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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惠至2019年6月30日止。申請費用減免僅適用SBA 7(a)貸款並於放款時抵扣。申請資料必須於2019年6月30日前送達華美銀行，撥款日期最晚為2019年9月30日。可能收取其他費用。貸款產品需遵守華美銀行的申請、核保、

評估及信用審核要求。所有費率、期限、規範及產品如有變動或終止，恕不另行通知。可能適用其他限制。

華美中小企業方案

助您再創事業高峰
不論您需要營運資金或計畫購置商用地產，

讓我們的SBA小型商業貸款為您提供助力，

邁向成功。  

限時優惠

2019年6月30日前申請SBA 7(a)貸款，可獲得高達 

$2,500 的申請費減免優惠。*

詳情請上網 eastwestbank.com/offer19 

或致電 888.245.1756。

SBA小型商業貸款的優勢：

商業地產僅需10%頭款

貸款期較長 = 每月還款額較低

用途廣泛

可用於指定類型的商用地產



BB33休城社區

# 2
NANCY社區

星期五 2019年3月15日 Friday, March 15, 2019

（本報記者黃麗珊） 休士頓龍岡親義公所於3月9日下午6
時至下午8時30分在姚餐廳熱鬧溫馨舉辦四十九週年慶暨二0一
九年春節聯歡，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夫婦、
林映佐副處長夫婦、科技組李君浩組長、何仁傑組長，僑教中心
陳奕芳主任及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何明東僑務處長、世界龍岡親
義公所劉秀美副總會長、中華公所共同主席鄭雅文以及休士頓劉
關、張、趙四姓宗親、商界人士、社團領袖200人共襄盛舉。

晚會在誦讀祖先遺訓與龍岡之歌會歌合唱中揭開序幕，休士
頓龍岡親義公所關邦建主席致詞，感謝大家共襄盛舉，明年即將

50年歷史的 「龍岡親義公所」，是團結全球劉、關、張、趙四姓
僑胞，發揮龍岡精神，傳承著先祖的光榮與傳統，精誠團結，發
揚忠、義、仁、勇精神，並在全世界繼續發揚光大。他並感謝當
天的贊助與支持社團，包括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金城
銀行、美南銀行、林氏公所、同源會、榮光會及香港會館等十餘
社團。

龍岡慈善籌款委員會關振業主委在晚會中和大家分享過去一
年來，會內慈善捐款幫助兩個哈維風災家庭的重建，宣布當日晚
會的所有摸彩票券收入將做為慈善基金用途，在趙婉兒前主席鼓

勵下現場宗親紛紛購買，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
長特別自掏腰包購買，會場熱鬧，氣氛溫馨。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應邀致詞，祝賀龍
岡宗親及嘉賓新春快樂，並代表經文處對休士頓龍岡親義公所長
期以來服務與團結僑社的表現表示感謝。當天晚會中獎品豐富的
摸彩抽獎活動及最高現金200元紅包，驚喜連連，使休士頓龍岡
宗親歡度歡樂新春聯歡。

休士頓龍岡親義公所熱鬧溫馨舉辦
四十九週年慶暨二0一九年春節聯歡

出生於休士頓同時也是台灣移民第 2
代年輕導演王沛智(Patrick Wang)，將於本
月15日(週五)至17日(週日)在休士頓美術
館放映廳分別播放所執導的電影<麵包工
廠>(A Bread Factory)首部及第 2 部，作品
新穎感人，敘事手法獨特，呈現第2代台
灣移民豐富的創造力和想像力。

<麵包工廠>分為首部及第2部，講述
一對伴侶共同經營的社區藝文中心<麵包
工廠>，面臨到一所更新更大的現代藝術
中心的競爭壓力，奔走努力和所遭遇到的
一些奇特過程，表現出導演對社會的深層
觀察，以及面對困境的幽默態度。

作品獲<洛杉磯時報>(LA Times)、<
洛杉磯週刊>(LA Weekly)、<好萊塢報導>
(Hollywood Report)、 < 紐 約 時 報 >(NY
Times)、<紐約客>(New Yorker)、<電影
評論>(Film Comments)、<綜藝>(Variety)
等多家媒體好評。

王沛智導演生於德州休士頓，父母來
自台灣。畢業於MIT經濟學系及音樂戲劇
雙主修。著作有《THE MONOLOGUE
PLAYS 》和《POST SCRIPT》，有關製
作 電 影 的 著 作 則 是 《THE GRIEF OF
OTHERS》 的 互 動 書 。 第 一 部 電 影 IN
THE FAMILY 即被 Roger Ebert 譽為大師

