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
第

5

版
期

总第 540 期
2020 年 2 月 27 日
星期四
庚子年二月初五

TEL: 651-387-0234 / 651-644-4294
FAX: 651-415-0130 651-644-4295

China Tribune
566 N Snelling Ave
St.Paul, MN 55104
Email:
ruzhao_cheng@comcast.net
chinatribune7@gmail.com
chinatribuneus@gmail.com

印量大、
覆盖广、
效果好、
信誉高！

www.chinatribune.us

www.chinatribune.us

U.S.A China Tribune 2020 年 第 5 期

2020 年 2 月 27 日（总第 540 期）

SUN FOODS

A bigger ST PAUL Experience
Coming January 2020

Grab Your FREE 2020 Calendars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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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 World Super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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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師者緊守崗位 外籍醫生甘赴武漢報恩



(

新型冠狀病毒肺
炎疫情影響下，全球
多國先後從中國撤
僑，然而，中國各地
其實仍有大批外國僑
民留下，部分人坦言
中國已成為他們的
“第二故鄉”，更有
人願意親赴疫情最嚴
重的武漢，與中國人

抗疫滿信心
抗疫滿信心
留華共進退

共同抗疫。

■ 外籍醫生在疫情爆
發期間仍外出看病，
他向記者展示隨身的
手提箱。

中國的外籍人士不少具有醫療背
留守景，其中辛樂成家鄉遠在南非，9
年

前到中國讀醫，如今已能說流利中文。
辛樂成在疫情爆發後，沒按父母建議回
鄉，反而留在溫州，協助醫護人員籌集
口罩和防護服，並在網上發表片段，教
導防疫知識。
辛樂成每天繼續到溫州醫科大學附屬第
二醫院，接見求診的病人，他形容“是溫州
成就現在的我，現在它需要我，我得留下
來。”
29 歲的江為來自巴基斯坦，8 年前到中
國學醫。江為近日主動提出到武漢抗疫，形
容扶危救難屬醫生的使命，中國也給他接受
教育的機會，“我是醫生，我愛中國”。
尼泊爾醫生沙希同樣選擇留在中國，
她透露自己在華居住 9 年，目睹中國政府
的抗疫措施，亦看到中國人民團結抗疫，
相信中國能戰勝疫情。沙希批評海外一些
地區的荒唐和瘋狂行為，更有人發表種族
歧視言論，令人感到難過，她願意向中國

投下信心一票，“而不是冷漠和孤立”。
在中國任教 10 年的美國教師克萊格也
決定留在長沙，他坦言沒想過回國，“我
的學生需要幫助，我要留下來。”湖南文
理學院的英國籍教師艾金頓則稱，對中國
充滿信心，相信中國能戰勝今次困難。

碰巧離開中國 中東商人海外購物資

部分在中國組織家庭的外國人亦決定留
守，澳洲男子蒂姆十多年前在杭州留學期
間，邂逅妻子陳爽後長居當地，蒂姆形容杭
州是其“第二故鄉”，希望留在當地盡一分
力，連日與妻子收集最少100個口罩和100對
手套，轉送當地保安和清潔工人。
敘利亞商人沙瓦福曾長期在中國工
作，疫情爆發時正好前往沙特阿拉伯，他
獲悉疫情爆發後，隨即在海外購買 3,000 個
口罩，捐贈至廣州和長沙的醫院。沙瓦福
表示有信心中國能有效控制疫情，“中國
一定勝利”。
■綜合報道

別叫我老外 我是防疫義工

■辛樂成拍片
教授如何正確
戴口罩。
戴口罩
。

■大批外籍醫護人
員在艱難時期緊守
崗位，
崗位
，值得尊重。
值得尊重。

﹁

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後，中
國各地防疫、檢疫人手需求急
增，來自加納的麥卡錫早前與
中國女友到寧波大雲村過節，
他獲悉村裡正招募檢疫人員的
消息後，隨即報名成為義工，
為回村居民探熱，並問候他們
的狀況。
29 歲的麥卡錫曾在浙江大
學留學，後來與女友應銀婷交
往，二人今年到女方家鄉過農
曆新年，成為麥卡錫加入義工
團隊的契機。

村民互助 逐戶消毒贈物資

大雲村約有 1,700 戶居民，
麥卡錫表示，不少村民會為義
工提供手套、雨衣和消毒洗手
液等物品，也有人攜帶清潔用
品，逐家逐戶為村民消毒。麥
卡錫表示，協助防疫是所有人
的責任，希望更多年輕人加
入。
南京理工大學四年級生、
來自尼日利亞的歐萊德近日也
在所住地區，為進出的居民探
熱。歐萊德表示，他在一次外
出時感到防疫人士的辛苦，因
此加入成為義工，相信只要戴
口罩和手套，便無需害怕染上
病毒。歐萊德形容自己已是區
內大家庭的一員，“別叫我
‘老外’，我是防疫義工。”
■綜合報道

﹂
■ 洛杉磯展覽放置祝福留言板。

遊子滯留家鄉武漢“好過外地憂心”
Debbie Lu 任職加拿大一間公司的市
場推廣總監，上月趁着在深圳完成工作
後返回故鄉武漢，探望雙親兼且陪伴他
們歡度新歲。Debbie 非常懷念兒時在武
漢四代同堂過年的歡樂時光，希望這次
有機會再嚐團聚滋味，不料遇上新冠肺
炎疫情來勢洶洶，雖然被迫滯留武漢無
法如期回加工作，但能夠親睹武漢居民
如何齊心抗疫。
28 歲的 Debbie 在武漢土生土長，直
至 10 年前才負笈加拿大，就讀於渥太華
卡爾頓大學，畢業後留在加拿大發展，
定居多倫多。在 Debbie 的心目中，武漢
永遠是中國一個幹勁十足的繁盛城市，
但武漢在農曆新年前封城，一般人大部
分時間只能留在家中避免外出，Debbie
有點被困的感覺，所幸能夠陪伴父母度
過疫災，總好過自己獨自在外地擔心。
在沒有公共運輸服務的情況下，
Debbie 的生活簡單，每天除了在電腦前
遠程工作外，就是練習瑜伽，並與父母
一起用膳和看電視。她通常都會在農曆
新年回鄉探親，但過往都是一家前往祖
父母的家中慶祝新年，與叔伯和堂兄弟

姊妹一起過年，非常熱鬧和高興。這個
農曆新年是她的祖父去世後的第一個新
年，一家原本打算幾代人一起去掃墓，
可惜武漢爆發疫情，無法如願。
Debbie 在 1 月 10 日離開多倫多時聽
過武漢出現一種新病毒，但她的父母表
示情況不嚴重，而且只有距離其老家 20
公里的一個細小地區受到影響。在 1 月
20 日返抵武漢第 3 天，衛生部官員開始
勸喻居民出外戴口罩、避免前往擠迫地
方和經常洗手。她感到疫情轉趨嚴重，
當地口罩即日搶購一空，最令她失望的
就是親戚取消返回武漢度歲。

憶武大櫻花解鄉愁

她回憶說：“我對武漢有着濃厚的
感情，年幼時在這裡學走路說話，至今
未忘每日步行上學的過程。我喜歡去書
店買書，或在咖啡店消磨時間。童年時
候，我在東湖一帶購買零食、租船遊玩
和在湖邊踏單車。我記得武漢大學周圍
在每年春季，都會見到櫻花盛放。我每
次在外地想起故鄉，都感到無限暖
意。”

■麥卡錫在住宅區附近當義工。
網上圖片

■Debbie
Debbie（
（中）在家鄉守護雙親
在家鄉守護雙親。
。
談到武漢現在疫情嚴峻，Debbie 表
示她與其他同鄉一樣堅持正面態度，深
信醫生和護士會竭力把病人治癒。她
說：“外國人可能不太了解武漢，紛紛
在社交媒體散播有關新冠肺炎的謠言，
我希望向外國人展示武漢的真正美好一
面，不要誤會新冠肺炎是由居民愛吃野
味引起。”
■香港文匯報特約記者
成小智 多倫多報道

小提琴名師遙距“集訓”
助華生化解抑壓
《紐約時報》報道，居於美國俄勒岡
州的著名小提琴家克雷斯頓，去年 8 月起
透過 Skype 為成都一名甚有天分的 14 歲小
伙子小唐遙距授課，每周一次，多月來一
直相安無事，但直至本月初的一堂課，克
雷斯頓察覺愛徒神不守舍，細問之下發現
對方因為新冠肺炎疫情關係，整天留在家
中無法外出，也無心練習，克雷斯頓於是
主動提出加密上課次數，結果成功用音樂
為小唐紓緩壓力。
克雷斯頓表示，希望可以讓小唐藉寄
情音樂。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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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是中国实验室泄露的“生化武器”？武汉病毒所毕业生是“零号病人”？

阴谋论甚嚣尘上 他们揭开真相
【本报讯】新冠疫情暴发至今，对
病毒溯源的工作一直没有停止。若想最
快、最准确地确认传染源和传播途径，
及时采取有效防控措施，阻止疫情发展，
找到“零号病人”至关重要。不过最近，
“新冠病毒是中国一家实验室泄露的‘生
化武器’”，甚至“点名”中科院武汉
病毒所毕业生黄燕玲是“零号病人”等
一系列“阴谋论”开始甚嚣尘上……
面对阴谋论，中国外交部、世卫组
织等多方连日来纷纷重磅发声。
中方：居心不良
中新社报道，在中国外交部 20 日举
行的网上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
近期，西方个别人和媒体猜测新冠病毒
可能来自中国“生物战计划”，是一家
实验室泄露的“生化武器”，中方对此
有何评论？
发言人耿爽回应表示，当前，中国
人民正在全力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不仅
在对自己负责，也在为维护世界公共卫
生安全尽责。在这个时候，个别人和媒
体却发表这种耸人听闻的言论，不是居
心不良，就是荒谬无知。他指出，世卫
组织（WHO）负责人近期多次表示，没
有任何证据表明新冠病毒是在实验室产
生或系制造生物武器所致。人们不仅要
同病毒作斗争，还要与阴谋论作斗争。
世界上很多知名医学专家也都认为，所
谓“实验室泄露”或“生物武器开发”
等说法毫无科学依据。
“就在 18 日，国际权威医学期刊《柳
叶刀》刊登了一封 27 名全球顶尖公共卫
生领域科学家签署的联合声明，支持正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科研、卫生
和医务工作者，强烈谴责网络上流传的
关于新冠病毒的阴谋论。”耿爽说，“声
明表示，各国科研人员对新冠病毒全基
因组的分析结果压倒性地证明，新冠病
毒和其他新发病原一样，来源于野生动
物。阴谋论除了制造恐慌、谣言、偏见、

损害全球共同抗击疫情的努力外，别无
它用。科学家们呼吁支持世卫组织的专
业意见。”
他强调，疫情面前，我们需要的是
科学、理性、合作，用科学战胜愚昧，
用真相粉碎谣言，用合作抵制偏见。我
们希望国际社会在共同抗击新冠病毒的
同时，也继续共同反对、抵制阴谋论等“政
治病毒”。
世卫：病毒来自动物界
中国央视网报道，19 日，在世卫组
织东地中海区域办事处新闻发布会上，
世卫组织东地中海区域主任称，没有证
据表明新型冠状病毒是实验室制造的，
也没有证据表明新冠病毒是以生物武器
的身份制造出来的，新冠病毒来自动物
界。
上海界面新闻报道，世卫组织总干
事谭德塞此前也已经警告，阴谋论和谣
言只会“让我们英雄工作人员的工作更
困难”。
武汉病毒所：问心无愧
北京《经济日报》报道，从“新冠
病毒源于人工合成”“病毒是从 P4（武
汉病毒所 P4 实验室）泄露的”，到“军
方接管 P4”“某研究人员因病毒泄露死
亡”“某研究生是‘零号病人’”“某
研究员实名举报所领导”等，自疫情暴
发以来，关于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的
种种质疑纷涌而至。
中新社报道，针对网传该所毕业生
黄燕玲是最早感染新冠病毒的“零号病
人”，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 16 日
回应称，网络流传信息不实。
上海界面新闻报道，19 日，中科院
武汉病毒所在官网发布《致全所职工和
研究生的一封信》。公开信称，近期网
络流传涉及该所若干谣言，对该所科研
人员造成极大伤害，严重干扰了应急科
研攻关任务。回首过去一个多月的艰辛

