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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本地新聞

美南國際電視臺開通iTalkBB 高清中文電視頻道   
打造海外華人美好生活 
美南新聞集團屬下的美南國際電視臺與iTalkBB
通力合作，開通了iTalkBB高清中文電視頻道，
為海外華人打造美好生活。iTalkBB中文電視
采用最尖端圖像處理技術，以呈現高清畫質，
讓您體驗完美視聽享受

建議申請iTalkBB機頂盒，因為:
1) iTalk BB有獨家院線新片：iTalkBB中文電視購買了多部2019最新
正版院線大片，讓您在家就可以看到時下最火華語電影，免費點播，高清畫質。
2) 海量影視劇同步更新，隨時點播：與國內同步更新最受歡迎的電視劇、
人氣綜藝和票房大片。點播功能讓您隨時隨地想怎麼看就怎麼看。
3) 高清中/港/臺直播：iTalkBB中文電視提供中/港/臺六十多個熱門頻道實時直播，
讓您和家人觀看內地、香港、臺灣和海外頻道的即時節目。
在iTalkBB中文電視上，新聞、綜藝、訪談、電視劇應用盡有，讓您第壹時間獲得最新資訊。。

您只要每月付 $4.99起，
就可以送機頂盒，在家看最
新最熱中文電視內容。

$4.99

如果您沒有機頂盒，您可以通過STV15.3頻道直
接收看美南國際電視臺高清電視節目，視頻效果
可能會受到周圍環境的影響而影響觀看效果。您
可以用手機下載今日美國app logo， 就可以點
擊進入美南國際電視頻道隨時收看24小時直播
高清電視節目。您也可以通過Youtube直接收到
美南電視臺直接收看高清電視節目。

最新疫情報告 & 疫情相關新聞

聯邦宣佈全民免費施打新冠疫苗

(本報訊)截止到週四上午, 大休斯敦地區病毒感染人數繼續增加最新的統計數字
為 188,725人, 2565人死亡,.德州感染人數 674，772人，14478人死亡。

美國麻省總醫院大規模研究證明：維生素D不能降低中老年人抑鬱症風險
作者: 美國麻省總醫院

(本報訊)根據世界衛生組織最新統計顯示，全球抑鬱症患者
已高達3.5億人，中國就有約9500萬人正在遭受著抑鬱症的折磨
。一直以來，關於維生素D抗抑鬱效果的觀點被廣泛接受。然而
，來自美國麻省總醫院的研究人員針對中老年人進行了一項迄今
為止規模最大的同類研究，結果表明補充維生素D無法降低該人
群罹患抑鬱症的風險。

維生素D也被稱為“陽光維生素”，這是因為當人的皮膚受

到陽光照射時，便會在體內生成維生素D。先前已有大量
研究表明，血液中維生素D水平較低與個體晚年抑郁風
險增加相關，但很少有大規模的隨機試驗來確定兩者間
的因果關係。而現在，美國麻省總醫院的研究為維生素D
是否能降低抑郁風險這一問題提供了明確答案。

該研究的對象為1.8萬多名年齡超過50歲的男性和女性
，他們在參與研究前均無臨床抑鬱症跡象。在研究中，
一半的參與者服用了平均五年的維生素D3（膽鈣化固醇
）補充劑，另一半參與者在相同期間內服用了匹配的安
慰劑。研究人員發現，兩組參與者罹患抑鬱症或抑鬱症

相關症狀的風險沒有顯著差異。此外，隨著時間推移，他們的情
緒評分也沒有顯著差異。

該研究的首席研究員及研究報告的第一作者，美國麻省總醫
院的Olivia I. Okereke博士表示，從統計學角度來看，研究需要
有大量的樣本數據才能確定其結果的可靠性。而此次研究有近2
萬參與者，有助於判斷維生素D是否能夠預防抑鬱症。

雖然維生素D無法降低中老年人群罹患抑鬱症的風險，但是

該論文高級作者、布萊根婦女醫院的JoAnn Manson博士表示，
在沒有醫生要求的情況下，人們也不必捨棄維生素D，因為它對
於骨骼健康和新陳代謝至關重要。

關於美國麻省總醫院
麻省總醫院成立於1811年，是哈佛醫學院最初建立且規模

最大的教學醫院。我們有全美最大的以醫院為基礎的研究項目，
同時也是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研究資金最大的接受者，我們的研
究項目橫跨醫院的20個臨床部門和中心。麻省總醫院可以為幾
乎每一個專科和次專科、內科和外科領域提供精準的診斷和治療
。我們的六個多學科護理中心以癌症、消化系統疾病、心髒病、
高血壓、神經內科、血管醫學和創傷中心的創新而聞名世界。另
外麻省兒童總醫院提供全面的小兒保健服務，從初級護理到運用
尖端療法治療複雜且罕見的疾病。麻省總醫院是全美排名第一的
研究型醫院，也是美國唯一一家所有16項專科全部上榜《美國
新聞與世界報導》排名的醫院。在接受評估的近5000家醫院中
，麻省總醫院自1990年評選舉辦開始便一直佔據榮譽榜頂級醫
院之列。

(本報訊)聯邦官員今天宣佈未來讓美國民衆施打 「新冠病毒
」疫苗的方法，他們說，將在獲得批准或緊急授權後的24小時
內，開始分發疫苗， 「我們會在24小時內，將疫苗分送到各個
施打地點。」而且，目標是美國人不必自掏腰包支付疫苗費用。

這些官員是聯邦政府 「快速行動」（Operation Warp Speed
）的一部分，該行動是為迅速向美國人提供 「新冠病毒」疫苗而
進行的多機構努力結果。官員表示，儘管川普總統多次聲明可能
11月3日大選前備妥疫苗，但施打疫苗的時機目前仍不確定。

「紐約時報」報導， 「衛生暨公共服務部」（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負責政策的副幕僚長曼哥（Paul