之作並入選被 Filmmaker Magazine 前 25 新
興獨立製片導演。

地點：休士頓美術館(The Museum of
Fine Arts, Houston)，地址為 1001 Bisson-
net, Houston, TX 77005。 電 話 ：
713-639-7300。

日期：2019年3月15日至17日
時間：(1)第 1 部曲:3 月 15 日(週五)7:

00PM、3月17日(週日)2:00PM
(2) 第2部曲:3月16日(週六)7:00PM、

3月17日(週日)5:00PM

3月15日至17日休士頓美術館放映台灣移民第二代導演王沛智電影作品麵包工廠

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夫婦與休士頓龍岡親義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夫婦與休士頓龍岡親義
公所關邦建主席公所關邦建主席（（前右二前右二），），龍岡慈善籌款委員會關振龍岡慈善籌款委員會關振
業主委業主委（（前右一前右一），），世界龍岡親義公所劉秀美副總會長世界龍岡親義公所劉秀美副總會長
（（二左一二左一）、）、趙婉兒前主席趙婉兒前主席，，晚會主持人趙大雨與關周晚會主持人趙大雨與關周
鳳英及張海前主席在四十九週年慶暨二鳳英及張海前主席在四十九週年慶暨二00一九年春節聯一九年春節聯
歡歡聚一堂歡歡聚一堂。（。（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世界龍岡親義公所劉秀美副總會長世界龍岡親義公所劉秀美副總會長（（二左二二左二）、）、趙婉兒趙婉兒
前主席前主席（（二右一二右一））與台北經文處林映佐副處長夫婦與台北經文處林映佐副處長夫婦（（一一
右二右二、、一右三一右三）、）、李君浩科技組長李君浩科技組長（（二右三二右三）、）、何仁傑何仁傑
組長組長（（二右二二右二），），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一右一一右一），），中中
華公所共同主席鄭雅文華公所共同主席鄭雅文（（二左一二左一），），張錦娟及嘉賓合影張錦娟及嘉賓合影
。（。（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香港會館黎瓊芳理事長香港會館黎瓊芳理事長（（左二左二））抽中台北經文處陳家彥抽中台北經文處陳家彥
處長獎與陳家彥處長處長獎與陳家彥處長（（左一左一）、）、夫人黃惠榆夫人黃惠榆（（左三左三），），
休士頓龍岡親義公所趙婉兒前主席休士頓龍岡親義公所趙婉兒前主席、、晚會主持人趙大雨晚會主持人趙大雨
、、關紫紅合影關紫紅合影。（。（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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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植牙 牙周病專科
Dunhuang Periodontics $ Dental Implants 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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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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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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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志堅
牙周病植牙專科醫生
Jennifer Chen
D.D.S.M.S

www.drchenimplant.com
中國城診所
9889 Bellaire Blvd., #322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
      (713)995-0086      

糖城診所 Delight Dental
3524 Hwy 6 South
Sugar Land, TX 77478(大華超市旁)
       (281)565-0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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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chenimplant@gmail.com           delightdental@gmail.com 
D02_DUNHUANG 敦煌植牙_1234567B_8

白牙
$199

8月特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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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中國商業地產暨零售商大會暨IBMG集團
十八週年慶典在北京隆重開幕十八週年慶典在北京隆重開幕

【王全生供稿/泉深編輯】陽春三月，萬物復甦，漫
山遍野，生機盎然，藍天白雲的北京潑墨流彩、柳色青青
。 3月7日2019中國商業地產暨零售大會、IBMG集團18
週年慶典在北京隆重開幕！來自全國二十多個省市區三百
餘家知名地產、商業零售企業的500多名企業家匯聚一堂
。原中國國家商務部副部長張志剛、中國商業聯合會副會
長傅龍成、中國連鎖經營協會會長裴亮、中國世貿組織研
究會服務貿易專業委員會秘書長胡言齡等政府組織領導應
邀出席大會。

本屆大會，以“路在腳下——效率時代的變革之道”
為主題，開幕式上，主辦方IBMG集團董事長李生先生致
開幕詞並代表大會主辦方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我們
今天面對中國改革開放40週年的時代浪潮，面對不斷起伏
不斷變化的新地產、新零售，新發展，新環境、新顧客，
大家如何應對，如何危中有機，如何發揚新一代的企業家
精神……