“零号病人”的命名
其实有些“乌龙”
专家提醒，在追寻“零号病人”的
过程中也需要警惕随时可能出现的“污
名化”“阴谋论”。
事实上，“零号病人”一词来源就
有 些“ 乌 龙”。20 世 纪 80 年 代， 美 国
科学家研究艾滋病流行病学规律时，将

把疾病带入美国的“原发病例”盖尔坦·杜
加用英文字母“O”进行编号，结果被
误读为阿拉伯数字“0”。
以史为鉴，被妖魔化为“艾滋哥伦布”
的盖尔坦·杜加，因“身份”遭受的痛
苦不亚于病毒本身。
中新社

▲找到“零号病人”能为阻止疫情争取宝贵时间，但有学者坦言，找到新冠肺炎
疫情“零号病人”的可能性不大，但仍要去找。图为 19 日，广州云康达安临床检验
中心的工作人员在检测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样本。

▲追寻“零号病人”，多位专家建议重返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图为疫情发生后，
早已休市的武汉华南海鲜批发市场失去了往日的热闹。
本版图片均据中新社
付出，我们问心无愧！
美学者：阴谋论不负责任
上海界面新闻报道，近日，美国共
和党参议员柯顿在受访时又再度提到了
实验室泄露和人工合成病毒的阴谋论。
美国《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忍不住

吐槽：“为回应柯顿的言论，众多专家
已经驳斥了病毒可能是人工制造的可
能。”麻省理工学院副教授纳朗认为，
此类没有证据、不负责任的阴谋论没有
任何帮助，“柯顿应该多花点时间在为
美国相关机构提供资金上，为防控病毒
出力，而不是推卸责任”。

围绕“零号病人”的“终极三问”
围绕新冠肺炎疫情“零号病人”，
相关专家回答了“终极三问”：是谁？
从哪里来？要去哪里？
“零号病人”是谁？
首先要厘清什么是“零号病人”。
浙江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教授王立铭
说，对应的学术用语是“原发病例”，
通俗理解为在这位患者身上“某种病
毒首次从动物进入了人体”。
以这次为例，研究表明蝙蝠最有
可能是新冠病毒的天然宿主，最新发
现是穿山甲比蝙蝠身上的冠状病毒更
接近人类感染的新冠病毒。无论是哪
种哺乳动物，接触了它并由此感染新
冠病毒的人即“零号病人”。需指出
的是，艾滋病、埃博拉、“非典”等
疫情从未明确找到严格意义上的“零
号病人”。
去哪寻找“零号病人”？
“寻找‘原发病例’是一件特别
困难的事情。”王立铭说，最好在疫
情暴发极早期、患者人数极少时完成。
他坦言，找到新冠肺炎疫情“零号病
人”的可能性不大，但仍要去找，溯
源工作至少有 3 个层面：
第一，研究病毒如何从动物进入
人体；第二，研究病毒在人类世界的
进化史；第三，研究病毒的传播规律。
追寻“零号病人”需要厘清两个
关键信息：何时、何地。在中国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最新发布的新冠肺炎流
行病学特征分析报告中，报告病例起
始日期是 2019 年 12 月 8 日。这也是
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此前通报新冠
肺炎病例发病的最早日期。
但据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副院长黄
朝林等人刊发在《柳叶刀》文章显示，
第一例患者发病时间为 2019 年 12 月
1 日。另据该院重症监护室主任吴文

娟介绍，这是一位年过七旬的男子，
他没有去过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的记
录。有学者说，考虑到潜伏期因素，
该患者应在 2019 年 11 月被病毒感染。
对于溯源地点，包括军事科学院
军事医学研究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
研究员曹务春、中华微生物学会副理
事长邵一鸣等在内的多位专家都提到
“重返华南海鲜市场”。他们认为，
虽然市场为防疫已进行消毒，但仍可
以追踪动物是如何被运来的。黄朝林
等专家则认为，从发病情况来看华南
海鲜市场不是唯一的暴露源。
“如果在华南海鲜市场出现的是
‘人传人’而不是‘动物传人’，很
值得追踪‘零号病人’。因为由此可
以追到病毒究竟从何而来。”中山大
学附属三院感染科副主任林炳亮说。
这场追寻走向何方？
诚然，当下有许多比寻找“零号
病人”更为紧迫的工作，但这并不意
味着不可追寻。中国疾控中心已陆续
派出 160 名病毒溯源、流行病学调查、
实验室检测等领域的专家赴湖北。
“科
研、疾控、临床、动物保护等机构要
联合起来。”曹务春说，找到病毒源
头可以打消疑惑，也可对未来突发传
染病疫情防控积累经验。
王立铭注意到，新冠肺炎疫情发
展提供了多样化研究场景，比如在新
加坡、日本等地，因为患者以输入性
为主，基本上可以找到二代病例与输
入性患者的交集，特别适合研究病毒
从一位或几位“零号病人”到大规模
流行的传播规律。而在疫情最为严重
的武汉，如果尽可能采集患者体内病
毒基因组样本，比较它们的序列差异，
“将帮助我们更好理解病毒进入人类
世界以后的进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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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4 明州餐饮

港式点心
正宗粤菜
生猛海鲜

晚 饭 宵 夜
生 日 小 宴
欢 迎 预 订
营业时间

周末茶点

Mon - Thur: 11:00am - 11:00pm
Fri: 11:00am - Midnight
Sat: 9:30am - Midnight
Sun: 9:30am - 11:00pm

Saturday and
Sunday only
9:30am - 2:00pm

8766 Lyndale Avenue S
( Lyndale Plaza)
Bloomington, MN 55420

Phone : (952) 884 - 5356


东江酒家

A & L CHINESE RESTAURANT





港式点心
家常粤菜
精美港式点心--好吃又实惠
正宗港式云吞面汤

点心大中小一律$3.25

--即叫即蒸

特别介绍：新增游水龙虾
多款海鲜菜式（酥炸生蚝，
豉椒炒青口等）
自制新鲜沙河粉

营业时间：

星期二-星期四 11am-9:30am
星期五 11:00am-10:00pm
星期六、日 11:00am-10:00pm
星期一 Close

65 出口

周末及节日茶市
Sat Sun and Holiday
10:00am to 3:00pm

地址：
5800 Cahill Ave
Inver Grove Heights,
MN 55076

电话：651-453-1268

不出国也能享受到东南亚美食 尽在芭蕉屋
印度面包、马来拉茶、香酥蟹球、姜蒸鱼、椰香奶油大虾、
泰式巴提亚软壳蟹、芒果鸡、海鲜波箩炒饭、咖哩牛腩煲

诚请半职企台，会英文，有工作经验，找许先生

星期天全天凭优惠卷 15% off
Coupon Good till 3/31/2020

每周周一到周五 有特别午餐 Only $9.99

2608 NIcollet Ave South. Minneapolis

612-871-8282

https://peninsulamalaysiancuisine.com

星期天-星期四 11am to 10pm 星期五和星期六 11am to 11pm 星期二 cl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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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与生活

华人社会服务中 心启示
Email： Vanxx024@umn.edu
Email：
niuxx107@umn.edu

或牛重然：

5．家庭护工服务，我们继续为老人，
主要是有政府医疗补助的老人提供家庭护
理服务。请有保险的老人联系我们。我们
也酌情为 Medicare 老人服务。 有需要的
老人请联系我们。我们也希望想做护工工
作的人士联系我们，待遇从优。请联系：李
怡女士, 电话：952-200-8972，Email: yiliyou@msn.com
6．社会服务项目：
自从华人社会服务中心成立１４年以
来，我们为华人社区提供无数免费服务，包
早联系我们。联系人：
1. 华人社会服务中心老年部：
查表上目前还没有亚裔选项，这是我们要 括移民咨询等。所以使我们的资金一直捉
由于国内武汉疫情越来越严重，也涉 李 怡 ，电 话 ：952- 200- 8972，Email：yiliy- 争取的，但可能要等到下次人口普查 2030 襟露肘。最近，经由董事会的讨论，我们对
及到国外，我们决定把原定在 2 月 8 日在华 ou@msn.com
才能实现。所以这次普查，我们只能填写 一些服务项目定了一些收费原则。如：帮
2. 中美文化交流：
夏之家举办的老年活动又推迟到 3 月 14
我们是华裔：Chinese 了。我们需要让美国 助填公民表：收费 50 元，帮助填移民申请
一月 26 日，St Paul Academy 私立中学 主流社会知道我们到底有多少人口数据， 表 ：Ｉ － ４８５ ／Ｉ － １３０，收 费 120
日，因为 3 月 7 日我们的几个义工有任务，
帮助填换取绿卡等表收费 35 元。
不能参加。我们还是来庆祝鼠年春节。我 中文系主任白老师邀请我们的二位资深老 合法的，没身份的都填写。在普查表上，没 元，
我们的网站是：ｗｗｗ．ｃｓｓｃｍ
们请 St Paul Academy 的学生们来为老人们 人：沈培和武鄂阳老师去给他们的学生介 有任何其他个人具体资料，如社安号等。
表演节目。还会请有艺术长项的老人们表 绍中国书法，绘画，歌曲。沈老师当场表演 政府各部门调不出具体个人资料，而要的 ｎ．ｉｎｆｏ 欢迎大家上网浏览。我们
演节目。给 1-2 月的寿星佬们庆生，像往 书法，并给学生们的书法讲评，武老师也给 就是人口总数据。这样，美国政府在制定 一直欢迎社会大众对华人社会服务中心的
常一样，我们提供午餐，茶点。因为是庆祝 学生们讲中国歌曲并教他们唱。使美国学 政策时才能更重视我们华人的力量，考虑 支持。我们过去１４年来一直都是在帮助
华人弱势群体。感谢热心人士的赞助，最
春节，所以，我们不收午餐费用。另外，解 生们又深一步的了解了中国文化。
华人社区的需求。
近，我们又收到吴巧明先生的赞助。 我
3. 人口普查：美国人口普查 10 年搞
答人口普查方面的问题。想参加者可以报
3. 公民英语班：
名了。尤其是需要我们解决交通的更要提 一次，2020 年 4 月开始。所以希望我们在
公民英语班 2 月 8 日开始上课。上课 们会给所有赞助人出收据。以做抵税证
美居住的所有华人都要认真填写人口普查 地点在 Edina 老人公寓：7151 York Ave S. 据，支票抬头写：CSSC。办公室地址：4111
表：Census Questionaire. 千万不要把它丢到 Edina MN 55435. 时间是 1:30-3:30 p.m. 联 Central Ave NE, Suite 200A, Columbia
垃圾桶里。美国政府规定：人口调查表的 系 人 ：李 怡 ：952- 200- 8972 Email：yiliy- Heights MN 55421。鸣谢。
资料严格保密，任何其他机构都拿不到，他 ou@msn.com
们只能调出统计数据，如各族人口数字。
4. ＭNsure 的申请
所以，不管什么身份的人，只要是住在美
华人社会服务中心从２０１３年１０
国，都应该如实填写自己的种族。这样，政 月开始帮助大家申请，现在继续帮助人们
府在制定政策
申 请 ＭＮｓ
时 ，才 会 有 人
ｕｒｅ。
口依据。目
联 系 人 ：李
前 ，一 些 华 人
怡 ：电 话 ：
当中有误区，
９５２ － ２
以为如果如实
００ － ８９
填写我们是华
７２，
人 ，会 被 政 府
Email: yiliy某些部门排
ou@msn.com
挤。而要把
路凯： 电
“ 华 人 ”藏 在
话：６１２－
“亚裔”下面。
９６５ － ０
可是•人口调
２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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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A18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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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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方 武 汉 日 记 3
方方
续拍了好多天，我一口气看完。真好。以后
有机会见到这小伙子，一定送他几本我的
书，以表达我的敬意。还要告诉他，在某个
寒冷而忧伤的夜晚，
他的视频鼓励了我。
正月初十（2 月 3 日）

