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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本地新聞

親子教育

我在妈妈群提问过一个问题：你

有多久没有好好陪伴孩子吃一顿饭了

？群里顿时就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在

许多消息里，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

位妈妈说，儿子对她的控诉：

你们只在意我考试得了第几名，

但从来没有了解过我内心的真实想法

。你们仔细想想到底有没有真正关心

过我，有多久没有陪我吃过一顿饭了

？上个月我过生日的时候，我们三个

人好不容易聚在一起，但妈妈还是忙

着打电话，你忙着刷微信。可是，我

才是你们最重要的宝贝啊！

这名学生的妈妈难过得解释着，

自己和丈夫经常为生意奔波，很难陪

自家孩子好好吃一顿饭。但虽说很少

陪伴他，但是给他吃穿用的都是最好

的，没想到他会因为自己很少陪他吃

饭而抱怨。

当生活条件与陪伴孩子出现矛盾

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进退两难。有些

家庭无法具备陪伴的条件，我表示可

以理解。

讨论到最后，一位律师妈妈发表

了她的想法，她说到，法庭上相当多

的问题少年，大多数都是因为缺少父

母的陪伴，尤其是很少在一起吃饭。

孩子的内心非常寂寞，但是又没有人

诉说，家里却少了爱的味道。极端事

件就是由平常小事积累起来。妈妈们

听了这一段话顿时沉默了。

有调查结果显示：在中国，家庭

就餐传统逐渐不被重视，家庭就餐意

识逐渐变淡。很多父母总以“忙着工

作”等为理由，不重视跟孩子们一起

吃一顿饭。可是这种不重视很可能会

毁了孩子这一生。

儿童在成长的过程中都渴望被爱

，渴望安全感，有爱才有家。父母们

不要觉得生活条件比陪伴孩子吃一顿

饭的时间还重要，错过了孩子的岁月

，想要弥补就再也追不回来。如果连

跟家长吃一顿饭都变成奢望的话，这

就不是一个亲密的家。

真正的教育不是父母们为了给孩

子更好的条件而牺牲和他们相处的时

间，而是尽可能地陪伴，让其体会到

父母的爱与牺牲。

每天陪孩子吃饭，这些变化悄悄在发

生

李嘉诚提出，餐桌上能培养儿童

未来成功需要的各种品质。在李嘉诚

看来，用时间陪伴自家小孩比金钱更

重要，是金钱买不来的。短短的20分

钟的用餐时间，不仅能倾听儿孙们对

这个世界的看法，还能增进家庭情感

，培养他们良好的用餐习惯。

1、孩子学习成绩会更好，青少年

失足率会更低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药物滥用预防

中心每年都会研究孩子们晚饭的状态

。研究发现，家庭吃饭时间在儿童成

长过程中占非常重要的地位。家庭就

餐次数不少于5次的孩子比就餐少的获

得高分的比例高两倍，旷课率少百分

之三十左右。研究中还发现，缺少父

亲陪伴的儿童容易依赖药物

和酒精，更加容易成为问题

少年。

2、影响孩子的学习能力

儿童早期对世界的认知深

度来自于父母。

餐桌是孩子学习的重要场

所。良好的氛围可以唤醒人

们交流的欲望。语言能力对

孩子来说非常重要，词汇量

越大他们的学习成就越高。

从小跟家人一起吃饭的小孩

，他们跟大人接触的比较多

，学习的词汇量大，从而能

刺激大脑的成长。

同时，他们在听和说的过

程中，既锻炼了随时随地快速学习的

能力，又有利于培养专注力，这些能

力影响他们一辈子。

3、影响孩子身心健康

有学者做过统计，经常吃肯德基

等垃圾食品的儿童，会比经常吃家里

饭菜的更容易变得肥胖。

另外，如果大人很少陪伴儿童吃饭，

他们心情不好有心事不能跟父母及时

沟通，事情不能及时解决，一直处于

压抑的状态，不利于孩子的心理健康

。

4、餐桌会话蕴藏儿童的幸福

吃饭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而