今天是3月7日，也正是18年前IBMG集團成立的時
間，2001年我從工商局拿到營業執照，到今天正好18週年
，IBMG一路前行，一路執著，一路堅持，經歷過這麼多
風雨挫折，依然還在路上……IBMG集團18載不易，但有
幸擁有眾多志同道合、情投意合的合作夥伴……”為此，
李生董事長還表示：“今天感謝與我們一起在路上的同路
人，一起的追夢人，一起追求我們心中的至高無上的理想
和志向目標……”現場不斷響起熱烈的掌聲與歡呼聲。

4在下午高峰論壇的圓桌對話環節，李生董事長擔任
主持人，由中國連鎖經營協會會長裴亮博士、北京超市發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李燕川先生、歡樂愛家集團董事長王
海洲先生組成對話嘉賓團，四位行業大咖圍繞地產+零售+
互聯網、新零售之辯、社區商業、便利店、社區團購等行
業熱點話題展開了熱烈討論，現場金句頻出，高潮迭起，
掌聲不息。好一場激烈的思維盛宴！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在中國社會、經濟大變革、
大迭代的時代中，追尋商業本質、發揚企業家精神是新時
代企業家的目標和使命。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征程，我們
從容走過，收穫喜悅，面向更加廣闊的未來，我們才剛剛
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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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美洲菩提中心於3月9日星期六早
上10點在中心的鹿野坊舉辦第16屆「敦親睦鄰」
活動，循例邀請中心附近鄰居及各界人士同慶己
亥農曆春節。出席的法師包括美洲菩提中心住持
宏意法師等6位出家師父。當地政商和教育界貴賓
則有華勒郡前任郡長Owen Ralston，前任區長
Frank Pokluda，現任地方法官J.R. Woolley，華
勒郡學區總監Kevin Moran和夫人，華勒學區高
中校長 Stephanie Fletcher，G&W水公司代表
David Derrick和 Red Hatter Group等多位貴賓
和朋友參加。與會嘉賓包含演出人員和會友大眾
約有四百位，場面溫馨熱鬧。

活動在續超法師的罄聲和華勒學區學生的國
歌聲中揭開序幕，接著由潮州會館的麒麟龍獅團
出場表演舞獅炒熱氣氛，主持人Gary Gillen在開

場時指出豬有合群，聰明和善於交際的特性，德
州佛教會在本地投資了約一千兩百萬美元，一直
致力回饋社區，更希望藉由每年的敦親睦鄰活的
活動融入當地，分享不同的經驗。宏意法師則表
示美洲菩提中心在2001年買下這塊地，2009正
式開光至今已經將近有二十年之久了，而我們舉
辦敦親睦鄰的活動也邁入第十六年了。在過去的
這麼多年中我要感謝本地的郡長和法官對菩提中
心的協助，在我們有來自海外學生參加人文營時
，特別允許他們旁觀政治議會的運作，也要感謝
學區的長官們和我們一起推動獎學金的設立和頒
發，更要感謝鄰居朋友日常生活上對菩提中心的
幫忙和維護。我們感受到社區過去對我們的友情
、善意、理解和鼓勵，我們將會一如既往，回饋
社區和本地一起成長。

華樂學區總監致詞時也表示他所認識的菩提
中心是一個關心教育，保育動植物的園區，更是
一個對社區提供獎學金而不求回饋的團體。今年
是菩提中心開光十周年，在會中也特別頒發感謝
獎牌給前任郡長Owen Ralston，前任區長Frank
Pokluda,鄰居Mellman family 和 Gary Gillen,感
謝他們從菩提中心籌建之初，即不斷地盡心協助
和支持。

活動中籌備委員會也特別設計一系列的精采
節目以享嘉賓，包括由華樂高中表演的舞蹈、川
劇變臉、青竹舞蹈教室的雨傘舞、魔術、休士頓
民樂團所表演的絲竹鼓樂，節目最後由潮州會館
的舞龍壓軸結束。中午來賓在香雲堂享用中心提
供的素食便當，午齋後，來賓們或是自由參觀遊
覽，或者是參加各項節目如禪修和佛教簡介、法
器介紹、書法、剪紙等中國傳統民俗工藝等。當

天天氣微雨，多雲轉晴，氣候宜人，春雨無聲，
草木新绿，賓主盡歡。今年的敦親睦鄰活動於下
午二時，畫下了圓滿的句點。

緣起法說：「此有故彼有」，在「此故彼」
的關係下，沒有一個現象可以單獨存在，也沒有
一件事物能有絕對的自主性。菩提中心和周圍的
鄰居也是如此，以敦親睦鄰的方式，彼此結緣，
互相了解。如果您對美洲菩提中心的任何活動有
興趣參與或護持，
請電玉佛寺辦公室
281-498-1616 或
美 洲 菩 提 中 心
979-921-6969。