初十。又一个阳光明亮的日子。昨天以
为会继续下雨，但今天却突然晴好。求医的
人，或许会因这阳光，多一点温暖。尽管他
们很多是感染者，带着病毒四处求生。谁都
知道，所有的他们都不愿意这样，但为了活
下去，他们不得不这样。他们没有其他路可
走。他们内心的寒，当比这冬季的寒更深更
重吧？所以，我还是希望他们在奔波的路上
少受一点罪。病床轮不到他们，但阳光还是
可以普照得到。
没起床即看手机。最先看到的成都地
天气又开始阴沉，下午还下起了雨。奔 震信息。地震有惊无险，段子则让人笑喷。
波的病人们，会进入更加可怜的状态。在武 有一则是：
“武汉在成都的两万个人全部找
汉，出门看看，除了人少灯亮，其实一切还 到。因为刚才地震惊慌失措跑到大街上的
是都还是井然有序的。生活物质基本不缺。 肯定是武汉人，成都人都在屋里头烫脚。”
只要没人生病，家家都很安稳。不是有人想 实在让人隐忍不住笑出声来。相信成都的
象的一座炼狱。而是个安静的美丽的磅礴 段子手让武汉人今早多出个“开心一刻”。
大气的城市。只是一旦家里出现病人，就会 我想，比武汉人更能搞笑的大概就算四川
一片糟乱。到底是传染病！而且医院资源只 人了。谢谢那些段子手。
有那么多。市民其实也知道，就是医生自己
网上有些视频，我已不敢再看。实在很
的家属生病，如若不是重症，也住不进医 难过。但是我们理智下来，明白自己不能只
院。这几天，正处于专家预计的疫情爆发期 是难过。逝者已矣，生者如斯。只惟愿我们
中。估计我们还会相继听到或看到一些更 能有记忆：记住这些不知名的人，记住这些
严酷的信息。今天最难受的视频，是一个女 枉死者，记住这些悲伤的日夜，记住到底是
儿跟在殡葬车后号啕大哭。妈妈死了，被车 什么原因让他们在这个本该欢乐的春节中
拖走，她无法为其送葬。将来或许也不知道 断了人生。只要我们尚且偷生在世，我们就
骨灰在哪。在有着轻生重死文化传统的中 要为他们讨个公道。对于渎职者不作为者
国，这恐怕是儿女们心里最大的疼。
不负责者，我们必须一层一层追究，一个也
其实没办法。谁也没办法。我们唯一的 不放过。否则，我们怎么对得起那一个个用
事，只能把这一切都扛下来。尽管病人多半 停尸袋装走的人们——那些和我们一起共
扛不住，病人家属也多半扛不住。可是，不 同建设共同享受过武汉的人们！
扛，又能怎样？以前我曾经说，时代的一粒
今天看到一个武汉的宣传片，拍得不
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说这话时， 错。将武汉这座城市的空旷和安静，形容为
体会还不深。这一次，才真正让我铭心刻 “按了暂停键”。是呀，武汉只是暂停，但那
骨。下午与一个青年记者沟通，他说，他深 些装在运尸袋里的人，却是完结。唉，火葬
感无力，人们看到的只是数字，但数字之后 场的工人从未像现在这样辛苦。但他们说，
呢？这些年轻人，真不容易。在这个年龄，便 大家还是关注医生吧，
他们是管活人的。
要去面对一些残酷：挣扎、死亡以及各种不
下午，我即向我的一位医生朋友了解
准的指令。我也觉得非常无奈。但转念一 近况。他正在一线。插空回答我的提问。我
想，我们除了振作起来，还能怎样？我们没 们聊得很杂，概括起来有几点。一是，武汉
办法帮助病人，我们只能自己扛住自己所 现在绝不容乐观，形势依然非常严竣。医疗
面临的一切。在有余力能帮人的时候，就帮 用品处于“紧平衡”状态。我第一次听说这
着他人一起扛。无论如何，再扛他一周。
个词，按字面理解，大概就是紧张，但也刚
另外有一个比较好的消息，是看到一 够吧。医生说，够用两三天。二是，基层医院
份数据。上面说，外省的病人在减少，治愈 相当艰难。本来基层医院条件也差些，受关
率很高，死亡率很低。湖北这边，之所以数 注度小，医疗资源少。医生朋友说，你帮着
字不准确，死亡人数多，显然还是医疗资源 呼吁一下，请大家多多关心和援助基层医
不足所致。导致一些人在死后没能确诊，另 院。不过，他又说，基层的地方政府、社区及
一些人垂死前才得以住院。说明白点，就是 村庄，隔离措施很得力，比武汉做得好多
说，这个病不是不可治。只要在发病之初得 了。第三便是，把发烧的疑似的病人交给社
到治疗，很快就可以控制。同时也看到一份 区，是不合适的。社区缺乏专业知识也缺乏
建议，说其实邻省的医疗机构，都严阵以 防护用品，他们怎么管得了呢？何况社区的
待，却并无多少病人。A 传 B 的人有一些，但 人们自身也害怕，他们解决不了问题。我
B 传 C 的人极少，虽有一二，却并未确定是 想，是的，这个错误的决定，导致武汉感染
否就是 C。所以，建议武汉用救护车，由医 人群仍在扩大，而且一感染便是全家。第四
护人员伴同，在严防感染的前提下，转送一 是所有医院的医生都很忙，其他科室也都
些病人到邻省的传染病院进行治疗。武汉 抽调到一线。但现在治疗的还是存量，而每
这地方，地处国之中心，好多省会，只需三 天确诊和疑似的人数在飙升（即还顾不上
四小时即可以抵达。病人只要得到治疗，就 治疗新发病的人？我没敢问）。第五，医生朋
能逃过死神。不知道这个建议是否适用，我 友估计最终感染人数会是个很恐怖的数
自己觉得也有一点道理。不过，刚才又听同 字。他用很肯定地语言说：
“ 只有把那些该
学说，火神山医院从明天开始可以接收病 住院的全部住院，该隔离的全部隔离，疫情
人（不知确否）。那边床位多，医疗条件会更 才能控制。”说来说去，这是唯一的办法。从
合适，外来援助的医护人员也会很多。如果 今天的一系列举措来看，政府似乎终于意
明天即可接收病人，这个往外省送的建议 识到这点。
就无效了。唉，总之，现在我的心愿变得很
疫情来了，从它初发及至扩散再至疯
小：只愿生病的人们，能有医院可去。为他 狂，我们的应对则从错误到延误到失误。我
们祈祷。
们没能绕到病毒前面拦截住它，却一直跟
还有，我很想夸一下武汉的年轻人。有 在它的后面追赶，尽管我们付出如此规模
几万青年志愿者在疫情前线奔忙。纯粹都 的代价。摸着石头过河这个思路并不对症，
是自愿服务，他们以微信群的方式组织起 那么多可参照的前例，为什么不跟着学呢？
来，做什么的都有。相当了不起！以前我们 直接抄个作业也可以呀？可能我的想法太
常常担心年轻人会变得越来越功利。这个 简单吧。
时候，看着朝气蓬勃的他们，心想，我们这
今天还有个视频，是一家人过桥。桥这
些老家伙瞎担心什么呀！其实，每个时代， 边是重庆，过了桥是贵州。夫妇俩带着一个
都有与它相匹配的人，年长者不必杞人忧 或两个孩子（没看清）。男人是重庆的，女人
天。昨晚，陈村传我一个视频，是武汉一个 是贵州的。车出重庆，过桥即贵州界。结果，
年轻人拍下封城后每一天每一天的事。连 贵州不让男人进，说贵州女人可以回家，但

重庆男人不能进来。男人只好驱车返回。而
重庆这边说，你们已经出了重庆，男人可以
回家，但女人不能进来。开车的男人说，前
面不让去，后面不让回，难道我在桥上生
活？这是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视频。我曾写
过一部长篇小说叫《武昌城》，写的是武昌
被北伐军围城一个月的事（多巧呀，我自己
也被封在了武昌城里）。围城过程中，武昌
城内人饿死病死无数。汉口汉阳人多方营
救，终于与两军达成协议：给出三天时间，
让老百姓出城就食。围城方不攻击，守城方
给放行。那是 1926 年的事。两军作战，敌对
双方尚且可以协商，而今天，又不是什么天
塌的事，怎么就不能通融？办法多的是呀！
后来小伙子到底是返回重庆还是前往了贵
州，
我就不知道了。
唉，哀民生之多艰，长太息以掩涕。这
几天，
很多人写这个。
正月十一（2 月 4 日）
今天天气依然很好。武汉市民生活还
是很平稳。闷是有一点，但只要活着，闷是
能忍住的。
下午突然听到有人再度恐慌，去超市
抢购，说是担心超市关门，断了吃喝。我想
这个大概不会吧？市府似乎就此发了一个
声明，即保证超市不关门。按理，全国人民
都在支持武汉，中国的生活物品也不紧缺，
保证武汉人民的日常生活用品，应该不难。
当然，会有一些孤寡老人比较艰难（没有疫
情，他们也很艰难），相信社区和诸多的志
愿者都会前往帮助。不管政府前期有多少
失误，无论如何，我们目前也只能相信政
府，我们还是要给予他们信任。不然，这种
时候，你能信谁？你能靠谁？那些容易恐慌
的人，他们什么时候都会恐慌，这也是没办
法的事。刚才出去倒垃圾，发现我家大门
上，贴着“已经消毒”的纸条。还贴着一个通
知，说如果发现自己发热，请打武昌区多少
多少电话。可见社区的工作做得还很细致。
疫情是大敌，全民同仇敌忾，没人再敢马
虎，
只要决策者不再出昏招。
对于未来到底有多少人会被感染，这
个数字大家都很敏感，也为它的数目之大，
感到紧张。其实昨天我的微博中提到的十
万这个数，医生们早就心知肚明，也早有医
生在对外呼吁时说破过。今天，另一位医生
朋友告诉我，这个数字一点不错。人数的确
会有那么多。但是有一点：不是所有受感染
者都发病。发病的人，可能是其中二分之一
或三分之一。我特别追问了一句：是不是尽
管被感染，但并不发病，以后就会自己慢慢
地好？医生朋友用肯定的语气回答说，是
的。
假若真是这样，
算不算一个好信息？
再次强调：根据医生们的说法，冠性肺
病传染力强，但只要有正常的治疗，死亡率
并不高。在外省有机会得到治疗的病人，也
已证明了这个。武汉的死亡人数多，主要就
是住不进医院，轻症变重症，重症致死亡。
加上隔离方式不对，居家隔离导致全家被
感染，病人更多，才引发许多悲剧。医生朋
友说，如果早有措施，以武汉现有的床位，
是完全可以让重症病人都住进医院的。但
是前期乱了，人们恐惧，没病也跑医院，后
面就都乱了。现在，政府也在不断调整方
式。下一步，看看是否能扭转局面，让拐点
早些出现。
此外，网上也有人对昨天刚出台的“方
舱医院”质疑，觉得这样集中隔离，病人挤
在同一空间，岂不是增大交叉感染？但我
想，这是战地医院模式。首先必须在最快的
时间里把发烧的疑似的病人集中起来，加
派医生进行治疗。与此同时，继续完善隔离
条件。不然，那些流动的感染者，四处奔波，
多奔波一天，就会多传染他人，如此，疫情
根本无法控制。目前的大空间，条件虽不理
想，想来下一步恐怕还会逐步分割成小间。
如是推测，也不知确否。无论如何，隔离流
动的感染者，
是最紧急的事。
今天还看到一个视频，来自火神山医
院。病人自拍。视频中所见，那边医疗环境
相当不错，病人也很乐观。这正是我们想看
到的。愿他们早点好起来吧，也但愿所有的
事情，
更加合理，
更加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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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的疫情，显然是合力酿就。
敌人不只是病毒一个。我们自己也
是自己的敌人或者帮凶。据说很多
人此时才幡然醒悟：知道天天空喊
厉害了我的国没有意义；知道天天
光是政治学习讲空话而不会具体做
事的干部没半点用（我们以前称这
些人为“嘴力劳动者”
）；更知道一个
社会如果缺乏常识，不实事求是，后
果不只是嘴上说的害死人，而是真的会害
死人，并且是死很多人。这个教训，也算又
深刻又沉重了。尽管我们有过 2003 年，但
是很快它被忘记；现在又追加一个 2020
年，我们还会忘吗？魔鬼永远在后，我们不
警惕，它还会再次追加，直到把我们折磨醒
来。
问题是：
我们要不要醒呢？
想起 SARS 那年，三月，正是在 SARS
扩散而官方隐瞒的日子，广州的同学要动
一个大手术。我们几十个大学同学从全国
各地赶到广州那个 SARS 最生猛的医院去
为他壮行（没一个人戴口罩）。大家来回都
坐的火车。之后事情被暴露，全国上下恐
慌，我们人人都吓得一身冷汗，纷然称自己
命大，没被感染。而这次，我从元月初到元
月 18 日，曾三次去两家医院看望动手术的
同事。有两次都没戴口罩。现在想想，也是
后怕，
再一次觉得自己命大。
正月十二（2 月 5 日）
昨天立春。今天的天气果然就像春天。
我家门前有一排老香樟和两株桂花一棵玉
兰，
树叶都绿得仿佛冬天根本没有来过。
今天仍然处在专家们预计的疫情高峰
期中。确诊病人数字据说还在上升。一个我
所知的著名画家也处于病危之中。我的同
事 YL 说，她的朋友圈有三个一起玩摄影的
人死了。我的朋友圈人很少，感谢大家都还
活着。武汉的严峻局面，纵然不像前阵那么
混乱，但也尚未真正缓解。网络上，悲伤的
视频和绝望的呼救似乎少了许多，更多的
正能量正在充当鼓励角色。不知是真正解
决了那些问题，还是直接遭遇删除。在我们
经历过很多删除后，对这个套路也都开始
麻木。我昨天说我们自己也是自己的敌人，
我们与己为敌，大概正是从这种麻木开始。
眼下我们现在还必须提着心，对自己的身
体保持高度警觉。我仍然成天跟家人和朋
友唠叨：不要出门不要出门。已经都关了这
么多天，不在乎再多关几天。饭菜质量差就
差点，以后疫情结束后，把这些天想极了的
餐馆轮着去吃一遍。让我们尽兴，也让餐馆
赚钱。
下午看到一条消息，我觉得有点意思。
除了开头一句说的像官方媒体：
“武汉抗疫
攻坚战已经打响了”。但内容还是颇有价
值。我将它梳理了一下：1、将病人分成三级
隔离。2、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定点医
院是一级，负责隔离和治疗重症病人；3、已
建和新建的共十一个方舱医院为二级，负
责隔离并治疗轻症病人。4、酒店、党校为三
级，负责隔离疑似和密切接触过病人的人
群。5、这三部分人隔离后，全市全方位消毒
杀菌。6、所有医院恢复正常接诊（曾经关停
的其他门诊马上恢复）。7、其他行业也可以
开始运行工作。8、当重症缓解为轻症时，即
回到方舱，反之轻症如加重，就进定点医
院。根据病人病况随时进行调整。以此类
推，直到病患完全消失！我无法确认真伪，
但按照常理推断，觉得应该是真实的。自部
队入汉后，武汉的效率似乎明显提高。这个
打法，也有点军人做派，显得蛮干脆利落。
我对此怀有期待。更希望，在各级隔离中的
病人，
能有保证质量和值得信任的治疗。
疫情打乱了人们所有的生活秩序，医
院更是。各路医生都忙于抗疫。其实，若无
疫情，其他病人平时也是非常多的。现在这
些病人都耐心让位于抗疫，自己默默地忍
受病痛。有些病痛，拖延下去的后果会是什
么，病人自己也惴惴不安。但是他们还是让
路了。这些人相当了不起。我的一个同事，
不幸恰在元月连续做了两次手术。而且并
非小病，也并非小手术。春节前，疫情暴发，
她从医院回到家里。但术后必须换药打针。
自己咬牙开车去医院换药。伤口的恢复并
不理想，并且已经化脓。医院人多病杂，医
护人员也不敢叫她天天过去，只好带着护
理包自己回家换。护理包不够时，还得自己
去药店买。炎症控制不住，也只有在社区医
院打针。着急难过，甚至也哭。但是怎么办
呢？她自己说，先扛着吧，等疫情过去再说。
我的另一个同事，因为父亲癌症，今年特意
把父母都接来过年。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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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经验的牙医在三个诊所为您服务. 服务项目包括：洗牙, 美白，补牙，根管治
疗，
新科技烤瓷牙，全囗整形，拔牙, 植牙，和全口假牙. 接受多种保险. 没保险没
关系，
我们会帮助您！参加了我们独有的诊所会员保险后（in-house plan)，
您即
可享受多种优惠. 詹医生中文热线：612-308-9416.