父母们在吃饭时跟孩子聊天的内容影

响这种幸福。

如若家长想要在餐桌上和谐交谈

，首先要营造一种轻松愉悦的就餐氛

围。氛围不好很容易导致大家草草吃

几口，然后不欢而散。

那些不陪孩子吃饭的父母，正在

悄悄被惩罚，有你吗？

至于话题的选择上，如果涉及学习就

非常容易给儿童带来心理压力，氛围

变得让人透不过气。长期如此，他们

就会厌倦并且排斥与大人一起吃饭，

很容易造成不愿意跟父母一起吃饭的

局面，甚至会导致叛逆。

所以大人在选择聊天话题上可以

尝试选择轻松一点的话题，比如新闻

热点、各自遇到有趣的事情等。还有

一点，父母要学会倾听，让自家孩子

多发言。

5、父母和孩子经常一起吃饭，家

庭关系更加和睦

当父母精心为孩子准备饭菜要开

动前，小孩会主动摆好碗筷。

早餐时，父母陪伴自家孩子一起

吃热气腾腾的早点，一起聊一聊睡眠

以及其他一些杂事；

晚饭时，跟他们聊一聊一天内发

生的事情，内心顿时感到满足。餐桌

上的交谈，更能拉近亲子关系，让他

们感受到父母对他的爱。

我认为，我家的家庭关系非常和

睦，因为我和我父母经常一起就餐，

在饭桌上有说有笑，十分融洽。女儿

草莓也很开朗，这些和长期跟父母一

起就餐，经常聊天不无关系。

写给家长朋友们：

许多父母想给孩子最好的生活

条件，于是牺牲陪伴他们的时间去

忙东忙西，等他们长大后才倍感后

悔。但是，其实小孩要的非常简单

，他们只想要父母的陪伴与关怀。

接下来，抽出一顿饭的时间陪孩子

好好吃顿饭吧，珍惜与他们一起的

快乐时光！

不陪孩子吃饭的父母

正悄悄
被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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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0年年1010月月1111日日，，德州文藝復興節第二週主題為一千零一夢德州文藝復興節第二週主題為一千零一夢((10011001Dreams)Dreams)
。。世界名人網特別邀請在社交媒體上以美國玫瑰姐姐著稱世界名人網特別邀請在社交媒體上以美國玫瑰姐姐著稱、、有數百萬粉絲有數百萬粉絲
過億點讚的網紅兼明星御用化妝師譚冰冰女士前往打卡熱點過億點讚的網紅兼明星御用化妝師譚冰冰女士前往打卡熱點，，做直播宣傳做直播宣傳
。。今年今年1010月月33日至日至1111月月2929日的九個週末和感恩節週五日的九個週末和感恩節週五，，德州文藝復興節德州文藝復興節
來自全世界的頂級藝術家們將為數十萬遊客帶來互動式來自全世界的頂級藝術家們將為數十萬遊客帶來互動式、、能參與的世界上能參與的世界上
最大的文藝復興節活動最大的文藝復興節活動，，今年因應疫情會強制戴口罩今年因應疫情會強制戴口罩，，限制進園人數限制進園人數，，在在
各處頻繁持續消毒各處頻繁持續消毒，，設立設立COVIDCOVID1919病毒測試病毒測試，，確保觀眾體驗不變確保觀眾體驗不變，，節目節目
更加豐富多彩更加豐富多彩。。

技術改變人生技術改變人生，，資質拓展可能資質拓展可能！！ 20202020年年1010月月1414日日，，世界名人網記者前往採訪新學期即將於世界名人網記者前往採訪新學期即將於
1010月月2828日開幕的休斯頓慧慈按摩學校日開幕的休斯頓慧慈按摩學校(Chinese Compassion Massage School, CCMS)(Chinese Compassion Massage School, CCMS)。。主講譚老主講譚老
師有著豐富的考前輔導經驗師有著豐富的考前輔導經驗，，個性化巧背妙招個性化巧背妙招，，讓很多不太會英語的學生考取執照讓很多不太會英語的學生考取執照，，考試一考試一
次通過率高達次通過率高達9595%%。。疫情期間採用網上上課疫情期間採用網上上課，，學習價格優惠學習價格優惠，，現有考前強化班和現有考前強化班和500500小時證小時證
兩種班型兩種班型，，諮詢微信電話諮詢微信電話CCMS-TXCCMS-TX 832832--766766--64416441

