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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周末豐富多采 路跑音樂劇動靜皆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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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秋季天氣晴朗戶
外活動增加，這周末活動多元，有免費電影放
映、音樂會和音樂劇，也有兩場有益身心的路
跑活動，趁著好天氣到戶外走走逛逛吧，祝大
家周末愉快。
1. 「門當父不對」免費電影放映(Meet the
Parents Movie Screening at Market Square Park)
喜歡班史提勒(Ben Stiller)經典電影的影迷有
福啦，周五晚間在劇院區附近的市集廣場公園
將播放 「門當父不對」戶外電影，免費放映，
適合闔家觀賞，一起在周五夜晚放鬆看喜劇。
時間：11/9，7pm-9pm
地點：市集廣場公園 (301 Milam St, Houston, TX 7700)
費用：免費
2. 「狂歡三寶」音樂劇(Animaniacs in Con-

3

cert at Miller Outdoor Theatre)
美國喜劇動畫 「狂歡三寶」(Animaniacs)周
五晚間將喚回華納兄弟經典的動畫人物，這場
音 樂 劇 將 忠 於 艾 美 獎 得 主 電 視 製 作 人 Randy
Rogel 原著，搭配動畫裡的卡通人物，來場歡樂
的音樂饗宴，歡迎全家人一起到場同歡。
時間：11/9，7pm
地點：米勒戶外劇院
費用：免費
3. 第 17 屆 休 士 頓 火 箭 路 跑 (17th Annual
Rockets Run at Toyota Center)
周末好天氣，有兩場路跑活動，一場由赫
曼兒童醫院舉辦的 「第 17 屆休士頓火箭路跑」
，趁著好天氣到戶外活動筋骨，全程跑完或走
完至終點可獲得紀念 T 恤以及參加賽後派對。
時間：11/10，6:30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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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豐田中心
費用：$40
4. 第 15 屆公園路跑 (15th Annual Run in the
Park)
另一場 「第 15 屆公園路跑」在赫曼公園舉
行，現場有 5 公里跑步、3 公里健走和 1 公里兒
童路跑，趁著天氣晴朗，在充滿意境的橡樹下
慢跑，賽後還有派對、食物、飲料及音樂表演
，一起來健康起跑吧！
時間：11/10，8am
地點：赫曼公園
費用：$30
5. 德州玉米餅音樂節(Texas Taco Music Fest
at Midtown Park)
喜歡吃墨西哥炸玉米餅的人，這周六在城
中公園(Midtown Park)有一場德州玉米餅音樂節

，各式好吃的玉米餅，搭配現場音樂、藝術創
作和美術攤位，邊吃美食邊作手工勞作，適合
全家大小同歡。
時間：11/10，12pm-9pm
地點：赫曼公園
費用：提前購票$15，現場購票$20
6. 百優市音樂會(Bayou City Music Series)
在音樂家黛安娜格林利夫(Diunna Greenleaf)
與休士頓鋼琴和作曲家詹姆士法蘭西斯(James
Francies)聯合演出下，周六晚間一場樂曲悅耳悠
揚的音樂會，帶給市民愉快的心情，不妨來這
裡聽聽音樂，放鬆一下。
時間：11/10，7pm-9:30pm
地點：發現綠地公園
費用：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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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樂之聲12月1日演出
參加團體系列介紹 百齡合唱團
（本報訊）百齡合唱團在休士頓僑社小有名歸
因於團員本身 「老而彌堅.」，得寵於僑界，人士
「
敬老尊賢（未敢稱 醫，卻可言老）。
在首創團長孫兆漢先生和指導老師王亞文女士
長年努力下，有過輝煌。曾應邀至洛杉磯演唱抗戰
歌曲，並屢次在主統社會休士頓市府及僑社辦多項
慶典活動中獻藝。如今由指導老師江震遠先生和團
長蔡佩英女士，承擔重任，繼續前行，歡迎朋友們

參加，百齡合唱團， 練習地點，就在僑教中心 ，每
個星期六下午一點三十分至三點三十分在一零七室
練唱。
和樂之聲將於 12 月 1 日下午 2:30 在僑教中心演出
。普通贊助券$10 元，貴賓券$50 元，請向楊明耕
713-775-7538, 陳 瑩 281-777-3338 ， 黃 湘 沅
832-453-8152 洽詢（和樂之聲籌備會供稿）
百齡合唱團

休士頓台灣同鄉聯誼會

舉辦老人醫療保險（Medicare）講座

休士頓中文學校聯誼會國慶海報展
【本報訊】休士頓中文學校聯誼會為慶祝中
華民國 107 年國慶，特別邀請八個聯誼會會員學
校學生製作“我愛台灣”海報展出。
展覽日期為 10/5 至 11/3 在華僑文化中心展
出。此次共有 16 幅作品參展。作品當中可以看

到學生們用心製作，內容有關風景，小吃，台灣
地圖，遊覽勝地-----等等。
展出期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陳家彥率
同國慶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嚴杰也蒞臨指導，同
時吸引參加僑社活動的人觀賞，深受好評。

（本報訊）休士頓台灣同鄉聯誼會會
長 賴 李 迎 霞 ， 將 於 11 月 17 日 （ 星 期
六 ） 早上 10 ：00 至 12:30 ，在 恆豐銀行
12 樓會議室，特邀淡江大學畢業的李元
鐘 保險碩士，主講“ 2019 最新美國老人
醫療保險 （Medicare）”。 免費入場，備
有茶點，敬請踴躍參加，增加老人醫療相
關資訊，以備不時之需。名額有限
， 請 儘早登記 。 請聯絡會長 賴 李迎霞
（ 832 ） 643 - 5830， 或 秘 書 長 羅 秀
娟 （ 832 ） 607 - 5038 。
全美台灣同鄉聯誼會，以 “ 時時關
心台灣，處處服務同鄉 ” 為宗旨，休斯
頓分會會長 賴李迎 霞，以實際行動來服
務鄉親，提供大家最新最有幫助的訊息 。
請注意！ 勿錯失良機！
2019 老人保險，加入及變更計劃的時
間表為 ：
2018 年 10 月 15 日 開 始