如需中文服务请告知，我们会为您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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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于
珈琳 遼寧報道）在全國基層
疫情防控一線，有一群人他們
起早貪黑逐戶排查，在衛生保
障最薄弱的廣袤鄉村築起防護
屏障。今年 58 歲的于建雲就
是其中一員，她是遼寧省丹東

用雙腳和嘮叨
守護一村安康

市振安區五龍背鎮五龍背村的
村主任，和全國萬千基層工作
者一樣，從疫情爆發至今，堅
守一方平安。于建雲、村書記
王曉丹和第一書記楊澤庚 3 人
記，給村民普及防疫知識，每
天都用雙腳丈量着這片土地。
于建雲說，如果每天的嘮叨能
守護好鄉村，“我就一直嘮叨

■于建雲（中）的工
作漸漸得到了村民的
接納和理解。
接納和理解
。
香港文匯報遼寧傳真

下去。”

斷了電話，于建雲卻要硬着頭皮繼續再
打一個，這種場景在防疫工作開展初期
很常見。“現在工作捋順了很多了，要
說基層工作最難的，就是讓農戶理解疫
情的嚴重程度，讓他們主動配合工
作。”說起遇到過的種種為難情況，于
建雲表示：“最開始，村民都不相信有
疫情，從外地回來的人怕麻煩，就瞞着
不上報，還有我們一天兩次詢問體溫的
時候就有村民不接電話，這時候就得想
辦法。”

一人一天走七八十戶

在村裡工作十餘年的她，想到通過
村民舉報、親戚聯絡的辦法，“不接電
話，那我就讓親戚聯繫他，總能找到這
個人。”每個人都要落實，每天都要有
記錄。于建雲說，儘管相處了幾十年的
村民對自己不理解讓她感覺非常委屈，
但她相信，踏實細緻的工作最終會迎來
理解。“我們冒着風險過來逐戶排查登
記，不也是為了你們好，為了五龍背鎮

好嗎？特殊時期，咱們所有的努力不都
是為了守住咱們自己的家嗎？”這是于
建雲向村民解釋最多的一段話。
20 平 方 公 里 、 9 個 村 小 組 、 1,055
戶、2,730 名農戶——從大年初二開始，
于建雲、王曉丹和楊澤庚 3 人在防疫初
期每天都在用雙腳丈量着這片土地。
“敲門、問候、詢問、登記，早上 7 時
開始到天黑，一個人一天能走七八十
戶。”五龍背的山包多、農戶又分散，
這也為排查工作增添了難度，中午得空
泡一碗方便麵就算是歇了一下。從 1 月
底挨家挨戶下發疫情提醒卡，到逐戶講
解疫情的嚴重程度，這個 3 人小組漸漸
得到了村民的接納和理解。

顧得了大家，還要顧小家。“家裡
養了 78 頭豬，12 頭牛，我抽不開身，
現在我家孩子都‘上崗’養豬了。”于
建雲笑說，哪怕半夜結束了工作，她也
要去牛舍、豬舍再看一看這些家裡的經
濟支柱。

“我們村現在沒有確診病例、也沒
有疑似病例，從外地返回的 80 多人也都
嚴格進行了居家隔離。”踏實的排查讓
于建雲對保證“零疫情”增添了信心。
最近一周，重點排查主要在村口進行，
“我們最近又挨家發了出入證，告訴村
民做到不出村、少出門。”

劉貴如解放戰爭時期的戎裝
■
照。
網上圖片

不設靈堂一切從簡

老兵走時，兩位外孫也都正在各自
單位按照疫情防控需要緊張工作。大外
孫楊濱從小和老兵一起生活，爺孫感情
很深，得知姥爺永遠地離開了，楊濱淚
流滿面，他心裡無比遺憾，沒能看姥爺
最後一眼。“醫院的防疫規定，我們得
遵守。”

當夜，老兵家中擺放老兵年輕時的
黑白照片，未設靈堂，一切從簡。除直
系親屬外，家屬並未通知其餘親朋好
友。孫輩們因為基層一線防疫任務重，
均未能守靈。老兵生前所在部隊領導對
家屬進行慰問。
16 日一早，老兵的遺體火化。根據
石家莊市殯儀館的規定，疫情防控期
間，不舉行遺體告別儀式。火化時，只
有老兵的 3 個子女參加。“中國人講究
百善孝為先，但現在是疫情防控的特殊

與達呼店鎮巨寶山村一
樣，在臥牛吐鎮東臥村，村裡
的貧困戶也用自己的方式支援
疫情防控。6 日，東臥村貧困
戶王占義給村部送來了兩箱方
便麵，說是給每天巡邏的工作
人員，並表示“不要嫌少”。
此外，近百名貧困戶也加
入義工隊伍，他們也想在這場與
疫情的戰鬥中盡自己的一份力。
達呼店鎮長發村的張鳳也成為了
一個義工，他堅定地說：“我能
做的就這麼多，沒有錢那就出一
份力，大家也都經常幫助我，總
不能一直欠別人的。”

■民眾通過微信轉賬捐款。

全村沒確診疑似病例

■于建雲給村民講解防疫知識。
香港文匯報遼寧傳真

孫輩奮戰抗疫一線 無緣老兵最後一面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又一
位參加過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抗美援朝
的老兵走了，享年 91 歲。老兵名叫劉貴
如，1929年生，山西省原平市人，15歲參
軍，從基層戰士做起，隨部隊轉戰南北，
榮立一等功一次、三等功一次，離休前任
中國人民解放軍某幹休所所長。
14 日下午四時半，正在石家莊市抗
擊疫情基層一線忙碌的老兵孫女劉妍手
機突然響起，是家人打來的。還未接起
電話，劉妍的淚水已經盈眶，醫院此前
已下過兩次病危通知，爺爺的離開，她
早有預感。
老兵晚年罹患阿爾茨海默症，住院
治療多年，根據醫院防控疫情需要，只
允許一位家屬從旁照料。今年春節，除
了老兵的兒子、女兒，孫輩們都沒能見
到老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于
海江 哈爾濱報道）近日，黑
龍江省齊齊哈爾市梅里斯達斡
爾族區達呼店鎮巨寶山村黨支
部書記張立輝的微信接到這樣
一組信息：“我在最困難的時
候得到了國家的照顧與關愛。
現在在疫情面前，我總想做點
什 麼 ， 能 出 一 份力 就 出 一 份
力，回報國家。”“我不會網
上捐款，我把錢交給你，你替
我捐給武漢人民。”“我節省
一點，就可以給武漢人民添置
幾十個口罩。”巨寶山村五屯
的 6 戶已實現脫貧的貧困戶微
信轉賬捐款 380 元（人民幣，
下同），為疫情防控獻出自己
的愛心。在他們帶動下，巨寶
山共有 112 人捐款，捐款總額
5,321 元。
張立輝表示，接到後真的
很感動，這 6 戶貧困戶原是梅
里斯區達呼店鎮巨寶山村建檔
立卡貧困戶，在國家政府的幫
助下，他們通過公益崗、養
殖、打工等方式自力更生，
2018 年 末 實 現 脫 貧 。 2019
年，這 6 戶貧困戶人均收入在
9,000 元以上。“他們也是剛
過上好日子，心裡就裝着別
人，讓我特別感動。”如今，
張立輝已經悉數將鄉親們的捐
款轉到黑龍江省青少年發展基
金會賬戶。

近百人加入義工隊伍

從防疫初期開始逐戶排查登

天總問個沒完，體溫不正常就告
“一訴你了！”電話那頭不耐煩地掛

黑龍江貧困戶捐錢：我想出一份力

遼寧村幹部起早貪黑不懈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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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貴如生前榮
獲的“抗日戰爭
勝 利 70 周 年 紀
念章”。
網上圖片

時期，作為軍人家屬需要服從大局，相
信父親能理解。”老兵的兒子劉旭峰
說。
火化完成後，老兵的骨灰被直接送
往陵園。抵達時，墓已提前挖開，放入
骨灰盒，家屬每人三土，三鞠躬。安
葬過程只有半小時，僅直系親屬 10 人送
行。
老人彌留之際已經昏迷，沒有留下
隻言片語，留給家屬們的是掛滿軍裝的
各種榮譽勳章和無盡的追憶。