20202020 美國大選早期投票於美國大選早期投票於 20202020 年年 1010 月月 1313 日拉開大幕日拉開大幕，，哈里斯郡書記官哈里斯郡書記官
(Harris County Clark)Chris Hollins(Harris County Clark)Chris Hollins率領華裔協調人芮久玟率領華裔協調人芮久玟(JoAnne Ray)(JoAnne Ray)和越裔和越裔
協調人來到哈里斯郡協調人來到哈里斯郡220220個投票點之一的個投票點之一的Tracy GeeTracy Gee社區中心查看選務社區中心查看選務，，慰慰
問工作第一線的工作人員問工作第一線的工作人員，，確保他們嚴格按照規定做好投票服務工作確保他們嚴格按照規定做好投票服務工作。。今今
年的郵寄投票年的郵寄投票、、路邊投票路邊投票、、開車過投票開車過投票、、2929日的日的2424小時投票以及其中產生小時投票以及其中產生
的問題和解決方案都得到圓滿回答的問題和解決方案都得到圓滿回答。。

20202020年年1010月月1313日晚日晚66時時，，美國總統候選人拜登的妻子美國總統候選人拜登的妻子、、原第二夫人吉爾拜登博原第二夫人吉爾拜登博
士士(Dr. Jill Biden)(Dr. Jill Biden)在美國大選早期投票的第一天來到德州三個城市在美國大選早期投票的第一天來到德州三個城市ElPaseoElPaseo、、DallasDallas
和和HoustonHouston出席出來投票出席出來投票(Go Out the Vote!)(Go Out the Vote!)系列催票活動系列催票活動。。圖為世界名人網總編圖為世界名人網總編
輯王福生前往休斯敦輯王福生前往休斯敦NRGNRG紫色停車場採訪像看美式露天電影一樣坐在車裡出席紫色停車場採訪像看美式露天電影一樣坐在車裡出席
的的Drive-InDrive-In露天集會露天集會，，休斯敦的國會議休斯敦的國會議

20202020年年1010月月88日日，，Wing Over Houston AirshowWing Over Houston Airshow舉行聯繫日活動舉行聯繫日活動，，為周末舉行的航展熱身並展為周末舉行的航展熱身並展
示今年的特色項目示今年的特色項目。。圖為世界名人網顧問圖為世界名人網顧問Becky LiBecky Li現場採訪來自德州的現場採訪來自德州的C-C-1717環球霸王環球霸王IIIIII戰戰
略運輸機的飛行員略運輸機的飛行員Shiv WiltonShiv Wilton。。

20202020年年1010月月33日晚日晚，，非常時期非常時期：：特殊的舞台特殊的舞台！！特別的演出特別的演出！！精彩絕倫精彩絕倫！！讓人難忘今讓人難忘今
宵宵！！謝謝各位老師們的精彩表演謝謝各位老師們的精彩表演！！你們辛苦了你們辛苦了！！主持人主持人HenryHenry楊賀民楊賀民、、何芙蓉何芙蓉GraceGrace
通過雲上在群裡主持的八雅歌舞通過雲上在群裡主持的八雅歌舞《《20202020中秋文藝晚會中秋文藝晚會》》成功舉行成功舉行，，中外藝術家們提中外藝術家們提
供的共供的共2222個優選節目在群裡依次表演個優選節目在群裡依次表演。。圖為楊賀民表演的歌曲圖為楊賀民表演的歌曲《《月滿西樓月滿西樓》》由何芙由何芙
蓉蓉(Grace)(Grace)、、梅梅、、徐雯徐雯、、李婭伴舞李婭伴舞，，讓人彷彿回到了日夜思念的故鄉讓人彷彿回到了日夜思念的故鄉。。