， 2018 年 12 月 7 日截止 。
美國聯邦政府每年在這段期間內，允
許投保人可自己選擇適合個人需要的保險
計劃，但是其中的選項也相當複雜，不易
了解。 因此台灣同鄉聯誼會會長 賴李
迎 霞，為鄉親們在決定選哪家保險公司之
前，為各位鄉親提供此次的講座，讓大家
更加了解老人醫療保險計劃的變動，與相
關可因應的對策 。 對症下藥，才能得到
最適合自己的老人保險計劃。 請在期限前
提出更換保險公司的申請 。 祝各位鄉
親 有個幸福美滿愉快的 2019 年。
主辦單位：休士頓台灣同鄉聯誼會
協辦單位：恆豐銀行
講 座 地 點 ： 恆 豐 銀 行 12 樓 會 議 室
（9999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講 座 時 間 ： November 17， 2018
（11/17/2018）早上 10:00 - 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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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山中美寺《佛陀傳-悉達多太子》歌劇公演

於11月18日晚在史丹佛藝術中心劇院舉行

【泉深編輯】您聽過釋迦摩尼佛的故事嗎?你
知道悉達多太子是誰嗎？國際佛光會休士頓協會
首次與史丹佛市（Stafford City）政府合作籌劃，
訂於 11 月 18 日星期日晚上七點在史丹佛藝術中
心劇院（Stafford Center）舉辦《佛陀轉-悉達多

太子》歌劇公演，這是一齣講述
2600 年前悉達多太子從誕生至出
家的故事，娓娓道來，呈現在您
的眼前。該歌劇由菲律賓光明大
學青年學生擔綱演出。
著名無臂英雄飛行員傑西卡考
克斯（Jessica Cox ）將第一次特
邀到休斯敦觀看在休斯敦史丹佛
藝術中心劇院舉行的有 30 多名菲
律賓光明大學學生表演的歌劇
《佛陀傳-悉達多太子》，屆時
她會發表特別激情和激勵人生的
演講。機會難得，不要失去。
《佛陀傳-悉達多太子》歌劇
根據星雲大師著作，膾炙人口的
《釋迦牟尼佛傳》改編而成，結合人間音緣歌曲
，由國際佛光會菲律賓協會宿霧分會發起的佛陀
傳。劇情中動人的情節，優美的旋律，將帶領觀
眾穿越時光隧道，置身於 2600 年前的印度，追隨

佛陀的腳步，一起探索生命的真諦與自在解脫之
道。音樂劇演員大多是天主教徒，正體現出星雲
大師所說《在宗教裡大家都是一家人》的尊重與
融和。
《佛陀傳-悉達多太子》已巡迴世界各地演
出一百多場，此次遠從菲律賓跨海來到美國，更
是首次抵達德州公演，佛光山中美寺為回饋廣大
休士頓市民對於中美寺的長期護持，並希望結緣
更多觀眾前來欣賞，特別給予票價優惠價格-凡
是 10 月 30 日前購票者，一律五折優待。如此機
會千載難逢，您可要抓緊時間搶購，以免錯失良
機喔！歡迎您前來共襄盛舉。
公 演 時 間 ： 2018 年 11 月 18 日 星 期 日 7:
00pm-9:30pm
公 演 地 點: 史 丹 佛 藝 術 中 心 劇 院 （Stafford
Center） 10505 Cash Road; Stafford, TX 77477
購票請洽：佛光山中美寺 12550 Jebbia Lane,
Stafford, TX 77477
電 話：281-495-3100

加州酒吧血腥槍擊案13死！員警與槍手駁火遇害
【泉深綜合報道/圖片均來自網絡】美國加州洛
杉磯郊區的千橡鎮 7 日晚間爆發槍擊案，1 名槍手闖
入高級住宅區的 Borderline Bar & Grill 燒烤音樂吧開
槍，當時場內有數百人。目擊者說至少聽見 30 聲槍
響，槍手被警方擊斃，但也有一名員警遇害，共 13

人死亡，
12 人 受 傷
。殉職的
羅恩•赫
魯斯
（Ron
Helus） 是
首批趕到
現場的員
警，他在
與槍手駁
火時英勇獻身，他在警隊服務 29 年，原定明年退休
。警方表示，兇手的身分及犯案動機目前不明。這
是美國不到兩周之內第 2 起大規模死傷的槍擊案。
目擊者指出，這名槍手身穿黑色風衣，闖進現
場投擲數枚煙幕彈後，開始開槍掃射。文杜拉郡

（Ventura County） 警 長 狄 恩 （Geoff Dean） 說 ：
“現場十分駭人，到處都是血跡。”他表示：“我
們不知道這是否和恐怖主義有關，一切都在調查中
。一旦確認槍手身分和犯案動機，將會立即公布。
” “沒有證據讓我或是聯邦調查局（FBI）相信，
本案與恐怖主義有關。我們當然會查證此可能性。
”
現年 20 歲的大學生馬特•溫納斯特倫（Matt
Wennerstrom）是發生兇案夜店的常客，他說槍手使
用一把短管手槍行兇，顯然裝上一只 10 至 15 發子彈
彈匣。他指出：“兇槍是半自動，兇手不斷開槍，
當他裝填子彈時，我們協助眾人逃跑，我連頭也沒
回。” 他說，他和其他人以店內的椅子打破窗戶逃
離現場，跳到一處陽台上，然後跳到地面平安脫逃
。