Mango）說， 「我們面對一個
充滿不確定的世界。我們不知
道何時接種疫苗，也不知道疫
苗的數量，並且不知道這些疫
苗的功效。

他說，這確實是一個非常不平凡，後續複雜的任務，而且存
在很多不確定因素。我們希望大家能獲得的信息是:我們已為所
有這些不確定因素做好了準備。

原則上，施打新冠疫苗是全美民衆免費的，所有疫苗、注射
針筒與相關器材的費用，政府都會承擔，而診所、藥局施打疫苗

，可向民衆酌收行政費（administration fee），這些費用可由私人
保險公司、 「聯邦醫療補助」（Medicaid）吸收。

至於獲 「聯邦醫療保險」（Medicare）保障民衆，可按施打
疫苗所提供的服務收費。但 「衛生暨公共服務部」部副幕僚長曼
哥說，民衆接受疫苗，若自己付費每劑費用約為3塊5左右，相
關細節目前仍在研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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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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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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老人各類牙科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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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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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牙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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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追蹤報導美南新聞追蹤報導美南新聞追蹤報導美南新聞追蹤報導﹕﹕﹕﹕
進一步重啟進一步重啟進一步重啟進一步重啟﹗﹗﹗﹗德州長宣布商家德州長宣布商家德州長宣布商家德州長宣布商家﹑﹑﹑﹑餐館餐館餐館餐館﹐﹐﹐﹐9999月月月月21212121日起開放日起開放日起開放日起開放75757575%%%%

根據 17日中午的記者會指出，德州

州長艾伯特宣布要進一步重啟德州

零售店、餐廳、公司大樓、美術館

、圖書館、健身房，這些場所在9月
21 日後將能開放 75%容客率（酒吧

除外）。因為自7月底以來，德州疫

情得到顯著控制，16日德州新冠住

院率甚至達到近三個月新低。艾伯

特指出，根據醫學專家說法，這些

改進的最大原因是，德州居民都有

認真遵守 CDC 的洗手、戴口罩、與

他人保持安全距離的指導方針。

艾伯特點出德州 22個醫院區域，其

中有三處確診率仍然偏高，包括拉

雷多（The Laredo）里奧格蘭德河谷

（ Rio Grande Valley）和維多利亞

（Victoria）醫院地區，住院率仍然

在 15％以上，因此無法進一步開放

。但另外其他 19個醫院區域，則德

允許擴大開放。

州長表示，從 9月 21日開始，所有

零售商店，飯店，辦公樓，製造商

，博物館，圖書館和體育館的容客

率可以增加到 75％。除此之外，部

分醫院也可以開始進行可選擇性手

術。針對療養院設施，輔助生活中

心和長期護理設施，可以提供必要

照護人員進行探視。

然而，針對「酒吧」這個疫情熱點

，仍然必須保持關閉狀態。 州長指

出：「由於酒吧在全國范圍內被公

認是傳播新冠疫情的地點，因此目

前仍無法重啟。但是，必須要知道

我們正在集中精力，尋找能讓他們

開放的方法。」一些酒吧協會正在

與州長合作制定有效的策略，以確

保在其開放期間，遏止新冠傳播的

可能性。

此外，州長艾伯特還補充到，德州

很快就會收到每月數百萬個 15分鐘

的新冠測試盒，如此一來，將會大

大增加民眾的測試量。

超過超過超過超過50505050萬人萬人萬人萬人﹐﹐﹐﹐向白宮連署取消學生貸款債務向白宮連署取消學生貸款債務向白宮連署取消學生貸款債務向白宮連署取消學生貸款債務
疫情之下許多人貸款還不出，目

前已經有超過五十萬人簽署了請

願書，要求特朗普總統通過行政

命令，取消聯邦學生貸款債務。

一些國會議員也呼籲這樣做。

在美國，有

將近 4500 萬

人平均積欠

33,000 美 元

的學貸。許

多人都表示

，因為學貸

使得他們無

法購買房屋

、汽車，或進行任何財務上的規

劃。學生貸款正義協會（Stu-
dent Loan Justice）的創始人艾

倫· 科林格（Alan Collinge）表示

，學貸讓很多年輕人無法組織家

庭，無法創

業，無法從

事人們一生

中做的所有

正常事情。

許多人為學

生貸款債務

而掙扎。因

此有將近 60

萬人簽署了請願書，呼籲特朗普

總統通過行政命令，取消學生貸

款債務。 學生貸款正義協會指

出，《高等教育法》賦予總統管

理聯邦學生貸款的權力。

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喬· 拜登（Joe
Biden）和幾名民主黨參議員，

都提議對學生貸款給予一定程度

的寬恕。參議院民主黨員查克·

舒默 (Chuck Schumer )和伊麗莎

白· 沃倫 (Elizabeth Warren) 呼籲

，希望特朗普總統明年取消每人

5萬美元的聯邦學生貸款債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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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明尼阿波利斯市議會兩個月前投
票表決拆除警察部門，但在周叁（9月16日）的一次會議上，選
民抱怨犯罪率激增，為社區的安全敲響了警鍾。

市議員們向市警察局長梅達裏亞·阿拉德多（Medaria Arra-
dondo）陳述，明尼阿波利斯市日間劫車、搶劫、毆打、槍擊和
街頭追殺等犯罪活動急劇增加，市民不得安甯。

市議員賈馬爾·奧斯曼（Jamal Osman）說：“居民在問，這
麽多犯罪，警察在哪裏？並指出選民給明尼阿波利斯市警察局打
電話沒有得到答複。 “ 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局是他們目前唯一的
公共安全選擇，他們的安全依賴警察局，他們說局勢動蕩，他們
根本找不到警察。”

市議會議長麗莎·本德爾（Lisa Bender）指責警察故意不執
行法律或進行逮捕。

本德爾說：“這不是新鮮事，”“但是在當前情況下這非常
令人擔憂。”