美洲菩提中心第十六屆敦親睦鄰美洲菩提中心第十六屆敦親睦鄰
活動已經在上周末圓滿結束活動已經在上周末圓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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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韋霓休士頓報導) 身體如果有
病痛被治好了，患者的內心常常會湧現
無比的感激，也會主動推薦，因為感受
到真實的照顧、與明顯的療效，知道這
裡的醫師與護理人員好，信任產生了。
德州第一診療中心以他們優質的服務、
與明顯的療效贏得患者的口碑，我們採
訪了在德州第一診療中心做了半年多治
療的Diana黃(黃豐月)，聽聽她的真實體
驗。

Diana 在年輕時非常的活躍，過去
曾經在婦聯會、青輔會、救國團等地方
都做過，來美國也在 Volunteers in Ser-
vice to America (VISTA)擔任過義工，是
位非常熱心、健談的女士。她以前喜歡
運動，騎腳踏車，然而，年輕時受的傷
沒有太在意，等到年紀大了病痛發出來

，讓她吃了不少苦。

開刀風險大，家人希望她不要冒險
Diana 曾看過不少醫生， X 光跟

MRI顯示她的脊椎彎曲嚴重，主要的原
因就是年輕時候騎腳踏車受的傷，醫師
建議她要開刀。然而，那時她年屆八旬
，朋友跟孩子都希望她不要冒險，因為
開刀的風險大，成功率只有一半，而且
有很長的恢復期。

勤聽演講對人有很大幫助，這句話
印驗在 Diana 身上。她在慈濟講座上聽
到陶慶麟醫師的演講，決定到德州第一
診療中心試試看，最初她女兒帶她到德
州第一診療中心的糖城診所去看，每周
看兩三次，做了半年之後，恢復得相當
好。今年初，德州第一診療中心的中國
城診所開幕後，她就在中國城診所看。

身心相連，身體好了，精神也變好!
在陶醫師與護理人員細心的照料下

，Diana 好轉很多。身心是相連的，身
體好多了，精神也變好，講起話來神采
奕奕的。

Diana 本來脊椎彎的很厲害，從一
開始做治療到現在，已經好了三分之二
。她非常感謝陶醫師的幫助，她表示:
陶醫師很重視病人的需求，會按病人身

體的狀況，給病人最適當的建議與治療
。她每次到德州第一診療中心做復健，
會同時做三項治療，包括物理治療、按
摩、與儀器治療。

中西合璧
她興致勃勃的談著儀器治療，說來

這裡不僅只是做復健，同時有用先進的
儀器看身體復原的狀況，是 「中西合璧
」。據了解，這儀器叫做 Adjustment
tool，可以一邊測量、一邊治療，這種
儀器是用微電腦偵測，很準確，能看出
身體復原的狀況，病人會感覺很舒服。

可以直接用中文與醫師溝通
Diana 對陶醫師非常滿意，她豎起

大拇指，覺得陶醫師非常好，很容易溝
通，很有耐心，而且可以直接用中文對
談。她有不少同年齡的朋友，常常身體
不舒服、背痛，但是都礙於語言沒有就
醫，原因是沒辦法跟老美的醫師溝通。
後來 Diana 聽到陶醫師的演講之後給陶
醫師看，發覺能溝通真是太好了!

健康分享

問 Diana 有沒有要給年長夥伴們什
麼健康分享，她侃侃而談，說了以下幾
點:

第一，平時要保護病注意自己的健
康，注意飲食。

第二是要做健康檢查，年輕時就應
該要做，如果身體有不舒服，趕快去看
醫生，不要拖，找出毛病，早期發現，
早期治療，晚了的話 「以後」就會受苦
。

第三就是腰酸背痛別忽視，以前覺
得是小事，但是老了之後病發出來，其
實治療起來更麻煩。

善用醫療保險資源，做復健半年多
不花一毛錢

第四，要善用醫療保險資源。她有
聯合健康保險計畫，在德州第一診療中
心做復健半年多，不花一毛錢；然而，
有些保險公司的計畫不一定有涵蓋，
Diana 呼籲長者們，如果你的保險公司
不 cover 的時候，可以考慮換保險公司
。要知道老人保險的好處，並且讓老人
保險真正發揮用處，找到好的醫師與診
所為自己治療，這樣子生活品質會好很
多，心情也愉快很多，年紀大了更要勇
於嘗試。