敦煌植牙 牙周病專科

激光牙周病治療
無刀片牙齦萎縮治療
牙齦牙床植骨手術、
美容複雜植牙手術，
併發症處理

Dunhuang Periodontics $ Dental Implants PA

陳志堅
牙周病植牙專科醫生
Jennifer Chen
D.D.S.M.S

德州大學休士頓牙醫學院牙周病專科
上海第二醫科大學口腔學院牙醫博士
美國牙周病學會會員
國際植牙學會會員

Board Certified Periodontist
二十多年牙科臨床實踐經驗

8月特價
美

白牙 齒

$199

最新E4D電腦制牙最新科技一次完成
三維X光機 全新激光治療機

www.drchenimplant.com

中國城診所

糖城診所 Delight Dental

9889 Bellaire Blvd., #322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
(713)995-0086

3524 Hwy 6 South
Sugar Land, TX 77478(大華超市旁)
(281)565-0255

drchenimplant@gmail.com

delightdental@gmail.com
D02_DUNHUANG 敦煌植牙_1234567B_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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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合拍紀錄電影《善良的天使
中美合拍紀錄電影《
善良的天使》
》
即將上映
用全球視野探討中美關係的未來
【洛杉磯訊】在中美即將迎來建交 40 週
年之際，一部由奧斯卡和金馬獎獲獎團隊歷
時五年、精心打造的院線紀錄電影《善良的
天使》（Better Angels）於近日在華府、加州
帕薩迪納及紐約相繼舉辦首映會。影片由兩
屆奧斯卡獲獎導演柯文思（Malcolm Clarke）
執導，美國知名製片人 William Mundell 和金
馬獎獲獎製片人韓軼聯合制片，以歷史的眼
光和全球視野來探討中美關係的未來。影片
將於今年 12 月在中國二千多家電影院播放，
並於明年初在美國上映。這也將是中美合拍
紀錄電影首次在中國大規模放映。
《善良的天使》集聚了多位全球知名學
者和政要，包括前美國國務卿亨利•基辛格
（Henry Kissinger）、詹姆斯•貝克（James
Baker）、中國前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經濟
學家成思危、香港特別行政區前行政長官董
建華（Tung Chee-hwa）、恒隆集團主席陳

啟宗（Ronnie C. Chan）、華美銀行董事長、
總裁兼最高執行長吳建民（Dominic Ng）等
。他們各自表達了對中美關係的期望、態度
和擔憂，並探討中美關係的未來。吳建民在
影片中分享到，中國可以發揮在基礎設施建
設方面的優勢，加強與美國的合作，為兩國
民眾創造更多就業機會，增進兩國關係。
同時，影片中還記錄了小城市的市長、
教育工作者、農民、工人等一般民眾為不斷
跨越兩國之間地域和文化差異而付出的努力
。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在觀影後表示，影片
中擁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兩國民眾透過各自的
努力促進理解、和諧共存，他們的故事既平
凡又偉大。這些民眾就是中美關
係中 「善良的天使」 ，在中美關係處於
低潮時，他們不僅以自己的綿薄之力堅定維
繫兩國友誼，還持續推動中美關係重回正軌
。

關於華美銀行
華美銀行為美國上市公司，股票代號
EWBC 在 NASDAQ Global Select Market 交易。
華美銀行現為全美以華裔為主要市場規模最
大的商業銀行，現有總資產 3 百 91 億美元，
在美國和大中華地區共有超過 130 處服務網絡
，美國市場主要分佈於加州、喬治亞州、內
華達州、紐約、麻薩諸塞州、
德州以及華盛頓州；在大中華地區，華美銀
行在香港、上海、汕頭和深圳都設有全方位
服務的銀行，在北京、重慶、廣州、台北及
廈門亦設有辦事處。華美銀行提供全方位商
業和個人銀行服務，位於大華超級市場的超
市分行，七天營業，週間營業到下午七時。
此外，華美銀行並以中英雙語網路銀行、自
動電話銀行及移動銀行提供全天 24 小時的銀
行服務。有關華美銀行相關資料，可在該行
網址 www.eastwestbank.com 查閱。

王朝旅遊震撼價$1600
王朝旅遊震撼價$
1600“
“買一送一
買一送一”
”
2019日
2019
日、韓 12
12天賞櫻之旅
天賞櫻之旅
，雕落似的淒美絕倫，短暫卻絢麗！
日本作為一個島嶼，不僅擁有狹長的
海岸線，地使高低起伏、山川河流所
具備的美景元素無一不缺。有浪漫櫻
花、歌舞技能戲相撲、山中積雪的湖
泊、怪石嶙峋的峽谷、湍急的河流、
俊俏的山峰、雄偉的瀑布及大大小小

走在粉嫩的櫻花樹下，看著花瓣
片片飄落，是不少人的夢想清單上必
做的事情之一。說起春天櫻花絢爛綻
放、很多人喜愛她盛放時的轟轟烈烈

的溫泉，神奇與美麗的自然環境，深
深吸引著全世界遊人的目光。除了日
本櫻花外，位於中緯度的韓國走過冬
季的白雪皚皚，隨著氣溫的回升，櫻
花、杜鵑花、山茱萸等春花也跟著一
起綻放全國各地沐浴在春光浪漫之中
。快與王朝旅遊來一場夢幻粉色一期