自2017年以來一直擔任市警察局長的阿拉德多說是你們下
令消減警察經費，拆除了警察部門，讓警員強制離開，現在警察
局的警員人數有限。他指出本德爾的評論“不負責任”“令人不
安”，並承諾與部門主管一起解決這個問題。看來該市拆除警察
部門犯了嚴重的錯誤，警員人數需要增加。

他說：“我們需要確保我們的社區知道我們將在那裏，並且
我們將做出響應。” “我們為此宣誓。”

據明尼蘇達州公共廣播電台（MPR) 報道，明尼阿波利斯市
警察局的犯罪數據顯示，襲擊、搶劫和殺人案件以及財為犯罪和
縱火案件急劇增加。到2020年的前9個月，該市因社區安全的死
亡人數超過了去年全年死亡人數的總和。

據MPR報道，阿拉德多說，自今年年初以來，已有約100
名警察強制離開了警察局或已退休，這是往年離開警察局或退休
的警察人數的兩倍多。他建議到2025年，警察局的警員再增加
400人。

今年7月，市議會采取了一些步驟來拆除了該市的一些警察
部門，包括批准一項修正案，從警察局撤走100萬美元，並將其
重新分配給衛生部門，以雇用旨在消除潛在暴力局勢的“暴力幹
擾者”。

一名46歲的黑人喬治·弗洛伊德在明尼阿波利斯市被白人警
察跪在脖子上近9分鍾後去世，該市議會開始著手進行警察改革
，市議員們投票表決消減警察經費，拆除警察部門，並以社區公
共安全體系取代，可是這個社區公共安全體系發揮不了作用。

弗洛伊德死亡的視頻被旁觀者廣泛流傳，引發了遍及全國的
抗議活動，一些民主黨控制的城市消減警察經費，拆除警察部門
，強制警員離開，多數城市出現了打砸搶燒的暴力活動。

弗洛伊德去世後的第二天，警官被解雇了， 一名警官德裏
克·喬文（Derek Chauvin）被控犯有二級謀殺罪，而在場的其他
叁名警官則被控提供教唆和參與協助。

（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

明尼阿波利斯市裁警幾個月暴力犯罪激增 為城市安全敲響警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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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消息
2020年9月17日（星期四）5 新聞體

育
■責任編輯：周文超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主場作戰的謝震
業此前一直只能進行封閉訓練，已很久

沒有參與高規格的正式比賽。在當天上午進
行的預賽中，現年27歲的謝震業以10秒44成
績晉級。到決賽，雖然張瑞軒和陳冠鋒曾作
出強力挑戰，但謝震業依然順利拿下冠軍。

然而，主場出擊的謝震業賽後卻對只跑
出10秒31的成績感到不滿意：“不知道為什
麼，是日完全找不到比賽節奏，強度達不到
自己的要求，可能和缺乏大賽的刺激有關
吧。無疑今次比賽沒有觀眾助威，可能也會
帶來一定影響，但總的來說還是要努力尋找
自己的問題，因我感覺自己不是狀態不好，
但就感覺整個節奏起不來，差一口氣。”

男飛人盛讚兩小將表現
雖然“老大哥”蘇炳添未有參賽，但張

瑞軒、陳冠鋒也帶來一定威脅，謝震業賽後
也對兩位小將讚譽有加：“在比賽中我只能
集中關注自己，未能特別關注其他選手，但
賽後看到他們的成績，還是頗為他們高興
的，他們確實是很有潛力和很優秀的運動
員。”此外，出身紹興的謝震業也透露這只
是自己第二次在上虞比賽，“這是一次比較
特殊的賽事，我在家鄉的比賽真的屈指可
數。如果要說的話今次賽事是既親切又陌生
吧，來到家鄉我感覺親切，但賽場又讓我覺
得很陌生。”

另一方面，現年22歲的葛曼棋同日跑出
11秒35的成績榮膺女子百米飛人，這位出生
於福建的選手賽後表示決賽的發揮較初賽好
得多：“我於上午的預賽跑得不太順，幸而
晚上就好多了。實在是太久沒比賽了，重新
回到賽場真的很開心，也很激動，希望明年
能夠再有提高，更進一步。”

為期4天的2020中國全國田徑錦標賽日前於紹興上虞拉開戰幕，首個比賽日最

受注目的比賽是男、女百米飛人大戰，結果紹興短跑名將謝震業跑出 10秒 31的成

績，在主場奪得男子百米冠軍；而女子百米冠軍，則由福建選手葛曼棋跑出11秒35

成績奪得。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浩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浩然）全國田徑錦標賽日前還有多項比
賽上演，其中跳遠名將王嘉男創造了今年的世界最佳成績。今屆比
賽首面金牌來自男子標槍，來自天津的馬群第一擲就擲出81米13成
績，最終憑這成績獲得冠軍。

男子跳遠決賽，王嘉男和國家隊隊友黃常洲展開激烈較量，結
果王嘉男在第二跳跳出8米36的好成績奪冠，這成績亦是本年度世
界最佳成績，至於黃常洲、張耀廣分列第2、3位。王嘉男賽後表
示：“沒有預想能跳出什麼成績，只是想取得冠軍，因為上次的街
頭賽輸掉了。今次賽事黃常洲前兩跳跳出了甚高水平，促使我跳出
好成績。”

男子400米決賽，出身遼寧的郭鍾澤以46秒43奪冠；另一遼寧
選手梁琪以3分45秒25贏得女子1,500米冠軍；出生於山東的劉詩
穎在女子標槍決賽最後一擲擲出67米29佳績，反超前國家隊隊友呂
會會奪冠；四川隊選手吳艷妮則以13秒09贏得女子100米欄賽事。