受訪者供圖

駐村值班查車輛
嘴凍到不能說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于海江 哈爾
濱報道）“沒有事不要出門，有事告訴
我，在家最安全。”從大年初二開始，
黑龍江省虎林市楊崗鎮副鎮長、富國村
第一書記張敬東一刻不得閒，每天通過
走訪、電話、微信把這句話挨家挨戶通
知到位。
疫情剛發生時，勸說老百姓不讓出
門，成為了張敬東最大的難題。當時還
有很多人對疫情重視程度不夠，他就和
村裡的幹部對 300 多戶村民進行排查，
還有不聽勸阻的，就在家門口等着，等
人出來後，再勸說回去。
面對疫情，消毒檢測錄體溫、為心
理波動大的群眾進行心理調節、把守入
村路口、分配防疫物資、給老百姓當採
購員等等成為張敬東新的工作內容。平
時忙完村裡的工作，張敬東作為楊崗鎮
副鎮長還要處理鎮上的工作。與香港文
匯報記者連線時，張敬東的聲音有些僵
硬，詢問得知是因為戴口罩工作總是出
汗，而東北室外的氣溫較低，一到室
外，口罩裡很快就會結成一層薄冰，一
宿夜班下來，有時嘴會凍得說不出話
來。剛剛值完一個夜班的張敬東說：
“這幾天有些企業復工，來往的車輛明
顯增多，昨晚一直在檢查來往車輛。”
平時工作特別繁忙的張敬東，總被
妻子抱怨是“鋼鐵直男”不懂浪漫。因
工作負責的楊崗鎮與自己的家距離有五
十多公里，所以一周才能回家一次。剛
剛過去的情人節，張敬東早上給妻子發
了一個“1314”的紅包，還對妻子說：
“當戰勝疫情，我一定回去陪你過情人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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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蓓华教授慈善募捐音乐会成功举行！
为全球受新冠疫情影响的人们加油！
明尼苏达大学中国中心及音乐学院联合举办！
汤蓓华教授是一位享誉国内外的钢琴家，目前担 明大中国中心主任琼，副主任王海燕以及华人社区知 说：面对目前的新冠肺炎疫情，让我们中美两国人民
任上海音乐学院钢琴教授兼天津音乐学院客座教 名人士：何之霓、林碧珠、王昭华、卢永福、李宗琦及夫 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携手应对！
授。她同时还是一位卓越的教育家，曾获得包括特等 人朵拉，颜炳文、王平、郑翊夫妇、邓晴、张燕、明州华
演出结束后，许多美国观众激动不已，纷纷表示
优秀教师奖在内的多个奖项。汤教授曾多次应邀担 人医生协会会长李英杰（Laura Li）、明大中国学生学 太棒了，太好听了，他们说：
“汤教授把《春江花月夜》、
任国际钢琴比赛的评委，比如西班牙“哈恩”国际钢琴 者联谊会主席张梓悦等及数百名观众出席了音乐会。 《平湖秋月》演奏的优美动听的，音色悠扬，把钢琴技
大赛和意大利的蒙拿波里国际钢琴大赛等。她受邀
汤蓓华教授在慈善音乐会上表演了：黎英海的 巧丰富多彩的-百鸟朝凤弹奏的热烈辉煌，对鸟的声
在美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和中国各地讲授大师班并 《春江花月夜》、
《彩云追月》王建中、
《平湖秋月》陈培 音演绎的惟妙惟俏，生动活泼，令观众们耳目一新。
经常举行师生音乐会。
勋、
《百鸟朝凤》王建中、同高歌一起演奏了《黄河颂》 是他们听到的最棒的用钢琴演奏的中国音乐，美丽的
作为蜚声国际的钢琴家和教育家，汤教授培育了 《黄河钢琴协奏曲》第二乐章。最后一曲是欢乐颂 中国音乐绕梁旋绕，让他们不能自己，流连忘返。期
一大批获奖无数的优秀人才。她的学生尹存墨在 （贝多芬作品），邀请了明大及社区各界人士上台同歌 盼着汤蓓华教授再来明州举办音乐会”
！
2019 年 12 月刚刚获得了久负盛名的第八届德国波恩 将音乐会推向了高潮。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本次音乐会赞助单位包括明尼苏达大学、明尼苏
贝多芬国际钢琴大赛首冠！这是长达近五小时包括
这场音乐会全球网上直播，成千上万的观众欣赏 达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明尼苏达华侨华人社团
五轮的重量级专业大赛。汤教授的另一名学生秦云 了这场高水平的为全球抗疫加油的慈善募捐音乐会。 联合会、明州中美联谊会、明州华人工商协会、传龙基
轶，于 2008 年获得西班牙第五十届“哈恩”国际钢琴 演出结束后，汤蓓华教授激动地说，没有想到来这么 金会、美中人民友好协会-明州分会、明州中国花园友
比赛冠军和最佳观众奖，时年仅十六岁，是该大赛有 多人，感谢大家欣赏，本来是借春节之际陪女儿来美 好协会、明州国际中文学校、
《明州华人世界》、美国
史以来第一位中国选手夺冠，因此中国的五星红旗从 国看学校，不曾想碰到国内重大疫情，很想为那些深 《华兴报》。Co-sponsored by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此高挂在赛场！
受新冠病毒疫情影响的明尼苏达大学学生、学者，以 t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Chinese Students and Schol汤蓓华教授毕业于明尼苏达大学音乐学院，获 及在明州的华人群体出一份力。于是接受明尼苏达 ars Association, Alliance of Minnesota Chinese Organiza得音乐专业硕士学位。现任明尼苏达大学国际校友 大学中国中心及音乐学院的邀请，在只有很短时间练 tions, China Tribune News Paper、Chinese American As会上海分会会长。
琴的情况下举办了这场别开生面的慈善募捐音乐会。 sociation of Minnesota, Chinese American Business As2 月 23 日下午位在明尼苏达大学弗格森楼，劳埃
汤教授又接着说：钢琴是世界的，音乐是美妙无 sociation of Minnesota, U.S.- China Peoples Friendship
德·乌 坦 演 奏 厅 (Lloyd Ultan Recital Hall, Ferguson 国界的，我用钢琴演奏和传播中国音乐同时也演奏西 Association – Minnesota Chapter, Minnesota China
Hall)聚集了数百人，这在世界疫情严重的今天，非常 方音乐。中国音乐和世界音乐交融汇通，在观众中引 Friendship Garden Society, Minnesota International Chi的不容易。明大副校长梅瑞思，明大音乐学院前钢琴 起强烈的共鸣，达到了中美文化和谐沟通交流共赏， nese School, and Minnesota Chinese World.
系主任，美国 E-Comptition 主席 Alex Braginsky 教授， 展示了人类共同体，同舟共济 天下一家的理念，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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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与生活

精诚装修公司
MN 建筑装修执照 ：B C 746948
可提供 设计图纸→申请 Permit→专业施工→市府检查通过等一条龙服务。我们
拥有 20 年从业经验，700 万劳工&财产保险免除您后顾之忧

内外油漆 地板瓷砖 橱柜台面 浴室翻新
更换门窗 围墙露台 水电安装 精细木工
 商店（指甲店/按摩店/饮品店.........）
 office/仓库 隔房间/吊顶/油漆
 新建/加建 独立屋/公寓/阳光屋/浴室
 地下室 隔房间/浴室/酒吧台/练歌房
 危房 市府要求整改不允许入住通知

 投资屋升值装修改造 出售房屋上市
包装
 Deck 露台/凉亭/BBQ 台/Siding
 Stone 壁炉/影视墙/吧台/烧烤台/内
外墙文化石装饰

精工细作 诚信为本

请电

651-505-8888

(王先生）

我们会提供专业的设计方案以及精细的施工 ，免费到府估价

扫描二维码加我微信

Stone Construction LLC
MN Lic: BC 746948，7 million insurance
Tel：651-505-8888
Email：stone5058888@gmail.com

陈氏装修厨具批发
Chans Kitchen LLC

chansconsultingLLC@gmail.com
7901 12th Ave S, Bloomington, MN 55425
Tel:952-854-9515 Fax：
952-854-9298
经销各种餐厅用品，各种厨房用品，各式炒锅，汤锅，饭锅；各式刀具，搅拌
工具，刀具叉具，厨具、
、
、
、等等。各式餐厅座椅；
物美价廉，全部批发价，只供应

营业时间
周一至周六：
上午 10 点至下午 5 点
周日：上午 9 点至中午 12 点
Tel:952-992-0887

专精商业装修
专精商业装修：
餐馆、
按摩店、
指
甲店等，
质量一流，
工期保证，
用户满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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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应对非常战役
“非常之举”起“非常之效”
在应对治理能力大考、迎战大规模流行病中产生积极影响
【本报讯】10 天左右建起火神山、
雷神山医院，3 万余名各地及军队医护
人 员 集 结 湖 北， 调 集 全 国 物 资 火 速 驰
援……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把中国
带入一场非常战役。为应“非常”之变，
中国采取了许多“非常”之举，而这些“非
常”之举，着实起到了“非常”之效——
尽管疫情仍严峻，但好消息逐渐多了起
来。
中新社 21 日发表署名钟三屏的文章
称，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把中国
带入一场非常战役。在中国最高领导人
习近平的直接指挥下，中国进入举国战
“疫”的“非常时间”。
为应“非常”之变，中国采取了许
多“非常”之举。生活节奏、治理方式、
政治议程都作出重大调整——改变春节
习俗、延长假期，城市、社区封闭式管理，
甚至这些年来每年定期召开的全国两会
也启动了推迟召开的法律程序。
与疫魔竞速，中国 10 天左右建起火
神山、雷神山医院，三万余名各地及军
队医护人员集结湖北，调集全国物资火
速驰援……习近平主持召开会议部署的
疫情防控工作重点，都在第一时间推进。
这些“非常”之举，着实起到了“非
常”之效。全国现有疑似病例数已连续
多日下降，单日新增治愈出院人数也出
现了超过新增确诊人数的情况。尽管疫
情仍严峻，但好消息逐渐多了起来。
应“非常”之变、行“非常”之举，
固然需要魄力和急智，更重要的是有所
根本。习近平多次强调，“始终把人民
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
这可视为中国开启一系列重大非常举措
的根本考量。

在一项项“非常”举措背后，法治
是行动的依归。2 月 5 日，习近平主持
召开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三次会
议时强调，“疫情防控越是到最吃劲的
时候，越要坚持依法防控，在法治轨道
上统筹推进各项防控工作，保障疫情防
控工作顺利开展。”专家指出，只有依
法防控，才可使各种应变更加科学、有序，
变而有方，变而有度。
“非常”之举，既立足当下，更需
计之长远。
2 月 14 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
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强调，
“既要立足当前，科学精准打赢疫情防
控阻击战，更要放眼长远，总结经验、
吸取教训，针对这次疫情暴露出来的短
板和不足，抓紧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
该坚持的坚持，该完善的完善，该建立
的建立，该落实的落实，完善重大疫情
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
管理体系。”
习近平曾在多个场合将此次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称为“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的一次大考”。
“非常时期”的“非
常”之举，不仅要为应急之需，更要以
建立、完善体系、机制的制度化建设为
目标，从而在“应考”中切实增强现代
化的制度思维与治理能力。
“非常”之举，既需决断，亦需魄力。
在大规模疫情发生的“非常”状态
下，往往会使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短
板、问题充分暴露，此时行“非常”之举，
破除陈年积弊，打通“中梗阻”，可收
精准提升治理能力之效。
习近平在 2 月 12 日主持召开的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要求各级官员
“既有责任担当之勇、又有科学防控之

▲ 21 日，由江苏省中医院 31 名医护人员组成的第五批国家中医医疗队（江苏）
从南京南站出发，奔赴湖北省增援武汉市江夏方舱医院（B 区）开展新冠肺炎患者医
疗救治工作。图为出征武汉的江苏医疗队队员在列车车厢内为自己加油鼓劲。