一會的櫻花盛景，一起偶遇浪漫的櫻
花雨！
王朝旅遊送機票，$0 元回越南、
上海。更推出 3-4 月日本/韓國賞櫻之
旅，11/30 日前預訂，可享受“買一送
一”特價$1600 起。
更多行程請查詢王朝網站：www.

aaplusvacation.com
服務專線：
713-981-8868 微信:aat713
地址：精英廣場商鋪 A14，敦煌廣
場隔壁，大通銀行後面
6918 Corporate Dr, Suite A-14,
Houston TX 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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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thy Cheng 感謝選民支持
雖敗猶榮 得票率打破歷年記錄

今年民主黨的選舉，
今年民主黨的選舉
，得到很多年輕人的認同
得到很多年輕人的認同，
，結果相當好
結果相當好，
，選票大為提升
(記者韋霓休斯敦報導) 選舉後，有
人歡喜有人失望。對於華裔民眾而言，
德州有第一位華裔女性 Kathy Cheng 參
選德州最高法院法官，給許多人一個敢
於拼搏的好榜樣，雖然最後並未選上，
但是得票率已經打破歷年來的記錄，高
達 46.24%支持率，僅以 8%輸給競選對
手，雖敗猶榮。許多支持的選民深覺可
惜，而 Kathy 展現民主風度，依然正面
積極樂觀，她感謝所有選民的支持，未
來仍然將為下一代與公平公正而努力。
Kathy 表示，在今年民主黨的 13 位
亞裔參選人中，有 8 位勝選，結果相當
好。候選人涵蓋各個層面，從聯邦參眾
議員、德州最高法院法官，到德州議員
、縣級的法官、檢察官等，不僅是亞裔
參政的新高潮，整體氣氛更是熱烈。從
大趨勢可見，民主黨在德州的支持率已
經提高許多
在過去的幾個月中，Kathy 勤於到
德州各縣分享理念與拜票，風塵僕僕跑
了一百多個縣，最後她一共得到三百七
十多萬張票(3,771,910)，與對手差距甚微
，在許多大的郡縣都有拿到，並得到許
多年輕人的支持。以選最高法庭而言，
2016 年 民 主 黨 得 票 最 高 的 是 41.18% ，
Kathy 比之高出 5%。與 2014 的相比，當
時民主黨得票最高的是 37.6% ，Kathy
也比之高出近 10%(Kathy 得到 46.24%)。
原本在中期選舉很多人不出來，而今年

的投票率卻高出這麼多，以一位德州最
高法院法官的參選人而言，她的表現可
圈可點，值得讚揚。
觀察家表示，因為今年 Kathy 出來
參選，得到很多華裔的支持，不僅讓更
多華人站出來投票，同時原來不少投給
共和黨的人也反過來支持民主黨的
Kathy，對華裔的民主形象有很大的提
升。
Kathy Cheng 競 選 團 的 財 務 主 任
Michelle Huang 表示，社會的平權需要
每個人更多的努力，包括如何改善稅務
制度、教育制度、醫療保險福利、公平
環境、有效分配教育經費、法律制度等
，這些問題都和大家生活習習相關。
如果選民更清楚的觀察共和黨與民
主黨的差別就可以知道，共和黨所提出
的稅改，其實只對高端收入者有力，讓
富者更富，獨厚企業及有錢人，對一般
人其實沒有幫助。
迪斯耐家族的孫女 Abigail Disney 對
川普的稅改政策也出來說話，她表示全
美優惠 1%的有錢人，這些人其實是不需
要優惠的，他們已經非常有錢了，拿了
這些優惠，只不過是再買更多地，真正
要多付稅的反而是中產階級。
細細分析之下，不難見到，投共和
黨並沒有真的幫助社會，反而讓貧富的
差距更大。
許多人不了解為什麼德州房屋稅一

直增加，因為德州政府用在 「補助」 教
育的經費下降，而教育經費本身是不斷
增加的，其中的差額就必需從民宅的房
屋稅來填補。民主黨認為教育是最重要
的，是基礎，所以政府的教育補助金不
應減少，老師的薪資應該增加，好的老
師才能教出更好的學生，而好的老師需
要有一定的薪資來支持。相反的，共和
黨很多小孩是去唸私校，所以教育的補
助基金下降對他們沒有差別。然而在共
和黨支持的政策之下，間接便讓所有的
民眾要多付稅。
在健保的部分，奧巴馬保險裡面一
個重要的關鍵，是不可以拒絕長期慢性
病者的保險，然而共和黨一直企圖要推
翻奧巴馬健保。
另外，為什麼同樣的藥，在美國要
比加拿大貴好幾倍？因為許多大藥廠在
選舉時有政治獻金的支持，共和黨與許
多財團結合，選上了當然要回饋支持，
因而美國的藥比加拿大貴很多。相反的
，民主黨會盡量避免與財團掛勾，例如

他以前非常輕鬆就可以贏得選票，而今
年受到民主黨參選人提高的壓力，才需
要出來拜票。
與過去相比，2016 年選舉總統，德
州的總投票數是 8,969,226。而今年是
中期選舉，登記的總票數是 15,793,257
，有 51.64%投票率，可見民眾投票非常
的踴躍。
從 2014、 2016 與 今 年 的 選 舉 來 看
， 民主黨得票率節節高升，Ford Bend
地方法院在 2016 得票率是 48.67，而今
年已經變成藍天，從趨勢中可預估，民
主黨在許多地方都非常有希望於下一屆
可以變藍天，進步相當明顯。
遺憾的是，今年的投票所依然有壓
票現像。什麼是壓票呢？主要有幾種狀
況。
一是有些已經合格投票的少數族裔
選民，當他們到了投票所，工作人員問
他們:你有沒有選票登記卡？如果回答沒
有，就不讓投票，要他們回去拿，但其
實不需要選票登記卡，他們也可以投。
第二個現像是，有些少數族裔到了
投票所，白人工作人員跟這些少數族裔
說，找不到他們的資料，其實是可以在
手機上面查他們的 voter status，這種情
況下，這珍貴的一票很可能會沒有投出
的機會。
一個活生生的例子是，在 11 月 2 號
於 Katy 一個投票所，Kathy 正在感謝選
民來投票，遇到一個中東人，結果他說
自己沒有投，因為工作人員跟他說找不