20202020年年1010月月1010日上午日上午1010::3030在休斯敦僑教中心舉行休士頓華商經貿聯誼會第四年舉辦在休斯敦僑教中心舉行休士頓華商經貿聯誼會第四年舉辦 「「影音多媒體競影音多媒體競
賽賽」」頒獎典禮頒獎典禮，，此競賽從此競賽從20202020年年99月月11日至日至99月月3030日在日在YouTube.comYouTube.com網上供人瀏覽和點讚網上供人瀏覽和點讚。。參與評審的參與評審的
六位理事方台生六位理事方台生、、周宏周宏、、黃以法黃以法、、黃初平黃初平、、蕭瑛和黃春蘭等在長達三小時的評審和熱列討論下選出八蕭瑛和黃春蘭等在長達三小時的評審和熱列討論下選出八
位獎學金得獎者位獎學金得獎者::初中組第一二三名為潘鴻琳初中組第一二三名為潘鴻琳Samantha PanSamantha Pan、、陳於馨陳於馨Yuhsin(Debbie)ChenYuhsin(Debbie)Chen、、段以理段以理DanielDaniel
DuanDuan。。高中組第一二三名為黃虹賀高中組第一二三名為黃虹賀Evangeline HuangEvangeline Huang、、潘鴻瑋潘鴻瑋Sebastian PanSebastian Pan、、張冠宇張冠宇Willie ChangWillie Chang。。佳作佳作
：：藍宇喬藍宇喬Joy LanJoy Lan，，黃柔荷黃柔荷JasmineHuangJasmineHuang。。

20202020年年1010月月77日日，，休斯敦亞商會休斯敦亞商會20202020商務大會今年通過商務大會今年通過WhovaWhova商務會議平台商務會議平台AppApp舉舉
行行。。主席喻斌在開幕式上致辭主席喻斌在開幕式上致辭，，歡迎美國商務部長歡迎美國商務部長、、休斯敦特納市長休斯敦特納市長、、來自全美各來自全美各
地的業界人士地的業界人士500500多人與會多人與會，，就各自關係的商務工作展開交流和學習就各自關係的商務工作展開交流和學習。。大會持續兩大會持續兩
週週，，獲得廣泛好評獲得廣泛好評，，至至1010月月1515日圓滿結束日圓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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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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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網站

休城社區

美南時事通美南時事通美南時事通美南時事通
GalvestonGalvestonGalvestonGalveston 非裔遭白人警牽繩逮捕遊街非裔遭白人警牽繩逮捕遊街非裔遭白人警牽繩逮捕遊街非裔遭白人警牽繩逮捕遊街﹐﹐﹐﹐求償求償求償求償100100100100萬萬萬萬

2019 年 8 月一名名叫唐納德 · 尼利

（Donald Neely）的非裔男子，在加爾

維斯敦市（Galveston）因非法侵入遭到

兩名白人警察逮捕，然而兩名警方將他

綑綁上手銬，由警察坐在馬背上牽繩遊

街，宛如對待奴隸一般，當時逮捕影像

在網上引發眾怒，如今該市警察局與市

政府遭到求償100萬。

在事件發生時，唐納德· 尼利（Donald
Neely）是一名遊民，因涉嫌非法入侵

被警察逮捕。據美國廣播公司新聞報導

，尼利本週針對此事提起訴訟，將求償

100萬，他表示此次事件導致他精神受創，法院

文件也認為這些官員的行為「過度極端」。

尼利被捕的視頻在網上流傳後不久遭到廣泛批評

，加爾維斯頓（Galveston）警察局也在事後對此

道過歉。加爾維斯頓市警察局長弗農· 黑爾（Ver-
non Hale）當時表示為了「官員的錯誤判斷」向

尼利致歉，並補充到「我們立即更改了政策，以

防止使用此技術，並將審查所有的培訓和程序，

以尋求更合適的方法。」

針對此事，加爾維斯敦市的發言人指出，由於此

案仍在審理階段，目前還無法給出任何回應。

聯邦眾議員候選人聯邦眾議員候選人聯邦眾議員候選人聯邦眾議員候選人Sri KulkarniSri KulkarniSri KulkarniSri Kulkarni
就个人就个人就个人就个人﹑﹑﹑﹑家庭和政綱回答華裔社區家庭和政綱回答華裔社區家庭和政綱回答華裔社區家庭和政綱回答華裔社區