本版图片均据中新社
智，既有统筹兼顾之谋、又有组织实施
之能”。此次抗疫中，中共强力整顿吏治，
纠正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作风，各地加
大对防控不力、失职、渎职官员的问责、
撤换，火线提拔任用敢于担当、富于能
力的官员，人事为之一新。专家对此指出，
这些“非常时期”的强力人事安排有助
于进一步优化官场生态，使“勇、智、能、
谋”用人导向落地，并对未来官员构成、
地方治理价值取向产生直接影响。
如果说过去的一个多月，疫情防控
阻击战的重点是由常态向非常态的急速

切换，接下来的重点，则将是由紧急的
非常态逐渐向常态的恢复和过渡。前一
阶段发挥“非常”之效的主要是治理存量。
下一阶段，因打破既有节奏带来的一系
列变化，则需要这段“非常时期”积累
的治理增量加以应对。
习近平在此次非常战役中，行“非常”
之举，用“非常”之道，不仅在应对治
理能力大考、迎战全球化时代大规模流
行病中产生积极影响，也必将增益“平
常”，为国家社会恢复正常状态后留下
宝贵治理经验，成为新的治理动能。

人的现代化，关乎中国“战疫”效果
【本报讯】庚子年初，新冠肺炎疫
情突来。应对这一复杂局面既是对中国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大考，也是对 14
亿中国民众的一次试炼。每一个体的文
明程度，都是这场“战疫”的标尺。
中新社报道，连日来，中国多地防
控过程中出现野蛮乱象，不仅引致社会
关注和批评，多家官方媒体也发出“必
须依法防控，必须制止野蛮”的警讯。
应该说，疫情防控既高度依赖中央发挥
包括行政、医疗、公安、社区等综合集
成的体制优势，也更需要社会个体自觉
并起到关键的纠偏之效。外界可看到，
疫情之下，无论是中国人的价值观念、
思维方式，还是参与行为，皆在从被动
应对转向主动改变。
首先，价值观念正在唤醒人们对生
命安全和健康的敬畏。此次疫情中，民
意对野生动物交易、滥食的陋习深恶痛
绝，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箭在弦上。另
一方面，多难之时固然需要英雄，但此
番面对奋战在救治一线的“逆行者”们，
中国人不再只是要求和赞美牺牲，科学
防控和量力而行的理性关怀日益增多。
其次，思维方式正在唤醒理性和质
疑的能力。当媒体发出“中成药双黄连
对抑制病毒有效”的片面消息导致民众

彻夜抢货时，第一时间便提出质疑并科
学证伪者不在少数。另一方面，大疫从
来谣言多。大量民众和机构就此成立辟
谣言平台，通过网络广而告之。大大降
低社会治理成本的背后，也反衬了公众
日渐成熟、理性的思维方式和科普素养。
再次，参与行动极大扩展了互联网
时代的社会共识。新冠肺炎疫情是中国
进入移动社交媒体时代的第一次特大公
共卫生危机。与 17 年前“非典”时期的
信息单向传播方式不同，如今的信息传
播呈现更快速、更分散、更互动等特点：
既有亿万网民“云监工”火神山、雷神
山医院施工的壮举，也揭露出一些不作
为、乱作为的现象，倒逼疫情信息披露
透明化机制。
疫情当下，观察中国人的现代化，
离不开 3 个条件：
其一，经济高速发展，社会活力空前，
民生走向小康，中国培育出逾 4 亿人的
中等收入群体，夯实了中国国民现代化
的主体；其二，义务教育全覆盖及高等
教育不断“扩军”，经改革开放 40 多年
努力，令中国教育规模已居世界首位；
其三，互联网带来现代生活方式的普及。
官方数据显示，截至 2019 年 6 月，中
国网民数量升至 8.54 亿，普及率超六成，

▲ 20 日，在福州街头，市民戴口罩出行。
20 岁 ~49 岁网民占比近半。
观察家们相信，近代以来，对
现代化的不断探索，始终贯穿着中
华民族复兴的进程。新中国成立以
来，从四个现代化到治理现代化的
提出，伴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一
日千里、经济快进，国民精神属性
的蜕变和现代文明素质的养成，显
得更为迫切。毕竟，人的现代化和
全面发展才是检验标尺。
此次疫情中，从“70 后”到“00
后”，改革开放下的数代人已成为

推进中国国民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不仅以自身的学识为父母家人提升
卫生防护自觉性，更以开放的全球
视野影响社会共识。社交媒体上，
就有中国青年表示，17 年前的“非
典”“战疫”中，世界守护了自己，
17 年后的今天，轮到自己守护这个
世界。
自立者天助。放眼未来，人的
现代性仍应是中国现代化的关键标
尺。经此“战疫”，更该对此有痛
彻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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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与生活

让我们关注您现在的健康 让我们开辟您未来的事业

美国中医学院 / 中医健康中心
American Academy of Acupuncture and Oriental Medicine/TCM Health Center

您想成为大夫吗？国医与国运齐飞，针灸与机会并起！
*美国中医学院授予硕士博士学位
*美国教育部认证学院
*师资力量全美最强
*最佳教学大纲获奖者
*正宗的中医理论及临床训练

以针灸为代表的中医在美国正进入主流。美国中医学院为美国教育部所属认
证机构认证的研究生院，可以招收硕士、博士研究生，为学生发放 F-1 签证。美
国中医学院是仅有的和北京中医药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的三所美国学院之一。
复兴的中医针灸为中国学生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就业机会和生活愿景。
欢迎中国学生加入到中华医学全球复兴的行列。
美国中医学院 651-631-0204 网址 www.aaaom.edu

中国的中医在这里
1.疼痛
腰痛、
腰痛
、颈痛
颈痛、
、肩痛
肩痛、
、网球肘
网球肘、
、关节炎
关节炎、
、腕关节疼痛
腕关节疼痛、
、肌纤维疼痛
肌纤维疼痛、
、
运动创伤等。
运动创伤等
。
2.神经疾病
偏头痛、
偏头痛
、头疼
头疼、
、坐骨神经痛
坐骨神经痛、
、神经麻痹
神经麻痹、
、瘫痪
瘫痪、
、中风
中风、
、周围神经病
患、三叉神经痛
三叉神经痛、
、癫痫等
癫痫等。
。
3.心理疾病
焦虑、
焦虑
、抑郁
抑郁、
、失眠
失眠、
、饮食失调
饮食失调、
、疲劳等
疲劳等。
。
4.妇科疾病
月经不调、
月经不调
、痛经
痛经、
、经前期紧张综合症
经前期紧张综合症，
，更年期综合症
更年期综合症、
、子宫肌
瘤、子宫内膜异位症
子宫内膜异位症、
、乳腺疾病
乳腺疾病、
、子宫脱垂
子宫脱垂、
、产后诸病等
产后诸病等。
。
5.不孕不育症
妇女不育：
妇女不育
：黄体功能缺陷
黄体功能缺陷、
、FSH 高 、卵子品质差
卵子品质差、
、子宫内膜异
位、多囊卵巢综合症
多囊卵巢综合症、
、闭经
闭经、
、月经不调
月经不调、
、免疫性不孕等
免疫性不孕等。
。
男性不育：
男性不育
：精子计数低
精子计数低、
、精子活力低
精子活力低、
、阳痿
阳痿、
、免疫性不育等
免疫性不育等。
。

6.呼吸系统疾病
感冒、
感冒
、流感症状
流感症状、
、咳嗽
咳嗽、
、哮喘
哮喘、
、肺炎
肺炎、
、肺气肿
肺气肿、
、鼻窦炎
鼻窦炎、
、过敏等
过敏等。
。
7.皮肤疾病
粉刺、
粉刺
、湿疹
湿疹、
、牛皮癣
牛皮癣、
、带状疱疹
带状疱疹、
、皮肤瘙痒等
皮肤瘙痒等。
。
8.胃肠疾病
恶心、
恶心
、腹泻
腹泻、
、便秘
便秘、
、肠道易激综合症
肠道易激综合症、
、克隆氏病
克隆氏病、
、结肠炎
结肠炎、
、消化不
良、肝炎等
肝炎等。
。
9.泌尿系统疾病
膀胱炎、
膀胱炎
、尿道感染
尿道感染、
、性功能紊乱
性功能紊乱、
、前列腺疾病
前列腺疾病、
、肾炎等
肾炎等。
。
10..成瘾与戒毒
10
烟草、
烟草
、咖啡因
咖啡因、
、糖、兴奋剂
兴奋剂、
、酒等
酒等。
。
11..支持性治疗
11
癌症诸症状、
癌症诸症状
、手术后恢复治疗等
手术后恢复治疗等。
。

古励中医师

何新蓉中医师

刘伟中医师

杨思明中医师

田丽莉中医师

郑瑾安中医师

曲珍玲中医师

各种疑难杂症

妇科，内科

妇科，不孕症

内科，儿科

妇科，神经科

点穴、气功

妇科、内科

李乾中医师

边月娟中医师

刘灵光中医师

程伟中医师

郭天蔚中医师

何笑甜中医师

万方中医师

内科，疼痛症

妇科，皮肤科

妇科，神经科

内科，疼痛症

内科，肿瘤科

妇科，疼痛科

内科，妇科

TCM Health Center
Uptown-Kenwood
2743 Lyndale Ave S
Suite 2
MPLS, MN 55408

TCM Health Center
Woodbury Clinic
6043 Hudson Road, Suite 150
Woodbury, MN 55125
(763) 398-9582

TCM Health Center
Maple Grove Clinic
11670 Fountains Drive, Suite 200
Maple Grove, MN 55369
(612) 323-1530

美国中医学院院址：
美国中医学院院址
：1925 West County Rd B2
B2 Roseville
Roseville，
，MN 55113 651
651-631
631-0204
接受 HealthPartner，车祸及工伤保险 学校 website：www.aaaom.edu
诊所 website:www.acupuncturemn.com Email address:tcmhealth@aol.com
美国中医学院所属中医专家诊所接受：HealthPartner 健康保险；各种车祸保险、工伤保险等
欢迎来电垂询：电话（651）631-0204 传真（651）631-0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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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怎樣影響全球經濟
數說
財經

湖北省位於長江中游，省會
是素有“九省通衢”之稱

中國武漢爆發新冠肺炎擴散

的武漢。2018 年末全省常住人
口 5,917 萬人；2019 年生產毛額
突破 4 萬億元（人民幣，
下同），人均超過 1.1 萬美元。
湖北省 2018 年的經濟總量全國
排名第七；2019 年規模以上工
業企業利潤總額成長 9.1%，而
同 期 全 國 為 同 比 下 降 3.3% ；
2019 年經濟增速預計為 7.8%，
1 月 21 日公佈的政府工作報告
將今年目標定為 7.5%。

下，為阻隔高度傳染性病毒傳播，
各地不得不實施嚴格隔離措施，以

減少人員聚集及面對面交流，零售、餐飲、旅
遊及展覽業重創，同時工廠、寫字樓的上班復
工亦受影響。疫情爆發地湖北省，既是中國的經
濟大省，也是汽車中心、工業重鎮，疫情除重

年生產毛額破 4 萬億人幣

創該省經濟外，也令全球的供應鏈受創。

在疫情大規模爆發後，經
濟學家紛紛下調中國經濟增長
預期，降幅 0.2 個至 0.6 個百分

■香港文匯報記者 蔡競文

點不等，最低預估全年增速僅
5.4%。為阻斷疫情傳播，湖北
省轄內十多個城市紛紛在春節
前後採取前所未有的“封城”
措施，公共交通工具停運、餐
飲旅遊等消費需求被迫下降、
工廠暫緩復工。其中，汽車產
業的停滯，可能讓全球汽車製
造商面臨零組件供應匱乏的大
型連鎖反應。

全省全年 GDP 料降三成

彭博經濟學家曲天石指
出，假設到 3 月末才能復工，
則湖北省首季 GDP 總量料降低
三成左右。據國家統計局數
據，2019 年首季湖北省 GDP 總
量 9,110 億元。

汽車零件斷炊日韓廠停產
汽車零件斷炊
日韓廠停產
作為中國最大的汽車工業中心之
一，中國汽車技術研究中心數據顯示，全球
前 20 大零組件生產商中有一半以上都在武漢
生產零組件。