到他的資料。Kathy 知道後，立刻跟對
方要他的出生日期、姓名，然後在一分
鐘之內在手機上就找到他的資料了。其
實他可以投票的。而這個投票所的工作
人員是一位白人，很明顯的，這有工作
上的疏失、或是政治立場的偏見存在。
大家都知道，很多人工作繁忙，好
不容易到了投票所，又被說沒有資料、
或者是沒有選票登記卡，一旦讓他們回
去拿，他們可能再也不會回來投，而這
一票就白白浪費了! 如果 Kathy 沒有幫助
這位中東人，他的一票很可能就投不出
了。
另 一 個 壓 票 的 例 子 是 ， 在 Trini
Mendenhall 的投票點，有多位的韓裔首
次投票者，找了會英文與韓文的高中生
幫助翻譯，但是被投票所的工作人員拒
絕。原因是許多少數族裔的首次投票者
，大多都會支持民主黨。而投票所的工
作人員大多都是共和黨，可見其間藏有
不公平、不公正的情形。
Kathy 表示，感謝這麼多的人給她
加油打氣，選後她會先休息一段時間，
並繼續她的律師工作，至於未來，她仍
然將致力爭取公平公正，為更多的下一
代而努力。她也會持續演講，提供法律
諮詢，幫助女性與少數族裔的朋友出來
參選。她同時呼籲華裔朋友視野要放大
，爭取華人應有的地位，以更正面的態
度來看選舉，下一次 2020 年繼續要出
來投票，不放棄、不氣餒，繼續努力。

Kathy Cheng(左
Cheng(左)感謝所有民眾的
支持，
支持
，右為 Kathy Cheng 競選團
的財務主任 Michelle Huang
，此次民主黨聯邦參議員候選人歐洛克
（Beto O’Rourke）參選時，拒絕政治
行動委員會的捐款，原因就在於希望未
來執政能公平公正。
Harris 縣一位共和黨的法官，在一
個競選活動裡，說他自己感覺很受傷，
原因是做了十多年的法官，以前從來不
用出來拜票，今年是第一次要出來拜票
。可見，德州因為是共和黨的大本營，

Kathy 風塵僕僕跑了幾多地方
風塵僕僕跑了幾多地方，
，受到許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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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G 休士頓分行副總經理譚秋晴與美亞分區副總裁 Joe Kuo 律師與參
加講座人士合影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AIG 保險公司休士頓分行

舉行 2018 年新稅法 講座

10 月 13 日 AIG 休士頓分行 舉行 2018 年新稅法 講座兩位主講
人 Joe Kuo 律師
律師、
、譚秋晴註冊會計師

AIG 保險公司休士頓分行副總經理譚秋晴本人是註冊會計師
跟大家說明稅法改革

AIG 休士頓分行 舉行 2018 年新稅法 講座 主講人 Joe Kuo 律師

AIG 保險公司休士頓分行 舉行 2018 年新稅法 講座主講人 Joe
Kuo 律師
律師、
、休士頓分行副總經理譚秋晴贈送禮物給幸運者

AIG 休士頓分行 舉行 2018 年新稅法 講座出席人士踴躍

AIG 休士頓分行副總經理譚秋晴註冊會計師

德州本地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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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現歷史風貌 市政決定整修市政大樓

此次，特納市長計劃投入 490 萬美元對市政府區和赫曼廣場
進行美化和整修。
在擁有 80 年曆史的市政府大樓前的赫曼廣場上可以看到特
色鮮明的反射池。
市長承認有許多的工作要做，但是非常值得，因為市政廳代
表著休斯頓的歷史，也將成為時代的中心。
此次工程款項來自於公共和私人募集的資金，其中包括來自
於債券和公園建築的 190 萬公共專款資金將全部投入。
並且，市政官員呼籲社會集資 300 萬元用於該項目的使用，
為提升休斯頓的城市印像以及反映休斯頓風貌的市政中心做
出貢獻。
同時，此次修建的內容還包括去年被哈維颶風影響的內部修
理，市政府的地下室被淹後目前已經無法使用。
市政大廳建於 1939 年，休斯頓開發商和項目合夥人 Billy
（本報訊）（本報訊）休斯頓市長特納日前站在位於市中心 重新修整。
Burge 表示，雖然建築非常老舊，但讓我們看到了歷史，外觀別
McKinney Street 的市政府大樓所在的街道上，面對道路凸凹不平
預計再過幾個月，街道和市政大樓將煥然一新，人行道不再
具特色。
，路面的街磚殘破不整的情景，決定對這個多年失修的建築進行 讓行人腳下崎嶇不平，同時，也不再給殘疾人士帶來麻煩。

研究顯示YouTube“不適合兒童”的視頻氾濫
（綜合報導）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 ） 新 出 爐 的 一 份 報 告 顯 示 ， 超 過 60% 的
YouTube 用戶表示，他們時不時就會看到包含
“令人不安行為”“明顯是錯誤的”或“不適合
兒童”的視頻。
谷歌旗下的 YouTube 在其專屬兒童的播放平
臺 YouTube Kids 上就曾遇到過麻煩。去年，YouTube Kids 的用戶在該平臺上發現了含有暴力內容
的假視頻，其中包括從事暴力行為的流行卡通人