王嘉男創今年跳遠世界最佳

■■ 許 建 德許 建 德
（（左左））與費與費
斯捷拿合作斯捷拿合作
奪冠奪冠。。

車隊圖片車隊圖片

首位香港車手贏GT賽分站

“全民全運同心同行”十四運會和殘特奧會倒
計時一周年啟動活動日前在西安奧體中心體育館舉
行。十四運組委會副主任、西安市委書記王浩代表
東道主向全國體育健兒發出邀約，邀請大家明年今
日相聚在中華文明和中華民族重要的發祥地之
一——陝西，共赴一場體育盛會。

當日晚上9時許，隨着長江、黃河之水在最早
出現“中國”字樣銘文的西周青銅器“何尊”的仿
製品中交匯在一起，十四運一周年倒計時器正式啟
動。“在此我謹代表中共西安市委、西安市人民政
府和1,000多萬西安市民，向各位領導嘉賓表示熱
烈歡迎和衷心感謝，向積極備戰的教練員、運動
員、體育健兒發出誠摯邀請，向為十四運付出心血

和汗水的建設者致以崇高敬意！”王浩說。
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十一屆殘疾人運動會暨第八屆

特殊奧林匹克運動會將於2021年10月22日至29日在
陝西舉行。在本次啟動活動上，第十一屆殘運會暨第
八屆特奧會的會徽“太和”和吉祥物“安安”也正式
對外發布。“太和”取自傳統“太和”思想，蘊含中
華民族“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精神內核，是社會
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源泉；吉祥物“安安”整體造
型凸顯唐俑特色，體現陝西厚重的歷史文化底蘊和盛
唐開放包容的氣象，“安安”面帶笑容，展示出殘疾
人樂觀向上、自強不息的精神風貌，寓意着中華民族
邁入新時代，奮進新征程。

此外，十四運會和殘特奧會五位“形象大使”

也在本次活動上與大家見面，跳水奧運冠軍秦凱、
著名陝西籍演員閆妮、太極拳冠軍吳雅楠、泳壇追
夢人劉楠和“戰疫”英雄韓建峰在眾多競選者中脫
穎而出。 ■新華社

第十四屆全運會迎倒計時一周年

針對日前在與河北華夏幸福的一
場中超比賽中出現的爭議判罰，北京
中赫國安向中國足協提起申訴。在15
日的中超第一階段第11輪比賽中，國
安與華夏3：3戰平。比賽中，國安一
度3：1領先，但在補時第3分鐘，華
夏由張呈棟追回一球，最後時刻馬爾
康禁區內倒地，裁判通過VAR（視頻
助理裁判）判罰12碼，馬爾康主罰命
中，華夏3：3絕平國安。

國安申訴函中認為的“不公正判
罰”包括：國安隊員王子銘橫傳助攻隊
友得分，當值主裁判和助理裁判第一時
間判罰入球有效，後經VAR提醒，裁
判組取消了該入球，原因是王子銘越位
在先；大禁區內國安守門員郭全博出
擊，與對方球員馬爾康為爭奪皮球產生
合理的身體接觸，當值主裁判和助理裁
判第一時間並未對此接觸進行任何判
罰，後經VAR提醒，主裁判在場邊觀
看回放視頻後，判罰12碼；國安核心
球員多次受到對方球員的惡意犯規，當
值主裁判並未對犯規球員及時發出警
告，助長對方球員的非體育道德行為。

國安方面建議，中國足協及裁委
會能夠督促裁判員加強業務學習，精
進業務能力，不要讓裁判成為比賽的
主角，左右比賽的進程與發展。

■新華社

國
安
就
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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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建德創輝煌歷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浩然）香港車手許建

德首次參加GT世界挑戰賽歐洲賽衝刺賽，便在著
名的法國賽道Magny-Cours連奪兩場分站勝利。
這位多次出戰GT賽事的車手，今次與著名的前
F1車手，曾贏得三次F1分站冠軍的費斯捷拿，駕
駛92號Sky Tempesta Racing法拉利488 GT3 Evo
戰車，挑戰Pro-Am組別比賽。

許建德與費斯捷拿各自在兩回合的排位賽
中，分別取得第1和第2名的成績。接着他們在兩
回合的賽事中都有出色的表現，結果在這競爭激
烈的比賽中，成功連奪兩回合的組別分站冠軍，
亦是首位香港車手贏GT賽分站，成功為香港賽車
界創造歷史。

許建德賽後表示：“這對我們來說是一個近

乎完美的周末！這次賽事Sky Tempesta車隊首次
以兩部戰車出戰衝刺賽Pro-Am組別。我們自練習
賽開始到比賽，每一節都以前列位置完成，在兩
場比賽都贏得冠軍，取得最多的積分榜分數。因
着新冠肺炎疫情的緣故，這年對大家來說都十分
艱難。而要到歐洲比賽更是要作出很多犧牲。不
過這兩個冠軍就證明這一切都是值得的。”

此外，許建德表示今次賽事對備戰之後的斯
帕24小時大賽很有幫助：“這場比賽是很好的機
會為斯帕24小時大賽作準備，車隊的四名車手，
包括Chris Froggatt、Eddie Cheever III、費斯捷
拿和我自己，可以在這次比賽進行磨合，為全年
最大型的耐力賽作熱身。總括而言，我們有信心在
下個月舉行的賽事能夠繼續有好的表現。”

■■北京中赫國安隊球員在賽後與主裁判金京元北京中赫國安隊球員在賽後與主裁判金京元
（（右二右二））等交流等交流。。 新華社新華社

■■第十四屆全運會倒計時一周年活動在西安奧體中第十四屆全運會倒計時一周年活動在西安奧體中
心體育館舉行心體育館舉行。。 新華社新華社

■■王嘉男在決賽中王嘉男在決賽中
起跳起跳。。 新華社新華社 ■■葛曼棋葛曼棋（（中中）、）、亞軍選手廖孟雪亞軍選手廖孟雪（（左左））和季軍選和季軍選

手孔令微在頒獎儀式上手孔令微在頒獎儀式上。。 新華社新華社

■■葛曼棋葛曼棋（（右右））在決賽表現遠較初賽出色在決賽表現遠較初賽出色。。 新華社新華社

■■謝震業謝震業（（中中））力壓兩名小將奪冠力壓兩名小將奪冠。。 新華社新華社

謝震業謝震業 葛曼棋膺男女飛人葛曼棋膺男女飛人
田徑全錦賽拉開戰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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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休城工商

