不少我的读者。于是说你还是
在家写作吧，这个任务交给我们。于是昨晚
派了肖警官将我侄女送到机场。我们全家
都由衷感谢他们的帮助。有急有难找警察，
这个是最靠谱的。侄女和她儿子的平安，是
我今天唯一觉得高兴一点的事。

今天已经是初六了，封城近八天。需要
说的是，尽管武汉人天性达观，武汉的工作
也越来越有序，但武汉的现状仍然严酷。

晚上喝小米粥。一会儿去跑步机上活
动一下。点点滴滴，记录在案。

正月初七（1月31日）

今天初七，天气简直可以说阳光灿烂。
这是不是一个好兆头呢？抗疫最关键的时
间就在本周。按专家所说，到了正月十五，
受感染该发病的人，差不多都发作了。那时
候便是拐点。所以，我们再坚持一周吧。这
周过后，感染者差不多都隔离了，未感染者
便可走出家门，那就是自由的时候了，想来
是这样吧？从封城到现在，我们已经关了九
天，大头已过。

尚未起床，即看手机。一条特别好的信
息：说我们单位的小伙子“没有感染。今天
已经完全正常，昨天因为腹泻吃多了药。这
个瓜娃子！疫情过后要请客，把大家吓得不
轻。”几乎刚笑完，就看到另外信息。我好多
朋友都认识的一个人，省歌舞团的，病后一
直在排队等住院，在接到可以入院的通知
时，刚刚去世。又听说，有好几个湖北官员
已被感染，并且也已有人去世。唉，武汉人
有多少人在这场灾难中家破人亡？迄今为
止，尚未见有一个自责和道歉的人，却只有

无数推诿的说
法和文章。

未亡的人
们，要去骂谁？
看到一个作家
在与记者访谈
中还提到“完
胜”二字。简直
不知说什么好。
武汉都这样了！
全国都这样了！
千千万万的人
有如惊弓之鸟，

更有人命悬一线躺在医院，无数家庭业已
支离破碎。胜在何处？完在哪里？都是同行，
真不好意思破口。你说有人说话不过脑吗？
不是。为讨上面欢心，他们是很过脑的。所
幸，立即看到另一个作家的批评文字，一声
声质问，措词严厉。这让我知道，有良知作
家应该很多。现在我虽然不是湖北作家协
会主席，但我还是个作家。我非常想提醒一
下我的湖北同行，以后你们多半会被要求
写颂文颂诗，但请你们在下笔时，思考几
秒，你们要歌颂的对象应该是谁。如要谄
媚，也请守个度。我虽然人老了，但我批评
的气力从来不老。

整个下午都紧紧张张地做菜，晚上给
女儿送去。她 22日从日本游玩回来，半夜
12点后才到家。回来即面对封城，家里什
么吃的都没有。我在除夕和初一给她送去
一些。吃了几天，说是已经撑不下去了，想
要去点外卖。我和她父亲都坚决反对她去
买外卖，所以我决定还是自己送菜过去。我
与女儿家相隔不远，开车十几分钟即到。问
过警察，说上路没有问题。于是，便做饭做
菜送货上门，有点“我为红军送干粮”的感
觉。小区不准进，我们即在小区门口办了交
接。我家的第二代，只有她一人留在武汉，
我必须保护好她。

我们门前是二环，一向车水马龙，人流
如织。但现在，车很少，行人更少。主路处处
火树银花，偏路则因店铺关门，显得幽暗。
军运会时，把主路边的房子全都镶上灯带，
东边不闪西边闪。那时候觉得闹眼也闹心，
看了有点儿烦。现在驱车在这清冷寂寥的
街路上，这些热闹的闪亮的灯光倒让人有
心安的感觉。真是此一进彼一时呀。

小型超市仍然开着。街边也有卖菜的。
我在路边买了点青菜，又在超市买了鸡蛋
和牛奶（去到第三个超市才买到鸡蛋）。问
他们这时候还开门，不怕被感染吗？他们回
答也从容，说我们得过，你们也得过呀。是
呀，他们得活，我们得生活，就是这样！我经
常会很钦佩这些劳动人民，有时跟他们对
上几句话，心里就有莫名的踏实。就像武汉
最慌乱的那两三天里，冷风冷雨。几乎所有
空空荡荡的马路上，都有一个环卫工人在
风雨中一丝不苟地扫地。看到他们，你会为
自己的紧张不安感到惭愧，蓦然间你就会
镇定下来。