魏奶奶送金桔
就在採訪 Diana 的同一天，另一位

80多歲的魏奶奶也是德州第一診療中心
的患者，她來看病時，甚至特別起了個
大早，摘了家中自己種的金桔送給陶醫
師以及這裡的護理人員，要感謝陶醫師
與工作人員對她的幫助。

據悉，魏奶奶的病痛狀況改善非常
多，好轉比預期更快、更好。她在德州

第一診療中心體會到醫師與護理人員對
她的關心照顧，身體的改善非常顯著。
她送來橙亮亮的金桔，非常的甜，醫師
與醫護人員是吃在嘴裡，甜在心裡。能
幫助患者揮別病痛，改變生活品質，並
贏得患者的信賴與感激，確實是醫療人
員的一大樂事。
德 州 第 一 診 療 中 心 (Texas Regional
Health & Wellness)專精:疼痛管理、物理
治療、脊椎矯正、幹細胞治療、事故工
傷治療、脊柱減壓、鐳射疼痛治療、減
重 等 。 電 話 832-998-2416( 中 文)、
281-208-7335(英文)。地址: 糖城診所
2837 Dulles Ave., Missouri City, TX
77459。中國城診所 9440 Bellaire Blvd.,
#230, Houston, TX 77036(新開幕，請預
約)。梨城診所:3206 Manvel Rd, Pearl-
and TX 77584(新開幕，請預約)。www.
texasregionalhealth.com。

優質服務效果好優質服務效果好 贏得患者口碑贏得患者口碑
德州第一診療中心德州第一診療中心 多位患者見證推薦多位患者見證推薦

DianaDiana黃黃((黃豐月黃豐月))分享她復健的真實分享她復健的真實
體驗體驗

陶慶麟醫師對患者非常有耐心陶慶麟醫師對患者非常有耐心，，細細
心治療心治療，，也贏得病人好口碑也贏得病人好口碑

可以一邊偵測可以一邊偵測、、一邊治療的先進儀器一邊治療的先進儀器

魏奶奶送的金桔魏奶奶送的金桔，，感謝陶醫師與感謝陶醫師與
護理人員的關心與照顧護理人員的關心與照顧

德州第一診療中心以專家匯診的醫療模式德州第一診療中心以專家匯診的醫療模式，，團隊一起團隊一起
做診療做診療，，找出病因找出病因，，治病又治本治病又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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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管委會主辦第西南管委會主辦第1111屆打擊犯罪屆打擊犯罪
活動暨表揚有功員警午宴活動暨表揚有功員警午宴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西南管委會主席李雄歡迎台商會周政賢西南管委會主席李雄歡迎台商會周政賢、、陳志陳志
宏宏、、JJ選區市議員選區市議員Mike Laster,Mike Laster,台北經文處副處台北經文處副處
長林映佐長林映佐、、教育組長周慧宜教育組長周慧宜、、台灣同鄉聯誼會台灣同鄉聯誼會

長李迎霞參加盛會長李迎霞參加盛會

西南管委會主席李雄及理事們與哈里斯郡檢西南管委會主席李雄及理事們與哈里斯郡檢察察
長長Kim OggKim Ogg合影合影

西南管委會主席李雄及理事們贈送紀念品給西南管委會主席李雄及理事們贈送紀念品給
即將任期屆滿即將任期屆滿JJ選區市議員選區市議員Mike LasterMike Laster

西南管委會感謝西南管委會感謝Indus Management GroupIndus Management Group
捐贈並更新中西警察分局健身設備捐贈並更新中西警察分局健身設備

西南管委會感謝並贈送獎牌給中西警察分局給西南管委會感謝並贈送獎牌給中西警察分局給
予新進人員訓練机會予新進人員訓練机會

西南管委會於西南管委會於33月月1313日中午日中午，，在休士頓在休士頓
浸信會大學感謝並贈送獎牌給予新進人員浸信會大學感謝並贈送獎牌給予新進人員

西南管委會西南管委會 、、中中西區警察分局長西區警察分局長Yasar BashirYasar Bashir
頒發績優獎牌給頒發績優獎牌給 Officer Melissa LopezOfficer Melissa Lopez

西南管委會西南管委會、、西區警察分局西區警察分局 Lt. James SkeltonLt. James Skelton
頒發績優獎牌給頒發績優獎牌給 Officer Ricky LopezOfficer Ricky Lopez