美港馳名書畫大師趙青坪剛於8 月31 號仙逝
。9 月12 舉行安葬事宜。跟趙氏有着40 年相交的
我，當然為先師後事奔走，並誓言會為他生前事
跡，撰寫文章以記之。

9 月12 號周日下午，我與美南日報 「文膽」
秦鴻鈞小姐午茶於 「煲來飽去」餐廳時，曾告知
我有在此飯店中，跟趙青坪老師 「爭鋒」鬥記憶
一事： 大家講出中國古代南齊王朝上，一位官員
與國君，舉行書法比賽，且看君臣之間，誰的字
跡出眾，可得書法第一 的歷史事實。

這是閤南齊王朝的金鑾殿上，進行過一場前
所未有過的書法比賽，比賽的一方，是 「書聖」
王羲之的四世族孫、官拜侍中的王僧虔。其書既
繼承了祖法，又有創新，豐厚淳樸而有氣骨，為
眾所推崇，被譽為 「天下第一」。

比賽的另一方，是萬乘之主的皇帝齊高帝蕭
道成。

本是禁軍將領的蕭道成，趁着宋皇族內亂的
機會，搶王奪國，自己做了皇帝，國號 「齊」，
史稱齊高帝。他是個書法愛好者，平常不懈練習
，有所收穫，到登位稱帝時，居然能寫得一手好
字了，常書寫了條幅賜與臣下。朝臣中的奸妄小
人，獻媚求寵，肉麻地吹捧他的字，寫得如何如
何的標青，又說普天之下，沒有人能及得上的。

高帝躊躇滿志，真的以為自己的字體，是世上無
雙的了。

不過王僧虔的字體是 「天下第一」的說法，
紛紛揚揚傳到了齊高帝的耳朵裏，他的心裏既不
高興，又不服氣，於是着太監去王家，傳王僧虔
進宮進行比賽書法。

王僧虔先是一呆，繼而滿口答應了。這下可
急壞了王夫人，只待太監一走，就責備丈夫說：
「你呀，真是聰明一世糊塗一時，怎麼能答應與

皇帝比高低呢？」
王僧虔一副無奈的神色： 「你沒聽說過君要

臣死臣不得不死？這是陛下找上門來的，我能違
命不從嗎？」
夫人想想也是，給丈夫出了個錦囊妙計，是六個
字：贏是禍，輸是福。
王僧虔卻不領情： 「既是比賽，就必須全力以赴
，竭盡所能，若是弄虛作假巴結主上，有喪失志
節人格。」說完逕自入宮去了。

皇宮裏，文臣武將畢集。比賽開始，自然是
萬乘之主的皇帝先出場，只見他一手挽起袍袖，
一手握管，屏息凝神揮灑起來，草書了 「天馬行
空」四字。
群臣叩拜於地，異口同聲叫絕稱好。聽着大臣們
的歡呼聲，高帝暗自得意，目視王僧虔： 「王愛

卿，請吧。」
「臣領旨。」王僧虔飽蘸濃墨，欣然落筆，

龍飛鳳舞，一氣呵成《大風歌》長長一條幅。圍
觀的文武官員情不自禁由衷讚歎，只是礙着高帝
的面，聲音壓低了許多。

齊高帝以威嚴的的口吻發話道： 「眾位愛卿
都來評一評，是朕的字寫得好，還是王愛卿寫得
好？」那幾個奸妄小人豈肯錯過這逢迎巴結的機
會？南腔北調七嘴八舌： 「陛下第一。」

高帝滿臉得意之色，瞥了王僧虔一眼： 「王
愛卿，你道誰是第一呀？」

王僧虔不假思索，朗聲答道： 「依臣的評判
，是臣書第一。」

此言一出，滿殿皆驚，多個相好的同僚更是
暗暗叫苦，擔心王僧虔觸怒龍顏自討苦吃？

不出所料，齊高帝的臉拉長了，怪王僧虔公
然自稱第一，剝了他這個當皇帝的面子。正要發
作時，聽得王僧虔又說： 「不過陛下也是第一。
」
高帝喝問： 「兩人比試會有兩個第一？此話怎講
？」

王僧虔成竹在胸，神態自若答道： 「自古君
有君紀，臣有臣綱，君與臣怎可相提並論？臣寫
的字，在臣民中可稱第一。陛下的書法，屬古今

帝王中的第一。」
詞強理直，無瑕可擊，又因王僧虔的話讓自

己有了面子，齊高的臉由陰轉晴，順水推舟說：
「誠如王愛卿說的，縱觀歷代帝王，是沒有一個

比朕寫得好的，朕就當仁不讓了。」
危機，由於王僧虔的妙語而化解，金鑾殿上

的君臣書法比賽，以皆大歡喜劃上了句號。
而我也效於古人一樣地說： 「趙老師的記憶

力是香港一哥。而我的記憶力則是澳門首位。不
過俗語說： 「澳門街、香港地，香港面積大過澳
門，固此趙老師自然勝過本人啦！」

「哈哈，你係得嘅！」趙老師開懷大笑。

((東翻西看東翻西看)) 憶記與趙青坪憶記與趙青坪 「「爭鋒爭鋒」」一事一事 楊楚楓楊楚楓

「「山水眼鏡山水眼鏡」」 擋藍光鏡片特價擋藍光鏡片特價 平光平光8888元一副連鏡框元一副連鏡框
（本報記者秦鴻鈞 ）休士頓 「山水眼鏡」 負責人禹道慶師傅於

日前表示：2020年因新冠肺炎病毒肆虐全球，每個人的生活都發生
了巨大的改變。網路世界更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幾乎每個人都
受到了影響。現在大部分的人都待在家中工作、上學、團體活動，
甚至多位朋友之間的互動，都利用Zoom 之類的軟體在銀幕上進行
交流。至今，各級學校都採用遠距網路教學，學生在家中看著電腦
銀幕來學習，整個社會型態都產生了革命性的變化。