20 大生產商逾一半落戶

據了解，起亞汽車停止其韓國三家工廠
的生產，日產亦暫停日本九州組裝工廠的生
產，主因新冠肺炎導致中國延長工廠停工，
零組件供應中斷。據中國汽車供應商網，武
漢楚天工業激光設備公司等多家鄂企都有出
口汽車產品到韓國。
■武漢汽
車零組件供應全
球，圖為日產汽車福
岡裝配線。 路透社

39.4%

布

11.9

紗

11.6

平板玻璃

10.9

農用化肥

9.7

硫酸

9.6

汽車

8.9

飲料

7

水泥

汽車產量
2019 年中國第 4 位

廣東
吉林
上海
湖北
廣西
北京
重慶
河北
天津
浙江

3.1百萬輛
2.9
2.7
2.2
1.8
1.6
1.4
1.1
1
1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

■湖北省紗、布等
產品產量佔內地舉
足輕重的比例。圖
為申洲國際浙江
車間。
新華社

泛工業重鎮替代選擇少
泛工業重鎮
替代選擇少

多個工業產量
在全國佔據重要比例
磷礦

疫情之前的湖北省經濟表現
尚佳，工業企業各項數值均優於
全國水平。據國家統計局數據，
2019 年 1 月至 9 月，湖北省工業
企業的資產負債率低於全國近 5
個百分點，營收同比增速高出全
國近 3 個百分點，虧損比例則低
逾 8 個百分點。然而，此次疫情
衝擊下，該省今年數據恐難樂
觀。
湖北第二產業的佔比較全
國平均水平高，疫情會對全國
工業生產帶來一定程度影響。
根據湖北省政府網站的信息，
2018 年該省第二和第三產業佔
比分別為 43.4%和 47.6%。同期
全國第二和第三產業增加值比
重分別為 40.7%和 52.2%。

4.9

位居華中腹地的湖北省是中國最早的工業
中心之一，紗、布等產品產量佔舉足輕重的比
例。

高科產業鏈替代選擇少

中銀國際首席經濟學家徐高表示，湖北一
些特定工業產出在全國佔比較高，如上游原物
料中的磷礦，又比如紡織、化肥及汽車等。此
外，半導體及晶片等高科產業鏈相對較長，每
個環節能替代的供應商不多，這類鄂企停工會
帶來全國性影響。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彭博社

1700 萬飯碗
萬飯碗失業打擊大
失業打擊大
封城和推遲復工等舉措，威脅到湖北省
約 1,700 萬民企員工和個體工商戶的就業。

旅行住宿餐飲業不樂觀

“人力密集型行業的艱難會直接映射在
就業的壓力上。”華創證券首席宏觀分析師
張瑜指出，省內住宿業和旅行社今年大概率
虧損，餐飲在虧損邊緣掙扎；工業在疫情消
退後存在搶工反彈的概率，但旅行、住宿及
餐飲卻很難追回利潤。國家統計局數據顯
示，湖北省民企以躉售零售業、酒店和餐飲
服務業、製造業創造的就業佔
比最大。

■春運大
批民工回鄉，
批民工回鄉
，短
期內難以返回湖北省的 工
作崗位。
作崗位
。圖為石家
地方債城投債
莊火車站候
2020 年到期量全國第 12 位
車 大 廳 。
江蘇
5千億元人民幣
中新社
浙江
1.9

零售、餐飲業
為湖北民企主要就業行業
6%

租賃和商務服務業

7%
居民服務、修理
和其他服務業

11%
製造業

11%

23%

住宿和餐飲業

其他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彭博社
註：數據基於2017年國家統計
局數據

債務危機增靠央行紓壓
債務危機增
靠央行紓壓

四川
廣東
湖南
山東
貴州
天津
北京
遼寧
雲南
湖北

資料來源：彭博社

1.9
1.6
1.5
1.5
1.4
1.4
1.4
1.3
1.3
1.3

41%
批發和零售業

全力抗擊疫情，經濟發展受阻，地方政府
債務壓力加劇。彭博數據顯示，湖北省轄內地
方政府債券疊加城投債年內到期規模超1,267.9億
元人民幣，全國省市排行第12位。

省內債務近 1300 億人幣

招商證券分析師李豫澤指，省內負債率靠
前的三個城市中，黃岡呈現高發病率與高負債
率的疊加。不過，在當前財政金融政策全方位
托舉下，“除央行參與以外，財政部也積極響
應。財政的介入，會使得地方平台更為關注自
身的融資鏈條，避免出現債務到期
風險造成雪上加霜。”

■業界料央行及
財政部積極推出
全方位財政金融
政策。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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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途的羔羊 -24）
（我又到万圣节） -25）
（婆媳斗法）
原创：张美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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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爸爸是一个恋童癖，你会和他凑 森安装完心脏起搏器出来之后，我再也没 馆做批发的工作，并约好 11 月 1 日正式上
有欺负过他。我感觉是在与婆婆做一个交 班。同时，我在网上定了一个合租的房间，
合着过日子吗？妈妈。”我问。
“那只是一个意外，不要这么称呼他。” 易，去照顾一个生病的朋友似的。但我的 也是从 11 月 1 日开始算房租，但在那之前，
婆婆有些不高兴了，强调了“意外”这个单 恨 依 然 存 在 ，只 是 暂 时 被 他 的 病 压 下 去 我有一周的时间随时搬进去。
了。在杰森住院期间，我接受并通过了一
词。
我把杰森护送回了 Fargo，并向婆婆说
“请不要说那是意外，没有一个正常人 周的“特护”培训。后来，杰森就从住院部 明了—-我想留在明尼阿布里斯的想法。
会那样做。他应该被终身监禁，因为他比 转到了医院为我们准备的公寓楼了。这个 婆婆很不愿意，杰森就出来帮我说话：美琪
一 般 的 恋 童 癖 更 可 怕 ，那 可 是 您 的 亲 孙 公寓就在市中心，离医院也就 1000 英尺， 在明州找到了一份工作，和爸爸一样，每周
女！”我也准备好了摊牌了，收起了脸上的 非常方便。这里有两个卧室，一间我住，一 末可以回来照看阿妮雅。他跟他的妈妈讲
笑容。
间他住，还配有厨房,客厅，一个别致的阳 了很多理由，并跟妈妈说：您再过半年就退
“你如果不去照顾他，没有人会去那 台，一个洗手间和浴室，并自带一个车库。 休了，没有阿妮雅，您一定会感到很无聊
里。爸爸和我都在上班，只有你闲着。”婆 我们在那里住了大概三个月，直到他可以 的；再说，你知道小阿妮雅很好带，她几乎
婆依然在和我商量。
自理。这期间婆婆公公没有来过医院，我 不会哭的………最后，婆婆很不情愿地答
“我如果把阿妮雅送 Daycare,可以随时 偶尔打电话给婆婆问问阿妮雅的情况，跟 应了。我在 Fargo 又住了几天，并教会婆
找个工作、开始忙起来。但我和杰森其实 阿妮雅说一会儿话，我和杰森也同步向婆 婆：如何在紧急情况下为杰森清洗伤口和
早就结束了，妈妈。”我回答她说。
换电池；什么药什么时候都怎么用；打针应
婆报告这里的情况。
“哦，我并不这样认为。”婆婆说。
“是
随 着 杰 森 的 身 体 越 来 越 好 ，快 到 回 该怎么打等等。我告诉她不用担心，如果
的，您可以问问他。”我坚定地回答说。
Fargo 的日子了，我开始跟他商量离婚的 有紧急情况，第一可以打 911，同时我也会
在第一场婚姻中，我是不敢与婆婆顶 事。他理解为什么我要离婚，
但他不想离。 立即赶回来照顾杰森的。
嘴的。但第二场不一样了，我们既然是平
回明州的时候，我和小叔子换了车，用
他说：
“美琪，你在美国还没有自立，你
等的，那就要平等的交流。因此我对表达 需要我的家人协助你。在你完全不需要我 他的红色小皮卡，拉来一张床和一个行李
自己的想法越来越感到轻松。没有中国传 们之前，我们不能离婚，至少现在还不行。 箱，里面装着我日常穿的几件衣服和日用
统文化里的辈份和教养的束缚。我发现： 我也不能看不到小阿妮雅，无论你怎样对 品以及电脑等。那是一个独立的 house，上
这更容易让我在一个陌生的大家庭里幸存 待我，我都理解。但我不知道自己还能活 下两层楼，有三个卧室，二楼两个，一楼一
下来。我受够了中国婆婆的冷嘲热讽和命 多久，我不能让你把小阿妮雅带走，那会要 个。我自己住在一楼，有一个独立卫生间，
令。美国婆婆在这一点上，要比中国婆婆 了我的命，
客厅和厨房也在一楼，很方便。和我合租
你还不如杀了我。”
开明的多。因为，当她说出让我觉得不舒
“可我不想再回 Fargo 了，我得为我和 房子的还有两个年龄和我差不多的小伙
服或者鸡蛋里挑骨头的话语时，我可以直 孩 子 的 未 来 考 虑 。 你 不 离 婚 ，我 怎 么 办 子，他们都在楼上住。我开了四个多小时
接问：她是怎么做到的和是否曾经犯过任 呢？”我问他。
的车，大概是晚上七点多的时候到达的明
何错误。毫无疑问，美国婆婆更好交流，她
“继续让妈妈帮我们带孩子，你可以先 州。我把车停在路边，看到两辆车都在车
不会拿“没有教养”和“以小犯上”这样的话 留在明尼苏达，
库边停着，知道家里肯定有人。于是，敲门
尽快找个工作。”他说。
来让我无话可说。我觉得：与享受公公婆
让他们帮我抬家具，两个小伙子很热情地
“然后呢？”我问。
婆给予的福利比起来，我的人格健全和在
“等我死了，你也有能力独自抚养我们 帮我把家具抬进了房间并安装好。
一个家庭中是否被尊重更重要。
我再出来取车内行李箱的时候，一群
的女儿了，到那时候，你再把小阿妮雅接回
“美琪，无论你和杰森的未来如何，你 来。”他眼圈发红。原来，他都为我想好了： 鬼怪打扮的小孩子不知道从哪里冒了出
应该在这个时间去照顾他。这样，在未来 “你可以跟爸爸一样，在周末回 Fargo 看孩 来，提着南瓜灯围着我喊：
“Trick or treat ??
你就不会后悔。我的意思是：我们不知道 子。”
".
未来会发生什么，如果你确定——放弃这
我心里一惊：难道……今天又是万圣
“我那么对你，你恨我吗？”我内心一阵
节？不会这么巧吧？？
“ 今天是什么日子？”
个机会而永远不会后悔，那我尊重你的选 柔软，差一点又被他感动。
“美琪，我对你没有恨，只有愧疚......" 我问孩子们。
择。但是，我和爸爸肯定是不会去医院的，
“Trick or treat ??"他们没有回答，异口
他哭了。
那就让他自己在那里吧。”婆婆说。
“对不起，
这辈子，我最看不得男人的眼泪，我也 同声地又说了一遍，而且很大声。
“ 妈妈，请让我想一下....." 听婆婆这
哭了。我抓过纸巾，自己一张，递给他一 我在搬家，而且我完全不知道今天是万圣
么一说，我忽然觉得很有道理。
我没有糖。”我很抱歉地回答。
“阿妮雅 DayCare 的钱爸爸妈妈来负 张。我们彼此对视了一会，一起又都笑了 节，
“Trick or treat ??”他们根本不听，把我
责，如果你能去照顾你的丈夫。”婆婆见我 起来，边擦眼泪边笑。
“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的，你知道。”我 围在中间继续大声喊，其中有两个孩子甚
犹豫了，趁热打铁。
至笑了起来。
“你们去那里敲门，”我指了一
“您能不强调他是我的丈夫吗？妈妈， 强调。
“他们肯定有很多糖。”你们
“嗯，我知道。我很后悔没有去战场， 下那栋房子说：
这让我感到羞耻。”我真是这种感觉。
去那里要。
“ Well , 他就是你的丈夫，至少现在还 你不应该阻拦我。”他说。
孩子们开始嬉笑着跑向那栋房子，并
“我也想过，也许我真不该拦着你，你
是。”婆婆耸耸肩，撇了一下嘴。
“好吧妈妈，我去。什么时候动身呢？” 应该死在战场上，而不是这种方式。”我苦 开始敲门。他们敲了一会儿门，奇怪，房间
笑：
“ 我也想到过：你给我讲的小时候那个 里明明有人，但没有人开门，也没有人回
我觉得婆婆说的很有道理。
“越快越好，没有人在那里，我很不放 恐怖的经历。可是，我没有想到：有一天， 答。
我站在车跟前，看着这些鬼怪打扮的
你也会变成那个恶棍。我不知道：女儿长
心。”婆婆说。
“那我去收拾一下，一会儿就动身。” 大后，如何看待自己和你这个父亲，这会让 孩子们，有点心惊胆战。说不清为啥，我把
箱子又放回到车上，迅速地进了驾驶室、关
她一辈子蒙羞。”
我放下咖啡站了起来。
“ 她 不 会 记 得 。 你 也 永 远 不 要 告 诉 上门、打着火、一脚油门、逃跑了……
“吃完早餐，等小阿妮雅醒了，你要告
她。”杰森说。
诉她。”婆婆说。
“潜意识里，她一定会记得，她也有权
“好的，妈妈。”......
25）婆媳斗法…
就这样，我到了明州。杰森果然是因 知道。”我说。
杰森低下了头，
像一个忏悔的罪犯。
心脏衰竭倒下的。医生说他的心脏已经像
麦瑞非常生气，告诉我说我的婆婆这
“你知道吗？其实，我自己也有一个可 是在犯罪，我们必须立即找一个律师帮我
一个皮球那么大，只有百分之十工作；他急
需一颗合适的心脏；在找到合适的心脏移 怕的经历：好像也是刚会走的时候，在铁路 打官司，麦瑞是个急性子，她开始在网上寻
植之前，必须马上安装上一个心脏起搏器； 局被我父亲的一个同事猥亵过。我那时候 找保护妇女儿童的非盈利组织，其中有一
同时，他的名字将进入急需心脏移植的美 很小，还不记事。但潜意识里，记得有这么 个说可以周一上午 9 点带着我去那里与某
国前十位名单两个月，两个月内如果还找 一回事。好像还有一个我父亲同事的女 律师见面，如果律师同意接我这个案子，他
不到的话，名单会逐渐往下排，也就是说如 儿，我们两个小孩子，而且不止一次。”我哭 将免费为我打官司翻案。
（我也曾经问过两
“ 这就是我想把你碎尸万段的原因，你 个华人律师，但都是按小时收费，一个小时
果两个月内找不到心脏的话，希望就更渺 了：
我又开始咬牙切齿。 200-400 美元不等。
茫了，因为很多心衰的人都需要一颗新的 们是魔鬼。”想到这里，
）
“不，我不是魔鬼。”他说：
“我只是不应
心脏。
就这样，连续请假，我周一也没有去上
该结婚，更不应该接触小孩子。”
班，而是跟着麦瑞去了市中心的一个地方
“答应我：不要单独见我们的女儿，好 （我现在都不记得去的哪里，那个组织叫什
奇怪的
是 ，这 之 前 吗？”我求他。
么，这些我统统不记得。
）到了前台登记，然
“你知道：我严厉的妈妈也会这样要求 后被带到一个小型会客厅，工作人员问我
竟然毫无征
兆 ，我 也 完 的。我答应你。”他说。
们喝什么，麦瑞要了一瓶水，我不口渴，说
“嗯，我相信你会的！你都能把毒瘾戒 不需要什么，
全没有对他
她微笑着退出去了。
的健康有所 掉。”我说。
大概过了五分钟的样子，进来一位中
“你试试在这个城市先找一个房子住 等身材、穿着白衬衫打着蓝白相间的领带
怀疑过。但
也 许 ，毒 品 下来，找个工作。我知道你很快就会独立 的一位中年先生，这位先生看起来一团正
让他改变了 的。”杰森鼓励我说。
气、不怒而威。他脸上没有笑容，自我介绍
“嗯，
明天我去碰碰运气。”我说。
身体状况？
了一下，然后就听麦瑞讲述我的故事，他听
“你应该这么做，爸
也许是我对
 着，眼睛不时地看
他的诅咒起 爸妈妈那一关有我呢，你
看我。麦瑞讲完
了作用？不 就放心吧。”他说。
之后，请求他的帮
两周后，我找到了一
得而知。其
助。他问我：
“你
实 ，自 从 杰 份——在中国超市给餐
为什么不自己