物等。
為此，兒童權益組織表示出了擔心，他們懷
疑谷歌旗下的這一視頻網站正在通過針對未成年
人的廣告獲利。也有分析人士擔心，該平臺上廉
價、多元而怪異甚至是虛假暴力的兒童視頻會把
美國孩子們引入歧途。
該報告還發現，大約有一半的 YouTube 用戶
表示他們會依靠這個視頻服務平臺來接受教育性
節目，且該服務對他們來說是瞭解社會的重要渠

道。
它指出，對於 32%每天要訪問網站好幾次的
用戶以及 19%每天訪問網站一次的用戶而言，這
對他們瞭解世界正在發生的事情有著非常重要的
作用。
數據也顯示，64%接受調查的用戶也表示，
他們有時會看到明顯虛假的視頻，60%則表示他
們會偶爾看到展示危險行為的視頻，11%則稱他
們經常會在該網站上看到侮辱性視頻內容。

美國中期選舉 女性、LGBT等“少數派”創造歷史
(綜合報導)此次美國中期選舉中，最引人矚目的一點也許是
，女性、LGBT、有色人種、少數族裔等候選人在選舉中取得空
前勝利，越來越多的“少數派”加入了美國的政治舞臺，創下美
國政壇多項紀錄。
據羅格斯美國婦女與政治研究中心，本次中期選舉是美國史
上最多女性候選人蔘加的中期選舉，共有 590 位女候選人蔘選。
據該中心數據，美國下屆國會的女性議員至少有 118 人，創

下歷史新高。其中，眾議院有 96 位女議員，參議院共有 22 位女
另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民主黨人沙賴斯•戴
議員（含未參與此次中期選舉的 10 位）。這些女議員中，民主 維茨和德布•哈爾蘭將開創印第安女性擔任國會議員的先河，前
黨佔了絕大多數。
者是一位公開出櫃的女同性戀者。
除此之外，兩位穆斯林女性伊爾汗•奧馬爾和拉希達•特萊
此外，科羅拉多州的賈雷德•波利斯將成為美國史上第一位
布首次進入美國國會，兩人都有移民背景。其中，奧馬爾是難民 公開出櫃的男同性戀州長。
出身，同時還是美國首個索馬裡裔女議員。特萊布則是首個巴勒
斯坦裔美國籍女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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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消息

體 育 新 聞

星期五

■責任編輯：趙雪馨

面。面對傳媒，這位馬來西亞羽毛球名將表示自己
已逐漸康復並開始恢復訓練，強調自己對羽毛球的
熱誠從未減退，並且正為重返球場而努力，將會以
2020 東京奧運的獎牌為奮鬥目標。

■李宗偉的頸項皮膚一度因為電療變得焦黑
李宗偉的頸項皮膚一度因為電療變得焦黑。
。

美聯社

受職業生涯最嚴重的打擊，捱過鼻咽癌痛苦治療過程的李
遭宗偉
8 日終於公開亮相，神態自若的他風采依然，未見太

多病魔所留下的痕跡，而他亦高興地表示自己已初步戰勝癌
魔：“我從兩周前就在家裡恢復體能訓練，（周三）剛剛從台
灣覆檢歸來，醫生確認我體內的癌細胞已經消失，我會按部就
班的進行恢復，也許下個月就能重返球場訓練，不過至於何時
在賽場復出還說不準，我不敢說自己肯定會重返羽壇，一切還
是要看醫生的意見。”
治療癌症過程的痛苦不足為外人道，不過李宗偉坦言從未
想過就此放棄羽毛球：“我頸上的皮膚因電療而變得焦黑，第
一階段治療時無法講話也無法吞食，但為了恢復體力我只能流
着眼淚、忍着痛苦去進食，以往在球場的傷痛，完全無法與治
療時的痛楚相比，不過無論如何我都非常渴望重返球場，而家
人亦對我的決定非常支持。”

初步戰勝癌魔 開始恢復訓練

確診患上鼻咽癌的李宗偉 8 日終於首度公開露

2018年11月9日（星期五）
2018 年 11 月 09 日

■李宗偉見傳媒
李宗偉見傳媒，
，宣佈
回歸。
回歸
。
法新社

再
逐
李宗偉患病事件簿
■今年 7 月 24 日，馬來西亞羽協證
實李宗偉因呼吸道疾病被迫退出
7 月底的南京世錦賽及 8 月的印
尼亞運會，並前往台灣接受治療
■9 月 21 日，有網友爆料稱看到李
宗偉的病例是鼻咽癌三期；隨後
大馬羽協負責人諾扎也表示，李

李宗偉 8 日舉行新聞發佈會，宣告
不退役，全力爭取回歸賽場。曾因禁
藥遭禁賽、8 次在世錦賽及奧運會等頂
級大賽決賽失利、罹患癌症，36
歲的他仍然選擇堅強，繼續向
着自己的夢想─奧運金牌
努力。
與馬來西亞華人一
樣，李宗偉能操流利的國
語、廣東話、馬來話及
英語。他 11 歲開始學打
羽毛球，至今已有 25 個
春秋。21歲奪得首個國際
公開賽冠軍至今，15
年來他已擁有 69 個公