正月初八（2月 1日）

今天天气仍然晴好。初八了，居然有点
怀念院子里每年此时的热闹。

早上起来，仍然先看手机信息。看到一
份元月31日的数据统计。数据显示的结果
是：武汉确诊和疑似病人仍在增长，但速度
已明显下降。并且连续三天都在下降。重症
病人数字也在减少，死亡率与之前比，稳定
在2%左右。而治愈人数和疑似解除人数在
增长。相当好的一个信息！说明近期的防控
有明显效果。这是我大哥今早发在自家群
里的。我无法确定它是不是真的，但我希望
它完全是真的。仍然是那句话，武汉挺过来
了，全国就挺过来了。

回想起来，最早告诉我们有此病毒传
染的，也是大哥。我们有个家庭群，其实就
只我们兄妹四人。连嫂嫂和侄儿女们都没
加入。两个哥哥在大学当教授，他们的同学
和同事群信息经常很丰富。尤其大哥，他是
清华毕业的，又在华科大当教授，所以他那
里有价值的信息会多一些。12月31日上午
十点，大哥转了篇文章，说“武汉疑出现不
明原因肺炎”并注有括号“（SARS）”。

大哥说，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
二哥马上就提醒道，大家不要外出。
二哥在沈阳工作，又说你们可以到
沈阳来避难。沈阳零下二十度，什么
病毒都活不下来。大哥说，SARS怕
高温，还记得 2003年吗？之后大哥
再度发出信息，确认此消息为真，并
说国家卫健委专家已经抵达武汉。

小哥有点吃惊，因为他就住在
病情集中爆发的华南海鲜市场附

近。我到中午才看到这些，马上说，近期不
要去医院。因为小哥身体不是太好，他主要
看病就在汉口中心医院，而那里却集中着
大部分武汉肺炎患者。小哥很快回复，说他
下楼看了一下，汉口中心医院平静无常，他
原以为会有很多记者。很快我在同学群里
看到了华南海鲜市场和汉口中心医院情况
的视频。于是立即转发到自家群里。并提醒
小哥，出门戴口罩。甚至建议他元旦后先逃
到我家来。毕竟我当时住在江夏郊区，距离
汉口比较远。小哥表示，看看事态发展再
说。二哥则认为，不必太紧张。政府不会封
锁信息，否则就太对不起老百姓了。我基本
上跟二哥的想法差不多，觉得这么大件事，
政府不可能封锁信息，不可能不让百姓知
道真相。

元月1日上午，大哥再次转发了《武汉
晚报》关于华南海鲜市场停业整顿的新闻。
小哥仍说他们家附近没什么变化，大家该
干什么还干什么。作为普通百姓，其实在这
一天里，我们已经高度重视这件事了。所提
及的措施，与现在无异，即戴口罩，呆在家
里，不要出门。我相信其他武汉人跟我一
样，经历过SARS那样的恐慌后，谁都不会
轻视这种消息。但是，官方的说法很快来
了，它们来自专家的结论，概括起来是八个
字：人不传人，可控可防。大家立即都松了
一口气。反正我们从不吃野生动物，也不会
去华南海鲜市场，我们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我之所以复盘上述，是因为今天早上
看到一个对王广发先生的专访。王先生是
第一批来汉专家。他讲完“人不传人，可防
可控”后，自己就被感染了。我以为他多少
会有点自责或是懊悔以及反思，哪怕这错
误与他本人无关，是整个专家组的决定。但
作为专家组成员之一，至少给了武汉人民
一个轻率的结论。无论湖北武汉官方如何
官僚无能，或是有多少人为显盛世繁华刻
意遮盖，但作为医者的王先生，在表述时，
是不是可以更谨慎一些？而不是这么斩钉
截铁？同时，王先生在元月16日即被感染，
显然此时已然得知病毒是“人可传人”的。
但我们并没有听到王先生及时修正自己此
前所说的八个字，也未听到他大声疾呼人
们警惕，却一直等到三天后钟南山院士来
到武汉，才向人们道破真相。

对王先生的采访，是昨天作的。武汉人
窝囊的春节（尽管武汉人达观）、病人们的
惨烈状态，死者们破碎的家庭，封城行动对
整个国家的损失，以及王先生同行们的无
比辛劳和壮举，全国人们都看到了。但是，
对此负有一定责任的王先生在访谈中却没
有一丝愧疚，没有一点歉意，甚至还觉得自
己有一份功劳。他说：“我要跑到武汉走马
观花，要是不去病房，不去发热门诊，我也
不会感染，反而进去以后，自己感染了，大
家才知道这个疫情确实是严重了。”听到这
话，我真是无语了。看来王先生是不怕武汉
人对他爆粗口的。