禹師傅表示：近幾年來由於3C 產品的大量使用，醫界也開始注
意到3C 產品螢幕上的藍光對於眼睛的傷害，尤其是對視網膜黃斑部
的傷害最厲害。早期尚未有電腦大量使用之前，我們知道有紫外線
對眼睛的傷害，所以配眼鏡時都特別注重鏡片要加紫外線防護，起
到了保護眼睛的作用。但是傳統式的鏡片卻無法阻擋藍光。所以常
常我們會看到新聞中提到看太多電腦、手機的使用者眼睛遭受到永
久性的傷害，而這個傷害是不可逆的，因為黃斑部一但，受到傷害
後是無法修復的，而黃斑部又是視網膜上看得最清晰的部位，所以
在各類資訊中都會看到眼科醫生呼籲使用3C 產品多的人配戴阻擋藍
光的眼鏡片來保護眼睛，尤其是正在成長中的小朋友或青少年。禹
師傅說：很多三、五歲的小孩子父母為了使其安靜，常會拿手機或
平板電腦給他們看而安撫他們，殊不知這是對眼睛的慢性傷害，而
近半年來由於新冠病毒的肆虐，不論是大人的工作和學童們的課業
，都依賴電腦來完成，可想而知都對眼睛造成多大的傷害。

「山水眼鏡」 的禹師傅關心大家的眼睛健康，特別推薦最好的

阻擋藍光鏡片，目前市面上有擋百分之二十、百分之四十，百分之
八十的產品，而山水眼鏡會使用擋百分之八十最好的產品，起到最
良好的保護作用。可作單光，無線多焦點，有度數的鏡片，現正特
價，八折優待。對於不需要度數矯正的朋友，尤其是小朋友， 「山
水眼鏡」 也提供平光擋藍光鏡片，連同鏡框八十八元就有一副。這
是禹師傅特別關心成長中的小朋友能有健康的眼睛而特地不計成本
提供大眾，希望大家能作一點投資來保護您珍貴的雙眼。

「山水眼鏡」 目前受到疫情影響，開店時間有所調整，週一至
週六是中午十二點到下午三點，週三休息，週日是下午一點至下午
四點。值此新冠疫情尚未完全絕跡之際，為確保該店員工及廣大客
戶的健康安全， 「山水眼鏡」 請所有客戶遵守下列規定：

1，入內客人請戴上口罩，並使用乾洗手消毒。
2，只允許四名客人同時在店內，並保持六尺安全距離，每位客

人只能有壹位陪同。
3，如須選新鏡框最多只能試戴五付，碰過的鏡框請放在事先交

給您的盒內，我們要進而消毒。
4， 如鏡框需調整服務，目前我們只能作標準調整，請諒解無

法作細部調整減少碰觸。
5， 如需花費時間修理，請交待後於店外等候，完工後我們會

拿出去給您。
6， 請在最短時間完成您的交易。
7， 每位客人離開後我們會消毒。

「山水眼鏡」 由領有德州配鏡師執照的禹道慶主持，專精無線多焦
點及高度數高散光鏡片。接受Medicaid和Medicare配鏡。所有鏡片
送防刮保護，不另收費。為正牌擋藍光鏡片，徹底保護黃斑部。

「山水眼鏡」 服務項目包括：配鏡，隱形眼鏡販賣，鏡框修理
，免費調整，免費清洗，可舊片配新框或新片配舊框，內設全套工
廠設備，自己研磨，壹貫作業，品質保證，壹小時可取，上千副各
種名牌鏡框，任君選擇。

「山水眼鏡」 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Unit#252,Houston ,TX
77036 (位於敦煌廣場 「歡樂小棧」 對面 ），電話：713-774-2773

圖為位於圖為位於 「「敦煌廣場敦煌廣場」」 的的 「「山水眼鏡山水眼鏡」」 外觀外觀。。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本報休斯頓報導) 在疫情之下，今
年藝術市場頗受重創，然而，藝術拍賣
品卻還是吸引投資人的參與。不同於往
年，藝術拍賣改在線上舉辦，拍賣的價
格也屢創新高，據悉，藝術品收藏的投
資回報率相當高，雖然在疫情波動之下
，依然吸引力頗高。

據了解，包括三大藝術拍賣行蘇富
比、佳士得和富藝斯都轉往線上，而拍
賣參與度還是挺高的，主要是有千禧一
代的青年買家積極的參與，踴躍投入線

上競標，其中約有五分之一是來自亞洲
的收藏者。

休斯頓最老的藝術與古董拍賣公司
是辛普森古董拍賣行(Simpson Galleries)
，將於9月20日上午9點公開拍賣，包
括珍貴藝術品和古董，形式可以是委託
競投、電話和線上競投，沒有當面競標
(Bid Absentee, Telephone, and Online.
No in-person bidding)，現場將有珍稀藝
術精品與古董公開競拍，如果想要預覽
藝術品，可以事先預約。歡迎喜愛藝術