西南管委會西南管委會、、South GessnerSouth Gessner警察分局警察分局Lt. TimothyLt. Timothy
TrometerTrometer頒發績優獎牌給頒發績優獎牌給 Sgt. Tavis ParkersonSgt. Tavis Park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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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休士頓著名的慈善家和畫家Lester Smith本
週四於休斯頓去世，76歲的休斯頓名人生前曾兩次罹患膀
胱癌和前列腺癌，並接受過肺部器官移植。

Lester Smith 曾擔任一家能源公司 Smith Energy Company 的
執行長並且是另一家石油和天然氣開採公司SG Interests的
合夥人。
. 他和夫人Sue Smith 以基金會的名義一共向當地的各種
機構捐資數量超過1.5億美元，並且他們還向當地的醫療機
構和其他組織包括貝勒醫學院，哈瑞斯地區醫院，芭芭拉
布什休斯頓基金會，猶太人紀念館，德州兒童醫院等機構
捐資。

他最後一次出席公共活動是參加2月底的一次Stages劇
場晚會，他的生意夥伴捐出250萬美元。在今年年初，他還
表示，在即將到來的3月28日在Post Oak Hotel舉辦的休斯
頓紀事報最佳服飾午餐和Neiman Marcus 時尚活動中，如果
能獲得100萬捐款，他將表示個人再捐出100萬美元。
在Lester Smith的個人生涯中，捐款和慈善是他的主要部分
，去年 10 月，他和夫人為德州兒童醫院一個晚上共募集
8300萬美元的捐款，創下迄今為止德州一場活動獲得捐資
的最高紀錄。

樂善好施 休士頓畫家及慈善家Lester Smith去世

（本報訊）根據城市研究所的一份新報告，約有1860萬兒
童至少有一名外國出生的父母。大約有700萬移民父母，也就是
四成，來自墨西哥，另有350萬來自中美洲和南美洲，其餘來自

全球各地。但這些移民父母並不是新來的
。事實上，超過四分之三的移民孩子的父
母已經在美國待了十多年。只有11％的人
在美國待了不到五年。
此外，61％的移民父母都已經是美國公民
，超過 91％的兒童是美國公民。大約
39％，也就是720萬兒童擁有非公民父母

，其中包括無證，無綠卡，無簽證的人。毫不奇怪，在移民父母
家庭中，超過一半的美國兒童是雙語的，而在美國出生的父母的
子女中，這一比例不到5％。研究人員說，在一個日益全球化的

經濟中，這是一個加分項。移民父母
的子女也更有可能在雙親家庭中成長
，這個比率高達80％，而在美國出生
的父母則為69％。雖然近八成的移民
父母擁有高中或大學學歷，但20％的
兒童在父母沒高中畢業學歷的家庭中
成長，這使得孩子們有比較低的可能
性獲得改善的經濟條件。
雖然超過九成的移民父母長時間工作

，但幾乎有一半生活在低收入家庭，
而美國出生的父母只有三分之一。研
究員說，雖然這些家庭努力工作，但
是經濟上沒有獲得改善。
儘管62%的移民子女居住在包括加利

福尼亞州，德克薩斯州和紐約州在內的六個州，但這些地區的移
民父母的子女並沒有顯著增加。事實上，加利福尼亞州在2016
年至2017年期間，移民父母的子女比例下降了1％，儘管這是移
民子女數量最多的州。相反，像北卡羅來納州和內布拉斯加州這
樣的州的移民父母家庭正在增加。

專家說，考慮到這些現實，重要的是要記住美國移民政策可
能對兒童的生活和經濟前景造成的“漣漪效應”。結束對驅逐出
境的臨時保護（TPS）政策，減少難民和尋求庇護者入境，限制
獲得綠卡和臨時簽證申請是目前的一些移民政策，可能危及兒童
的福祉，將他們與父母分開，破壞他們的發展。

美國有四分之一的孩子，父母中至少有一人是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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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埔12碼氣走黎明 重返亞協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

謙）亞協盃附加賽次回合，和富
大埔與朝鮮球會黎明SC在旺角
大球場激戰120分鐘後踢成0：0
平手，結果大埔憑互射12碼以
5：3擊敗對手，相隔9年後再次
晉身亞協盃小組賽。

和富大埔今場有辛祖趕及復
出，與伊高沙托尼及黃威組成進
攻鐵三角，不過精銳盡出的大埔
開賽早段卻被黎明 SC反客為
主，客軍更曾有一腳遠射中楣彈
出，大難不死的大埔其後站穩陣
腳，在全場超過4,400名球迷打