唉，中国人一向不喜欢认错，也没有多
少忏悔意识，更不会轻易产生负罪感。这可
能跟文化和习俗有关吧？但作为医者，专业
就是救病扶伤，看到那么多人，因自己的言
论而病中挣扎而绝望死去，即令大家并无
多少责怪，可自己呢？自己就可以那样轻松
地放过自己吗？内心就没有哪怕一点点的
罪恶感？说好的仁心呢？怎么还可如此洋洋
洒洒地自夸？国有大难，连皇帝偶尔都懂得
发个“罪己诏”。王先生（包括专家组）呢？真
没打算向武汉人道个歉？真没觉得这是自
己从医生涯的一个教训？

算了，这个时候，实在不想多说。还是
祈愿王先生今后更加努力地救死扶伤吧。
拯救他人的同时，也拯救自己。

正月初九（2月2日）

今天初九。我们已经坚持多少天了？真
是懒得数了。有人出一道急智题，说不准看
手机，今天星期几？要求一口报出来。真是
下手太狠。谁还记得星期几呀？能记住初
九，就不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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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是可用價值衡量 
        經驗及口碑是無價＂ 

        不論你認識那時候的陳桂芳，
認識她的朋友及顧客都會認同，陳
桂芳由始至終堅持同一宗旨，“以
誠懇的溝通，實際的行動，豐富的
經驗及優秀的議價技巧，為顧客爭
取最大權益”。  

Aileen Chan  
粵語、普通話、英文 
Tell:  612-812-6375 

Aileenchan@edinarealty.com 

 
 
 

        房地產的交易不單是買與賣，
其中牽連不少其他的細節，比如房
地產相關法律，稅務及買賣的權利
與責任等等。因此，一個好的經紀
人不儘是您最重要的資訊與顧問中
心，更能幫助您作出最明確的決定。 

        Edina Reality是明州最大的房
地產公司，擁有最健全完整的體制
及市場最新的訊息。 

Aileenchan.edinarealty.com 

衷心感謝客戶及朋友們的信任與推
薦，讓我的事業不斷成長並榮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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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富的經驗 
客觀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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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州專業房地產經紀人 郑伟民郑伟民二胡乐坊二胡乐坊

Wei Ming Chiang hasWei Ming Chiang has 1818 years of orchestral experience and has been teachingyears of orchestral experience and has been teaching
erhu forerhu for 1616 years. Sinceyears. Since 20152015, Wei Ming has been advancing his studies with, Wei Ming has been advancing his studies with
Master Zhang YuMing, an erhu master and educator and designated nationalMaster Zhang YuMing, an erhu master and educator and designated national
treasure in China. Many of Master Zhangtreasure in China. Many of Master Zhang’’s students, like virtuoso Yu HongMei,s students, like virtuoso Yu HongMei,
have wo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s. Some students head music departments athave wo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s. Some students head music departments at
prestigious music conservatories, while others hold positions in professionalprestigious music conservatories, while others hold positions in professional
orchestras as conductor, concertmaster, or erhu principal.orchestras as conductor, concertmaster, or erhu principal.

Wei Ming was the interim concertmaster and erhu instructor with the SingaporeWei Ming was the interim concertmaster and erhu instructor with the Singapore
Keat Hong Chinese Orchestra (KHCO). TheKeat Hong Chinese Orchestra (KHCO). The 8080+ member+ member
orchestra is well-known in Singapore and is the recipient oforchestra is well-known in Singapore and is the recipient of
various honors: First prize winner and Best Performance Awardvarious honors: First prize winner and Best Performance Award
forfor 77 consecutive years in the National Music Competition;consecutive years in the National Music Competition;

awarded the National Youth Letter of Commendation; etc.awarded the National Youth Letter of Commendation; etc.
KHCO is frequently invited to perform overseas.KHCO is frequently invited to perform overseas. ErhuErhu
(Chinese Violin) Lesson Offerings at following locations:-(Chinese Violin) Lesson Offerings at following locations:-