作為史上最出色的羽毛球手之一，36 歲的李宗偉已不需要
以成績去證明自己，對重返賽場的渴求，只是源於對這項運
動的熱愛和執着，他更表明會以爭取東京奧運金牌為目
標，無論條件如何不利，仍希望在自己的羽毛球生涯繼
續向難度挑戰：“奧運金牌一直存在於我的腦海，當
然我不能保證一定拿得到，但如果我能夠恢復到今年
馬來西亞公開賽及印尼公開賽的水平，我相信可以
贏得獎牌。不過如果我認為自己已失去競爭力，
我會讓路給年輕球員去汲取經驗，為他們的未來
鋪路。”
縱使李宗偉最終成功復出，不過他亦將面
對男子羽壇愈趨激烈的競爭，“林李”雙頭馬
車的時代已經過去，羽毛球男單項目迎來群雄
割據的年代，日本的桃田賢斗、國羽的石宇奇
及印尼的金廷等新生代已達到頂尖水平，諶
龍、周天成及孫完虎等名將仍極具競爭力，且看
■發佈會期間
發佈會期間，
，李宗偉
李宗偉能否在職業生涯的黃昏於東京奧運為世界
一度哽咽。
一度哽咽
。
法新社
羽壇再創一次奇蹟。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正謙

當地時間 7 日在土庫曼斯坦首都阿什
哈巴德舉行的舉重世錦賽進行了兩個級別
的比賽，中國隊的汪周語在女子 76 公斤級
比賽中力克兩屆奧運會冠軍朝鮮隊的林敬
熙奪金，田濤克服體重過輕的劣勢拚下了
男子96公斤級總成績銀牌。
抓舉比賽中，2015 年亞錦賽冠軍汪周
語舉起 118 公斤，還落後林敬熙 1 公斤。
到了挺舉，24 歲的汪周語展現出強大的韌
勁，林敬熙開把重量就比她高 5 公斤，但
是汪周語步步緊迫三次試舉全部成功。只

剩最後一次試舉的林敬熙被迫無奈，挺舉
最後一把開出 153 公斤力求絕殺汪周語，
但是沒有成功。
最終， 汪周語以 270 公斤的總成績登
上領獎台最高處，25 歲的林敬熙以 1 公斤
之差位居亞軍。厄瓜多爾選手達約梅斯收
穫銅牌。
賽後，汪周語接受採訪時說：“這是
我第一次參加世錦賽，我贏了。將來我會
表現得更好，爭取奪得更多的獎牌。”
■新華社

諶龍 石宇奇齊晉中羽賽八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榕蓉 福州報
道）中國（福州）公開賽8日進入第3日的
較量，國羽“一哥”諶龍以 2：0輕取中華
台北選手許仁豪，順利晉級八強。
首局，諶龍進入狀態偏慢，前半段一
直處於落後追分的態勢，但戰至 13：14 後
連得 8 分以 21：14 逆轉獲勝。第二局諶龍
仍是開局大比分落後，打到 6：9 後打出一
波 14 分的攻勢，徹底扭轉被動局面，最終
21：11奠勝，闖進男單八強。

賽後，諶龍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
時表示：“當日剛開始打得不是那麼投
入，11 分後精力會更集中一些。”諶龍表
示，許仁豪之前也交手過很多次，“今天
對手的多拍回合還是很精彩，總體來說，
自己兩局都是後半程比前半程要做得好一
些。”此外，狀態明顯回升的石宇奇以
21：10、21：17 戰勝日本選手阪井一將，
晉級八強。9 日他將與印尼選手金廷展開
對決。

宗偉被查出罹患早期鼻咽癌
■10 月 7 日，經過 33 周的治療，李宗
偉康復出院。當晚他乘坐私人飛機
返回吉隆坡，隨後在家中休養
■ 11 月 8 日，病後首次公開見傳
媒，正式宣告恢復訓練，準備回
歸

打不倒李宗偉
生命鬥士迎難而上

治療過程之苦遠勝球場傷痛

汪周語力壓奧運冠軍 世錦賽奪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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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賽冠軍榮銜，並且曾 348 周坐享世界
排名第一寶座。可是世錦賽及奧運會等
在世界的頂級賽事中，他 8 次闖進決
賽，惟全部鎩羽而歸，至今他手握 3 枚
奧運銀牌、3 個世錦賽亞軍（2014 年世
錦賽亞軍因禁藥被取消）、一個湯姆斯
盃亞軍，被傳媒冠以“千年老二”。
2014 年李宗偉因禁藥問題被禁賽 8
個月，但禁賽期滿後他迅速回歸賽
場，並再次獲得世錦賽亞軍。這次面
對更殘酷的打擊──癌症，李宗偉再
次選擇了堅強，即使至今從未加冕過
世界冠軍，但他在球迷心目中早已是
無冕之王、生命的鬥士。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妻子黃妙珠
妻子黃妙珠（
（右二
右二）
）8 日也現身李宗
偉的發佈會現場。
偉的發佈會現場
。
路透社

中超變天 上港終結恒大霸業登頂
在 7 日晚結束的中超第 29 輪焦
點戰中，上海上港主場以 2：1 戰
勝北京人和，提前一輪鎖定了本賽
季中超冠軍，這也是上海上港歷史
上首次奪得中超聯賽冠軍。本場比
賽上海上港只需要獲得一個積分，
即與對手戰平，即可提前鎖定本賽
季中超冠軍。
上半場第 20 分鐘，上海上港
傅歡前場右路直傳艾傑臣，艾傑臣
送出助攻，艾哈邁多夫於大禁區外
右腳射門，球竄入對方球門右上
角，上港1：0領先。
下半場第 47 分鐘，上港武磊

■上港提前一輪奪中超
聯賽冠軍。
聯賽冠軍
。
新華社

於大禁區中央右腳射門，球竄入對
方球門左下角，上海上港以 2：0
領先。
儘管第 65 分鐘北京人和迪奧
普突入禁區成功推射破門，扳回一
球，但最終上海上港還是以 2：1
獲勝，提前一輪獲得 2018 賽季中
超冠軍。
當晚武磊的進球是他在本賽季
打入的第 27 個進球，超越了李金
羽的單賽季 26 個進球，創造了職
業聯賽史上國內球員單賽季進球紀
錄。
武磊賽後表示，多年的夢想終