说？”我说我担心自己英文不好，讲述不清
楚 。 他 鼓 励 我 ，说 你 应 该 试 着 自 己 来 陈
述。我一听他这样鼓励我，眼泪一下子就
出来了。我想把我心里埋藏的最深的秘密
告诉这位律师，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我
把美国独立日那天发生的事一股脑的全端
了出来！麦瑞惊讶的目瞪口呆，突然她就
抱住了我，哭了起来：
“美琪，你为什么没有
告诉我？你怕什么？……可怜的美琪……
呜呜呜……”
这位大律师被我们两个女人哭的站了
起来，他在小会议室来回踱步，然后说：
“你
们别哭了！这种混蛋活在世上是人类的耻
辱！我帮你打赢这场官司，要回女儿！”。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这位有正义感的恩人律
师，
他的名字叫 Jeffery K Priest
就这样，Jeffery 律师接了我的案子，向
杰森提出了起诉，Fargo 当地的法庭受理了
此案并很快开庭。按着我再三的嘱托，没
有让 Jeffery 律师把杰森的丑事公布于众，
我不想那么做，毕竟他的日子也不多了。
而且，这一大段时间里我的婆婆做的很不
错，她帮我照顾孩子很不容易，我不想那么
绝情绝义，只想要回属于我的权力。Jef⁃
fery 律师答应了我的请求，开庭那天，当我
走进法庭的时候，发现我的朋友麦瑞和她
的妈妈早就已经在那里等待多时了，她们
竟然母女二人开车 4 个小时先到了 Fargo，
她们怕我人单势孤受欺负，我被感动着，与
她们母女二人拥抱在一起，我和麦瑞都在
往下掉眼泪，她的妈妈抱住我们两个人，给
我们鼓励，她说：不要哭，妈妈在这里，你一
定会赢的！
我的婆婆和杰森坐在另一面，当然，他
们也请了一个女律师，两名律师在法庭上
据理力争，各自陈述对方的不对。那个女
律师说：我有暴力倾向不适合做女儿的监
护人，我曾经打过孩子被邻居举报（确实有
一次，小阿妮雅调皮我打她的屁股被邻居
发现，引来了警察，才知道在美国是不能打
孩子的。
）另外他的律师说我把孩子独自甩
给了奶奶，一年多时间没有来看孩子，现在
突然来了，因此我并没有履行做母亲的职
责（这简直是一派胡言）。第三，我在明州
从事按摩工作，而且我的证件也是假的，所
有这一切都不能证明我可以做孩子的监护
人。我被杰森气的几乎晕了过去，在法庭
上指着他大骂他好歹毒，于是我被责令保
持安静，我控制不住哭了起来。只听 jeffery
律师在与台上的大法官陈述我并非杰森说
的那样。我没有听清他说什么，只听到大
法官一句非常刺耳的话语：按摩工作？什
么样的按摩工作？
这句话把我刺激到了，我从农村到北
京，又从北京到美国，经历了这么多的磨
难，但从来没有为五斗米折过腰，我遇到过
各种各样的人渣，但没有一个人渣是因为
我用青春和色相勾引来的。我的职业很干
净很崇高，我也喜欢我的这个暂时的职业，
可大法官的这一句话，就像一把刀插进我
的胸口，
我觉得自己被侮辱了。
待续
明州华兴书店热销张美琪著：
《迷途的羔羊》
华兴书店地址：566 N Snell ing Ave
St.Paul, MN 55104
电话：651-387-0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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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鑫 橱 柜 有 限 公 司 明 州 分 公 司
GEC Kitchen Cabinet Depot
1500 Washington Ave N Minneapolish MN 55411
Tel: 612-877-6999 Fax:612-588-3993

Http://www.geccabinetdepot.com; Email:jasonzheng442@hotmail.com
本公司经销欧美
式精致橱柜

比市场价便宜
70%以上
橱质量保证，所有
面板采用高级木
材，
百种以上各式橱
柜产品任君选择
kitchen cabinet,
bathroomVanity,
show room,
20% off

@每月推出特价再特价优惠产品

@欢迎建材商人批发、
零售（价格优惠）

自设工厂一条龙生产，
自产自销（原材料完全国外进口）

长 江 饭 店
Yangtze Restaurant

19 8 2 年 开

www.yangtze.us

周末点心 誉满明州
品质卓越 美味无穷
营 业 时 间
SUN - THURS 11:00 A.M. to 10:00 P.M.
FRI and SAT 11:00 A.M. to 11:00 P.M.

周末及节假日点心时间
SAT and SUN 10:00 A.M. to 2:00 P.M.
节假日：
元旦、
国殇日，
国庆节、
劳动节、
感恩节、
圣诞节

5625 Wayzata Boulevard St.Louis Park, MN 55416

Tel: 952 - 541 - 9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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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巴菲特股东大会三日游
亮点 1 奥马哈 3 天 2 晚全球投资人汇聚，6 小时巴
菲特“指点江山”现场提问获得投资秘钥 ；第一次与世
界股神这么近 巴菲特与比尔盖茨打乒乓打桥牌 与身价
亿万资产企业家们 5 千米长跑，参加者将获巴菲特 T 恤
和纪念牌 目睹世界大佬的娱乐生活
亮点 2“投资你自己”人脉+资源 你将进入全球高端
投资圈 积累跨国际高端人脉 置换全球相对价值的资源
i 机会/人脉/资源…21 世纪财富的王道。
亮点 3 美国的母亲河密西西比河；探访巴菲特老房
子，
巴菲特公司。深度体验巴菲特生活 70 年美国中西部
小城的风情！

2020 年 5 月 1 日上午从美国商城北门出发，中午到达
巴菲特老家奥哈玛，午餐后，参加巴菲特公司及各种商家
巴菲特纪念品展卖。晚上巴菲特常去牛排店晚餐
5 月 2 日一早参加巴菲特股东大会，当面聆听巴菲
特对世界金融形势的分析，对股市的真知灼见。晚上
参加巴菲特公司野餐会。
5 月 3 日 参 加 “ 投 资 您 自 己 ” 巴 菲 特 5000 米 长 跑 ，
获得纪念奖牌和体恤衫。参观巴菲特老宅和巴菲特公
司 （外观）。中午品尝巴菲特最喜欢的牛排餐。返回明
尼苏达。

三天二夜四星级酒店，二张门票，餐饮交通--单人间
原价$1688 美元，双人间 $1248 美元. 因国内疫情，明州出
发每人优惠$200,现价单人房$1488 双人房$1048.
美国华兴报+美国华兴旅游：
地址：566 N Snelling Ave, St.Paul, MN 55104
Tel:651-387-0234-612-845-3677; 651-644-4294
Email: chinatribuneus@gmail.com 微信：Ch77289

康乐老年中心
Kang Le Adult Day Care Center

交友聊天，
交友聊天
，郊游垂钓
郊游垂钓，
，游戏麻将
游戏麻将，
，古稀重新
琴棋书画，
琴棋书画
，唱歌跳舞
唱歌跳舞，
，春秋不老
春秋不老，
，康乐永长

康乐老年中心用真诚博
爱之心为您服务，陪您度过

康快乐每一天！

健

提供接送服务：东西两区可就近选择，让您免受路途劳顿
提供早餐午餐：专业厨师配置，营养美味又健康
多种娱乐活动：象棋，上网，麻将，BINGO，卡拉 OK ，乒乓球，台球，
篮球，健身房，种菜，跳舞课，唱歌课，绘画课，英语课
安全户外活动：每天超市购物，农贸市场，CASINO，野餐烧烤，博物馆，动
物园，逛街，公园散步，乘船钓鱼，游湖，摘苹果等
个性化专业服务：专业理发，文件翻译，就医预约，交通预约，经验丰富的
中医师姜永平、秦丽新医生提供针灸治疗

欢迎实地参观，如有任何问题请联系
欢迎实地参观，
秦丽新女士：
秦丽新女士
：612
612-208
208-3848
西区地址：
西区地址
：
5593 W 78
78th
th street，
street，Edina MN 55439
东区地址：
东区地址
：
1399 N Eustis street，
street，St Paul MN 551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