Roseville, Eden Prairie, BloomingtonRoseville, Eden Prairie, Bloomington
Age requirement: Children ageAge requirement: Children age 44 11//22 and up, adultand up, adult

no age limitatino age limitati

郑伟民老师拥有十六年的教学经验和十八郑伟民老师拥有十六年的教学经验和十八
年的丰富乐队及舞台经验年的丰富乐队及舞台经验，，曾担任新加坡吉丰曾担任新加坡吉丰
华乐团的代首席和二胡指导华乐团的代首席和二胡指导。。近年蒙幸得到张近年蒙幸得到张
玉明二胡大师为师玉明二胡大师为师。。

张玉明是中国国宝级的二胡大师及教育张玉明是中国国宝级的二胡大师及教育
家家。。他的学生都在国际二胡大赛里脱颖而出他的学生都在国际二胡大赛里脱颖而出，，
比如著名二胡演凑家于红梅比如著名二胡演凑家于红梅。。好些出名音乐学好些出名音乐学
院的系主任院的系主任，，专业乐团的指挥专业乐团的指挥，，首席首席，，和声部长和声部长
都是他的学生都是他的学生。。

吉丰华乐团拥有八十多位团员吉丰华乐团拥有八十多位团员，，在新加坡在新加坡
久享盛名久享盛名。。她曾经连续七届荣获全国音乐比赛她曾经连续七届荣获全国音乐比赛
冠军冠军，，荣获国家颁发优秀奖状荣获国家颁发优秀奖状。。乐团经常被邀乐团经常被邀
请到海外演出请到海外演出。。
授课地点授课地点: Roseville, Eden Prairie, Bloomington: Roseville, Eden Prairie, Bloomington
招生年令招生年令：：儿童四岁半以上儿童四岁半以上，，成年年令不成年年令不限限

612-479-3700
chia0042@gmail.

com

郑伟民

Wei Ming Chiang Erhu Stu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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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地产明州双城联合地产明州双城

贷 款贷 款 ，，买 房买 房 ，，卖 房卖 房 ，，检 测检 测 ，，成 交 过 户 一 条 龙 服 务成 交 过 户 一 条 龙 服 务 ！！

地址地址：：15891589 MN-MN-77 ##200200, Hopkins, MN, Hopkins, MN 5530555305 公司电话公司电话：：((952952)) 228228--10491049
官方网站官方网站www.UnitedRealEstateTwinCities.comwww.UnitedRealEstateTwinCities.com

免费下载最快最准确房源搜索免费下载最快最准确房源搜索APP: UnitedRealEstateTwinCitiesAPP: UnitedRealEstateTwinCities

明州商业房地产
商业地产的专业团队

添加微信号每天更新

▲ 各类餐馆铺面出租

▲ 办公楼Office出租

▲ 大小型号仓库出租

▲ 新开发商业区出租

▲ 多单元投资房出租

最优惠的价格最优惠的价格最优惠的价格最优惠的价格最优惠的价格最优惠的价格最优惠的价格最优惠的价格最优惠的价格最优惠的价格最优惠的价格最优惠的价格最优惠的价格最优惠的价格最优惠的价格最优惠的价格最优惠的价格最优惠的价格最优惠的价格最优惠的价格最优惠的价格最优惠的价格最优惠的价格最优惠的价格最优惠的价格最优惠的价格最优惠的价格最优惠的价格最优惠的价格最优惠的价格最优惠的价格最优惠的价格！！！！！！！！！！！！！！！！！！！！！！！！！！！！！！！！最贴心的服务最贴心的服务最贴心的服务最贴心的服务最贴心的服务最贴心的服务最贴心的服务最贴心的服务最贴心的服务最贴心的服务最贴心的服务最贴心的服务最贴心的服务最贴心的服务最贴心的服务最贴心的服务最贴心的服务最贴心的服务最贴心的服务最贴心的服务最贴心的服务最贴心的服务最贴心的服务最贴心的服务最贴心的服务最贴心的服务最贴心的服务最贴心的服务最贴心的服务最贴心的服务最贴心的服务最贴心的服务！！！！！！！！！！！！！！！！！！！！！！！！！！！！！！！！

◆ 更高的贷款成功率
◆ 更快的过户速度
◆ 更强的谈判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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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da-Jin Huang
联合地产经纪代理

（中英流利）
763-913-9174

DidaETC723@gmail.com
www.AnjuMN.com

◆ 更强买卖房屋经验
◆ 更专业的服务意识
◆ 更详细的房源信息

明州民用房地产
民用地产的专业团队

添加微信号每天更新

▲ 各种上市新旧房屋

▲ 各地学区优劣比较

▲ 各种房屋出租投资比较

▲ 各地房市未来发展前景

▲ 如何最少投资最大收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