氣下攻勢愈來愈盛，黃威有多次
起腳機會，可惜不是未能命中目
標就是被門將撲出。

上半場反擊甚具威脅的朝鮮
SC換邊後採取守勢，大埔一度
壓着對手狂攻，只是陳肇均的頭
鎚僅僅掠門而過，希望在90分
鐘內取勝的大埔其後更換入哈利
及鍾偉強加強攻力，可惜體力下
降下始終未能製造具威脅的埋
門，最終雙方法定時間120分鐘
內互交白卷，大埔憑藉互射12
碼以5：3擊敗對手殺入亞協盃
小組賽。

■■大埔伊高沙托尼大埔伊高沙托尼
（（左左））突破對手的突破對手的
二人夾擊二人夾擊。。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正謙郭正謙 攝攝

■■大埔黃威大埔黃威（（左左））
今場有多次起腳機今場有多次起腳機
會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正謙郭正謙 攝攝

隨着熊熊燃燒了11天的主火炬漸漸熄滅，
第29屆世界大學生冬季運動會當地時間12日
在俄羅斯克拉斯諾亞爾斯克圓滿閉幕。東道主
俄羅斯以41金39銀32銅的絕對優勢，成為本
屆大冬會金牌榜的最大贏家。中國代表團收穫
1金2銀1銅，位列金牌榜第14名。

本屆大冬會設11個大項、76個小項的比
賽，中國代表團共派出84名運動員，參加其中
8個大項、37個小項的比賽。在3日的比賽
中，吉林體育學院的李忠霖在自由式滑雪空中
技巧項目中獲得亞軍，為中國代表團獲得首枚
獎牌。4日，中國代表團傳統優勢項目短道速
滑全面開戰。中國海洋大學的安凱在男子1,500
米比賽中，以2分34秒350獲得冠軍，為中國

隊斬獲唯一的金牌。中國隊另外兩枚獎
牌都來自女子單板滑雪U型場地比賽，
邱冷和武紹桐分獲亞軍和季軍。

在12日晚進行的閉幕式上，世界大學
生體育聯合會主席馬迪欽表示克拉斯諾亞
爾斯克為大冬會樹立了新的標準，未來世
界大體聯將繼續推動夏季和冬季大學生運
動會的改革發展。“促進世界大學生之間的
交流與融合，為全世界大學生打造一個互相
交流、完善自我的平台將是大體聯始終不變
的宗旨。”馬迪欽說。

隨後馬迪欽宣佈第29屆世界大學生冬季運
動會閉幕。下屆大冬會將於2021年1月在
瑞士盧塞恩舉行。 ■新華社

中國奪短道速滑一金中國奪短道速滑一金
大冬會閉幕

烏拉圭國家隊13日公佈
了即將參加2019中國盃的23
人比賽大名單。這份名單由
“蘇神”蘇亞雷斯領銜，卡雲
尼因傷缺陣。據悉 15 日開
始，烏拉圭國家隊技術團隊和
球員將陸續啟程前往中國，之
後正式在南寧開啟訓練。

本屆中國盃共有四隊參
加，分別是中國隊、烏拉圭、
烏茲別克和泰國隊。去年，烏
拉圭在決賽中1：0戰勝威爾
斯，獲得冠軍。今年的比賽於
本月21日開打，由中國對泰
國；22日，烏拉圭對烏茲別
克；25 日為季軍戰及冠軍
戰。

■中新網

烏拉圭出戰中國
盃 名單如下：

門將：梅斯利亞、馬田施
華、馬田甘賓拿

後衛：高甸、馬田卡沙利
斯、荷西基文尼
斯、高亞迪斯、迪
亞高拿索特、馬些
路沙拉基、馬迪亞
斯蘇亞雷斯、基奧
雲尼干沙利斯

中場：盧迪路、馬泰斯雲
仙奴、蘭迪斯、迪
阿拉斯卡達、賓坦
古亞、盧卡斯托拉
拿、費迪華維迪、
加斯頓彭利路

前鋒：蘇亞雷斯、史杜安
尼、麥斯高美斯、
莊拿芬洛迪古斯

2019年全國游泳冠軍賽暨世錦賽選拔
賽組委會日前宣佈，本次冠軍賽的賽程已
經敲定，泳壇名將孫楊將參加男子200
米、400米和800米自由泳三個單項的比
賽。

青島市體育局副巡視員段茂洋介紹，
本次冠軍賽將在青島體育中心游泳跳水館
舉辦，賽事為期8天，預賽從每天9時開
始，準決賽和決賽從18時開始。奧運冠軍
孫楊、葉詩文，世錦賽冠軍徐嘉余、傅園
慧，泳壇名將余賀新、劉湘，以及手握三
項亞洲紀錄的16歲小將王簡嘉禾均將參
賽。其中，傅園慧將參加女子50米和100
米背泳比賽，葉詩文將參加女子200米蛙
泳、200米混合泳和400米混合泳比賽。