最近正在休士顿西南区竞选聯邦眾

議員候選人 Sri Kulkarni(施瑞．庫卡

尼) 最近为 2020 大选开始，舉办多

场与休士頓華裔和亚太社區的見面

會， 讨论华裔最关心的问题，包括

美中關係和貿易战 、COVID 疫情和

经济瘫痪，種族矛盾和仇华等问题

。Sri 坦诚沟通他的想法，表示他参

加竞选是为了面对危机，承担责任

，帮助移民包括华裔爭取权益。此

选区包括 Sugar Land, Katy，Brazoria
Pearland， Clear Lake等地区。

Sri 并为观众的疑问，做出回答。他

们提到最近接到了不少对他的负面

广告，因为竞选对手，把他成长的

挫折作为人身攻击，把他的政纲极

端化和扭曲毁谤。为了回应，他不

得不请他的母亲和目睹过他在休士

顿长大的人做回复，并且做了一个

短片， 放到竞选网页上：Sri2020.
com/mom

Sri 不但是以家庭为

重的长子，而且，

以优异成绩大学毕

业后即进入国务院

外交部，被当时的

国务卿 Collin Powell
鲍威尔派往伊拉克

出使中东, 正值伊拉

克战争最紧张的时

期。Sri 为国家出生

入死，在所不惜。

此后他又曾被派往

其他重要地区，包括俄国，南美，

台湾等地 (Sri 颇具语言天赋，会6种
语言，包括中文，俄文等）。14年
中为国效力，在期间遇到的各种困

难和危机比比皆是。因此，他也深

知一个稳定的社会，族裔和国家之

间的和谐是百姓生活的保障。他的

专长也因此在于外交和移民政策，

曾在国会参议员办公室(Senator Gilli-
brand)做外交和国家安全顾问。

观众提问 Sri 虽然一半是白人，但很

多人错认为他是印度人，只会代表

印度人服务。最近还有人攻击他说

是印度种族主义，与穆斯林裔和巴

基斯坦人不合，等等问题。Sri说，

这些攻击正好与他正在做的努力相

反，他是土生土长的“休士顿人，

德州人“，父亲去世前是 Rice 大学

语言系教授，母亲与最早来德州的

白人移民Sam Houston是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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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喬·拜登周叁
晚間宣布，他的競選活動在9月份籌集了創紀錄的3.83億美元，
這是競選臨近選舉日時連續第二個月創曆史新高。

拜登9月份的總籌款額超過了8月份的3.645億美元，該活動
隨後被歸類“美國政治曆史上最佳在線籌款月”。

這位前副總統的競選活動在短短兩個月內就籌集了10億美
元資金的四分之叁，這筆巨額的籌款活動給唐納德·特朗普總統
的競選活動施加了壓力，要求其跟上步伐。

該金額遠遠超過2016年9月的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希拉裏·克
林頓籌集的1.54億美元。

根據競選活動經理詹·奧瑪利·狄龍（Jen O'Malley Dillon）的
說法，拜登現在擁有4.32億美元的銀行存款，可以在競選的最後

一個月維持競選活動。
特朗普在整個競選活動中的大部分現金都擁有可觀的優勢，

這就是競選活動可動用的資金數額。但是，由于民主黨全國代表
大會引發了沉重的支出和捐款增加，加上參議員卡馬拉·哈裏斯
在八月的民主黨代表大會加入副總統候選人提名，拜登的競選活
動迫使特朗普總統的競選連任超過了1.41億美元。

在宣布 9 月籌款數字的視頻中，拜登與基層支持者崔米卡
（Trimicka）分享了這一消息。

他說：“這比我一生中籌集的資金還多。” “我真的很感
動。”