品的民眾參與競拍盛事。
辛普森古董拍賣行成立於1962年，

專營拍賣藝術精品與古董，引導更多愛
好者鑑賞藝術，了解藝術的市場，同時
促進市場買氣，為廣大的收藏愛好者提
供一個最佳服務平台。無論是尋找心儀
的藝術品、有想要割愛的收藏品、或是
有價值連城的藝術品，都歡迎聯絡辛普
森古董拍賣行。
於過去超過50個年頭，辛普森古董拍賣
行一直在休斯頓為民眾服務藝術品和古
董的交易。從1962年開始，威廉辛普森
開始收集精美的古董與藝術品，教育自
己以及其他人。辛普森古董拍賣行對卓
越與鑑賞的承諾，讓其名聲遠播，成為

可信賴的招牌。
拍賣時間 : 9月20日上午9

點
要參觀預覽者請先預約 (

Preview by appointment )。
歡迎有興趣的朋友參加競

標，可透過電話、email線上參
與 競 投 ， 請 致 電 （713）
524-6751，或發送電子郵件至
info@simpsongalleries.com 以 獲
取 更 多 信 息 。 網 站: www.
simpsongalleries.com。

地 址: 6116 Skyline Drive,
Suite 1, Houston, TX 77057。

辛普森古董拍賣行辛普森古董拍賣行99//2020線上拍賣線上拍賣
多件珍貴藝術精品與古董將舉槌開拍多件珍貴藝術精品與古董將舉槌開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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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109109 年雙十國慶籌備會熱情邀請您參與年雙十國慶籌備會熱情邀請您參與
““國慶寶島露天電影院國慶寶島露天電影院”” 活動活動

活動日期: 9/25 (星期五) 和
9/26（星期六）

活動地點: 僑教中心後面停
車場

活動方式: 舒適的坐在自家
的車內觀賞免費露天電影, 並有
免費的爆米花及瓶裝水提供.

報名方式: 請打電話：
Christi 姚 - 832.866.3333

Amy 張 - 281-701-1312
Peggy 邱 - 713-502-7769

1. 請選擇場次:
a. 9/25 Friday 6 p.m. 翻滾

吧阿信 (5:30 p.m. 進場)
b. 9/25 Friday 8:30p.m. 大

稻埕 (8:15 p.m.進場 )
c. 9/26 Sat. 6 p.m. 翻滾吧

阿信 (5:30 p.m.進場)
d. 9/26 Sat. 8:30p.m. 暑假

作業 (8:15 p.m. 進場)

2. 請提供: 姓名/電話/車
型/ 車號/ 車顏色/ 人數/訂餐數
量 (鐵路便當套餐 $10/份)

德州首家社區衛生工作者培訓專案德州首家社區衛生工作者培訓專案
我們的社區急需您的幫助！目前，德州

政府認證的4000多位社區健康工作者中，只
有8位講中文。這導致我們的社區成員無法
得到社區健康工作者的服務與幫助。為了能
夠更好的服務我們的社區，幫助德州的華人
了解癌癥、預防癌癥、進壹步了解美國醫療
保險知識，讓您和家人健康地在德州生活，
德州農工大學現在正在進行第壹個中文版的
德州社區健康工作者認證計劃。本計劃包含
了約160小時的免費網絡課程及培訓，需要參
與者在三個月內完成。除了基本的社區健康
工作者核心技能的培訓之外，本計劃還提供
對華裔影響較大的大腸直腸癌，乳腺癌，胃
癌，肺癌，以及肝癌共五種癌癥預防的介紹

，以及在COVID-19疫情期間為社區提供癌癥
預防服務和教育的方法。

我們誠摯邀請您參加我們的研究計劃。
參與者可以免費參加德州政府認證的中文版
社區健康工作者認證課程（價值美金$1000)
， 幫助您了解癌癥預防，並增加工作機會，
且還有機會最多獲得 50 美金的禮卡 !本次我
們共開放500個名額，預報從速，先報先審
。報名截止日期：09/30/2020

計劃參與者資格：
1. 年滿 16 歲，德州居民 (無公民或綠卡身

份限制)
2. 學歷背景不限 (不需要醫藥衛生相關的

背景)

3. 會聽，說，讀，寫中文 (普通話)
4. 有意願為講中文的德州居民提供癌癥

預防教育與服務
5. 具備基本的電腦能力 (能上網、使用

Word, PowerPoint 及收發 Email)
6. 優先錄取有相關背景者與有經驗為講

中文的民眾提供過健康相關服務者
如何報名：
掃描二維碼或到此網址(https://tinyurl.

com/y6tbmzm4 )填寫申請表並上傳履歷。報
名後研究團隊會進行審查並郵件通知錄取結
果。

page1image52456416
關於這個計劃更加詳細的信息可以在此

網站中查看：https://tamuchw.wixsite.com/
chinese

如果您有任何疑問，請通過電子郵件
(tamuchw@gmail.com)聯系我們。

德州農工大學,健康與運動科學系,基因與
健康促進研究室

計劃主持人：陳蕾詩副教授(Dr. Lei-Shih
(Lace) Chen)

國家社區健康工作者培訓中心
共同計劃主持人:Denise Martinez (丹尼

斯·馬丁斯) 經理

敬上

籌備會精心策劃為期兩天的露天電籌備會精心策劃為期兩天的露天電
影院影院,, 期待給期待給HoustonHouston 僑胞們在僑胞們在

Covid-Covid-1919 疫情期間疫情期間,, 提供安全愉快提供安全愉快
欣賞台灣電影的經驗欣賞台灣電影的經驗,, 並ㄧ同歡欣並ㄧ同歡欣

鼓舞慶祝中華民國國慶鼓舞慶祝中華民國國慶！！

國慶寶島露天電影院 

9/25（星期五）6pm~10:30pm 

休⼠頓華僑⽂教服務中⼼後停⾞場 

10303 Westoffice Dr., Houston, TX 77042 
 

         6pm  (請於 5:30pm 前進場)     8:30pm  (請於 8:15pm 進場) 

翻滾吧阿信 
導演: 林育賢 

演員:  

彭于晏 

柯宇綸 

林⾠唏 

陳漢典 

 