目前，本次冠軍賽報名參賽隊伍已達
25支，報名運動員近900人。本月24日開
賽。 ■新華社

游泳冠軍賽24日舉行 孫楊等參戰

■■上港強援奧斯卡上港強援奧斯卡（（中中））帶球突破帶球突破。。 亞足協圖片亞足協圖片

■■孫楊將參加全國游孫楊將參加全國游
泳冠軍賽泳冠軍賽。。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亞冠盃小組賽13日結束第二輪較量，

中超big 4面對日韓球隊，山東魯能與北京

國安分別2：2和0：0戰平日本球隊鹿島鹿

角及浦和紅鑽，其他兩強面對韓國球隊悉數

敗北：上海上港客場以0：1負蔚山現代，

廣州恒大主場以1：3負FC大邱，其中恒大

更是遭遇新賽季首敗。不過，據內地傳媒消

息，賽後恒大已第一時間就比賽主裁判的多

次錯判、漏判向亞足協提出申訴。

在12日晚恒大對大邱的比賽中，恒大球員多次
因不滿判罰與裁判爭論。特別是在失第二個

球時，恒大球員認為對手越位在先，但主裁判和邊
裁都認定進球有效。據悉，恒大俱樂部賽後已第一
時間向比賽監督就該場比賽主裁判的多次錯判、漏
判提出申訴，並正式向亞足協遞交申訴函。

據網易消息，恒大的申訴函明確提到三次漏
判：1，上半場42分鐘，大邱疑似越位的進球；2，
下半場64分鐘，禁區內大邱防守球員與保連奴爭頂
過程中手球犯規，未判12碼；3，下半場81分鐘，大
邱球員中場搶斷韋世豪犯規未判，大邱隊反擊進球。

簡帥指判罰影響球員
賽後恒大主帥簡拿華路在記者會上坦言：“因

為裁判的個別判罰，隊員情緒不是很穩定，情緒受到
影響後在處理球上不是特別冷靜，這也影響了球隊的
發揮。”

不過，他也同時承認，當晚的比賽，恒大在技

戰術安排上出現一些失誤：“開始以為憑藉隊員個人
能力可以解決很多問題，但在控制對方防守反擊過程
中犯了不少錯誤，一開始就被帶入對方的遊戲節奏。
比如，轉移過程非常艱難，需要很多次傳遞才能完
成，本來不停想從中路做文章，但是面對對方五個後
衛和三個中場堆在一起很難從中路進行滲透。”

簡拿華路說：“其實應該更多從邊路做些文
章，因此並不是因為中場錯誤導致失利。四個翼
衛，尤其是兩個閘衛拉得太開，沒有把中間空間縮
小，讓對手兩次滲透進來並取得進球，這是更大的
錯誤。”

兩輪過後，FC大邱在F組兩戰全勝，積6分排
名小組第一，恒大與廣島三箭均為1勝1負，積3分
並列小組第二。而E組的山東魯能連續第二場平手，
令鹿島鹿角以1勝1和位居榜首，魯能以2分之差位
居其次。至於G組的北京國安1和1負出線渺茫，上
海上港則1勝1負在H組位居蔚山現代之後屈居第
二。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烏拉圭公佈中國盃名單
蘇神領銜

■■恒大球員不滿判罰與主裁判理論恒大球員不滿判罰與主裁判理論。。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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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1010美南電視介紹

談古論今，引經據典，笑談風雲，豐富學識

▲ 節目截圖

節目介紹：
是中國大陸音樂人高曉鬆的一款脫口秀講壇節目，高曉鬆在節目中
兼任導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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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英文名“morning 
call”取自高曉松。
本期節目將介紹：刺客列傳之改變世界的刺客們

播出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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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節目截圖

《曉說》精彩
節目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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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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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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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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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V15.3 Hou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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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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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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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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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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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V15.3 Hou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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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華時間》

《新聞面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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