於實現，自己感到很開心。“我們
一路走來很不容易，教練組做了非
常細緻的準備，整個團隊的支撐讓
我在球場上有了更多的破門機
會。”
本賽季上海上港表現搶眼，取
得主場十連勝，共積 68 分打破隊
史積分紀錄，也是近四個賽季積分
最高的冠軍球隊。
上海上港就此結束了恒大對中
超冠軍長達七年的壟斷，成為繼深
圳、實德、魯能、亞泰、國安、恒
大之後的第七支中超冠軍球隊。
■中新社

■上港球員武磊
上港球員武磊（
（左起
左起）、
）、艾傑臣
艾傑臣、
、
奧斯卡與侯克慶祝進球。
奧斯卡與侯克慶祝進球
。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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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廣播電視台

看電視聽廣播

《曉說》
美南國際電視STV15.3為方便觀眾收看，

精彩

「電視廣播合為一體」
談古論今，引經據典，笑談風雲，豐富學識

節目介紹

不需任何付費，
觀眾可24小時直接收看及收聽該頻道，
節目介紹：
行車間也可方便收聽，輕鬆獲取美南電視節目
是中國大陸音樂人高曉松的一款脫口秀講壇節目，高曉松在節目中兼
以及各類國際、社區重大資訊。
任導演、編劇與主持人。，主要講述歷史、文化、社會等人文學科知
識。節目名字是由著名公共知識分子韓寒命名，英文名“morning
call”取自高曉松。本期節目將介紹“看美國”系列之人類精華猶太
人。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1. 掃二維碼(QR code)：

播出時間：

觀眾只要掃描報上的二維碼，
就可連結到美南國際電視，
節目播出時間每個週五上午10點，重播為週一早上5點和中午12點半。
直接在手機上觀看STV15.3。
▲ 節目截圖

美南廣播電視台

看電視聽廣播

美南國際電視STV15.3為方便觀眾收看，
「電視廣播合為一體」
不需任何付費，
觀眾可24小時直接收看及收聽該頻道，
行車間也可方便收聽，輕鬆獲取美南電視節目
以及各類國際、社區重大資訊。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1. 掃二維碼(QR code)：
觀眾只要掃描報上的二維碼，
就可連結到美南國際電視，
直接在手機上觀看STV15.3。

▲ 節目截圖

2. Google搜尋：觀眾只要在Google網站搜尋
「Southern TV- STV15.3 Houston」

STV15.3 Houston
或輸入該平台網址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就可直接連結美南國際電視直播平台。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3. 下載Apps收看：
可在蘋果商店搜尋
「Today America」，
下載Apps，除了
可用手機讀報
更方便，也可以在Apps裡
收看STV15.3 電視直播。
如需開車時收聽廣播，請鏈接到車載音響設備 (數據線/藍牙設備），效果更佳。

2. Google搜尋：觀眾只要在Google網站搜尋
「Southern TV- STV15.3 Houston」

STV15.3 Houston
或輸入該平台網址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就可直接連結美南國際電視直播平台。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3. 下載Apps收看：
可在蘋果商店搜尋
「Today America」，
下載Apps，除了
可用手機讀報
更方便，也可以在Apps裡
收看STV15.3 電視直播。
如需開車時收聽廣播，請鏈接到車載音響設備 (數據線/藍牙設備），效果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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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氏花旗參茶福袋

碼
加 !
禮
好
送

許氏各款參茶
隨意組合120袋

2019 新款

晶彩彈跳
保溫瓶

送

體面貼心 送完為止!
＊每組裝120袋參茶福袋
即贈一款保溫瓶

或
> 唯一華人自產自銷

> 四十多年信譽保證

> 地道原參絕無添加

> 參香濃純延年益壽

#1034 (20包) x 6盒

或
#1038 (40包) x 3盒

#1039 (60包) x 2盒

許氏德州經銷專賣店
Dallas
達拉斯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SzeChuan China Restaurant
Mau Phuoc Duong
Grand Prarie
香港超級市場
Plano
達福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陽光旅行社

972-235-2288
214-521-6981
972-496-4372
972-988-8811
469-586-8195
972-758-9588

YiYiHerbs
大華超級市場(99 Ranch)
百佳超級市場
Houston Bellaire
五豐海味中葯行
金荷中醫診所
永盛圖書百貨公司
仁安堂花旗參茸中葯行
盧林中醫診所

972-666-8188
972-943-8999
972-517-8858
713-271-3838
713-772-2999
713-271-8186
713-270-4611
713-774-5558

德信行
中國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德聖堂
參茸城
香港海味城
燕窩城
燕補堂
仁濟中醫針灸所
聯發行L&P

713-995-8530
713-988-5200
713-988-5864
917-365-1688
713-772-2889
713-776-2888
713-772-7888
713-271-0488
713-995-9138

百佳超級市場
惠康超級市場
Hous香港超級市場
百利草藥
NHAN HOA HERBS
Houston Area
越華超級市場
萬和堂
家樂超級市場

713-270-1658
713-270-7789
281-575-7886
281-988-8500
281-776-9888

大華超級市場(99 Ranch)
大華超級市場(99 Ranch)
Austin
天地人參茸行
恆豐
San Antonio
832-298-9321 亞洲市場
281-988-8338 College Station
713-818-2770 BCS Food Markets

713-932-8899
281-980-6699
512-467-8888
512-719-3864
210-681-8688
979-695-6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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