~劇情簡介~ 
   

《翻滾吧！阿信》於 2011 年 8 ⽉

12 ⽇在台灣上映。 

該⽚講述了具有體操天賦的少年

阿信，在經歷了⼀系列青春叛逆期的

傷痛後，重拾體操夢想、為⼈⽣奮⼒

⼀搏的故事。 

 

 ⼤稻埕 
導演:葉天倫 

演員: 

豬哥亮 

宥 勝 

簡嫚書 

隋 棠 

 

~劇情簡介~ 
 

⼤學⽣佑熙（宥勝飾），是個有點⼩

憂鬱，沒有太⼤⼈⽣⽬標的現代男

孩；在古怪瘋狂的歷史系朱教授（豬

哥亮飾）的引導下，兩⼈藉陰錯陽差

地回到了 1920 年代台灣最繁華的第⼀

⼤城：⼤稻埕。佑熙體會了古今迥異

的⽣活和理念。 

 

** 免費爆⽶花、瓶裝⽔，並接受訂餐 (鐵路便當+波霸奶茶) $10.00** 

歡迎⼤家前往觀賞，報名登記請聯絡: 

832.866.3333 (Christi) / 281.701.1312 (Amy) / 713.502.7769 (Peggy)  

國慶寶島露天電影連結網址： 

https://youtu.be/T-yg7awmGew 

國慶寶島露天電影院 

9/26（星期六）6pm~10:30pm 

休⼠頓華僑⽂教服務中⼼後停⾞場 

10303 Westoffice Dr., Houston, TX 77042 
 

         6pm  (請於 5:45pm 前進場)    8:30pm  (請於 8:15pm 進場) 

翻滾吧阿信 
導演: 林育賢 

演員:  

彭于晏 

柯宇綸 

林⾠唏 

陳漢典 

 

~劇情簡介~ 
   

《翻滾吧！阿信》於 2011 年 8 ⽉

12 ⽇在台灣上映。 

該⽚講述了具有體操天賦的少年

阿信，在經歷了⼀系列青春叛逆期的傷

痛後，重拾體操夢想、為⼈⽣奮⼒⼀搏

的故事。 

 

 暑假作業 
導演: 張作驥 

演員: 

楊亮俞 

管管 

閻永恆 

江少儀 

 

~劇情簡介~ 
 

管⼩寶是⼀名⽣⾧在台北都會區的⼩學⽣，暑

假來臨時，由於⽗親與母親彼此忙於⼯作無暇

照顧孩⼦，因此⼩寶收拾好⾃⼰的暑假作業與

平板電腦，被爸爸送往新店的爺爺家度過暑假。

來到鄉下的⼩寶對⼀切感到既陌⽣⼜好奇，同

時還得適應與臺北家中截然不同的⽣活習慣。

⼀天，⼩寶來到⼀處總共只有 20 餘名學⽣的⼩

學校園認識新朋友，在這裡逐漸轉變⼼境，從

平板電腦中的遊戲世界進⼊寬廣的鄉野，開始

關⼼⾝邊的⼈群。颱⾵季來臨，擾亂了暑假的

平靜，管⼩寶也在這假期中了解到除了作業之

外，得⾯對更為難解的⼈⽣課題。 

** 免費爆⽶花、瓶裝⽔，並接受訂餐 (鐵路便當+波霸奶茶) $10.00** 

歡迎⼤家前往觀賞，報名登記請聯絡: 

832.866.3333 (Christi) / 281.701.1312 (Amy) / 713.502.7769 (Peggy) 

國慶寶島露天電影連結網址： 

https://youtu.be/T-yg7awmGew 

國慶寶島露天電影院 

9/26（星期六）6pm~10:30pm 

休⼠頓華僑⽂教服務中⼼後停⾞場 

10303 Westoffice Dr., Houston, TX 77042 
 

         6pm  (請於 5:45pm 前進場)    8:30pm  (請於 8:15pm 進場) 

翻滾吧阿信 
導演: 林育賢 

演員:  

彭于晏 

柯宇綸 

林⾠唏 

陳漢典 

 

~劇情簡介~ 
   

《翻滾吧！阿信》於 2011 年 8 ⽉

12 ⽇在台灣上映。 

該⽚講述了具有體操天賦的少年

阿信，在經歷了⼀系列青春叛逆期的傷

痛後，重拾體操夢想、為⼈⽣奮⼒⼀搏

的故事。 

 

 暑假作業 
導演: 張作驥 

演員: 

楊亮俞 

管管 

閻永恆 

江少儀 

 

~劇情簡介~ 
 

管⼩寶是⼀名⽣⾧在台北都會區的⼩學⽣，暑

假來臨時，由於⽗親與母親彼此忙於⼯作無暇

照顧孩⼦，因此⼩寶收拾好⾃⼰的暑假作業與

平板電腦，被爸爸送往新店的爺爺家度過暑假。

來到鄉下的⼩寶對⼀切感到既陌⽣⼜好奇，同

時還得適應與臺北家中截然不同的⽣活習慣。

⼀天，⼩寶來到⼀處總共只有 20 餘名學⽣的⼩

學校園認識新朋友，在這裡逐漸轉變⼼境，從

平板電腦中的遊戲世界進⼊寬廣的鄉野，開始

關⼼⾝邊的⼈群。颱⾵季來臨，擾亂了暑假的

平靜，管⼩寶也在這假期中了解到除了作業之

外，得⾯對更為難解的⼈⽣課題。 

** 免費爆⽶花、瓶裝⽔，並接受訂餐 (鐵路便當+波霸奶茶) $10.00** 

歡迎⼤家前往觀賞，報名登記請聯絡: 

832.866.3333 (Christi) / 281.701.1312 (Amy) / 713.502.7769 (Peggy) 

國慶寶島露天電影連結網址： 

https://youtu.be/T-yg7awmG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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