奧瑪利·狄龍表示，募集資金的一半以上（2.03億美元）來
自在線捐贈者，僅上個月該活動就增加了110萬新捐贈者，占整

個活動550萬捐贈者總數的20％ ，每人平均捐款額$ 44。
特朗普競選活動尚未宣布9月份的籌款數字。
拜登在民主黨初選中時不時地努力與競爭對手進行財務競爭

，但當他被正式成提名人後，情況迅速改變。在經曆了幾個良好
的籌款季度之後，拜登今年夏天開始通過與特朗普的競選活動，
逐漸縮小現金儲備缺口。

拜登以及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和聯合委員會在八月結束時手頭
有4.66億美元現金，而特朗普和共和黨全國委員會則有3.25億美
元。拜登競選現金儲備遠超特朗普。

(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

拜登宣布9月籌集3.83億美元 被稱為
“美國政治曆史上最佳在線籌款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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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
■責任編輯：李鴻培

富力R&F港超事件簿
2016至2017球季
主力球員：卓耀國、張國明、曾偉晃

2016年7月獲港超工作小組及足總通過南
下參賽，條件是要以100萬冠名贊助一項盃
賽，要註冊8名本地球員（每場最少出3個），
最多2名外援，而且沒有代表香港出戰亞洲賽資
格。首季班費約1,000萬（港元，下同），以
“R&F富力”名稱參賽，全季成績平平，聯賽
11隊排第10。

2017至2018球季
主力球員：伊達、羅拔圖、基奧雲尼

獲香港足總放寬可以註冊外援，並改以廣
州燕子崗體育場為主場，更破天荒在內地安排
全季18場聯賽直播。班費提升至約2,000萬，
重金簽入伊達、羅拔圖、基奧雲尼及周綽豐
等，配合內地年輕球員成軍，聯賽10隊排第
7。青年梯隊則外判給當時由趙俊傑、蘇來強等
創辦的“自由人”負責。

2018至2019球季
主力球員：林志堅、盧均宜、陳俊樂

易名為富力R&F，聘請楊正光為主教練，
繼續重金挖人，班費大幅提升至港超紀錄的
5,000萬，季初被傑志投訴非法接觸旗下球員而
結怨。然而始終未能打入盃賽決賽，季尾聯賽
亦在大好形勢下被冠忠南區逼和，主場對和富
大埔關鍵一戰更反勝為敗，最終以5分之差屈居
亞軍。表現出色的陳俊樂季中獲提拔上中超富
力一隊。

2019至2020球季
主力球員：伊高沙托尼、林志堅、迪布尼

重金簽下伊高沙托尼、林柱機及方栢倫
等，續組5,000萬大軍，季前拉隊到葡萄牙集
訓。上半季穩居聯賽榜首，下半季再簽入林嘉
緯增強實力。復賽前有梁諾恆及利安高投奔中
甲，簽入的徐宏傑、林恩許及馮慶燁又未能註
冊，最終於足總盃決賽不敵東方龍獅，聯賽更
在冠忠南區及傑志身上共失5分，最後距離冠軍
只是2分之差得季軍。新球季原定將青年軍外判
給標準流浪，惟當代表香港出戰亞冠成泡影，
煞青後決定退出。

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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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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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年
努
力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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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心
」

■■富力富力R&FR&F在在20162016//1717球季加入港超聯球季加入港超聯。。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近年退出球隊一覽近年退出球隊一覽
年份 球會 原因

2020 富力R&F 氛圍欠佳
2020 大埔 缺乏資金
2020 元朗 缺乏資金
2019 夢想FC 缺乏資金
2017 南華 致力青訓
2016 夢想駿其 缺乏資金
2016 灝天黃大仙 缺乏資金
2015 太陽飛馬 致力青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浩
然）中國排球協會日前於官網宣
布，新一季女子排球超級聯賽將
於11月12日至12月19日在廣東
江門進行，本屆賽事會採用封閉
和閉門作賽的賽會制形式舉行。

根據中國排球協會的聲
明，本屆賽事將有13支球隊
參賽，分別為天津、上海、北
京、廣東、江蘇、遼寧、山
東、浙江、 四川、雲南、福
建、河南和河北隊。由於賽事
以封閉形式進行，一眾球員要
在11月 8至 9日報到並作檢
測，在 10 至 11 日可進行訓
練，到11月12至27日，將開始上演第一階
段和第二階段比賽。根據資料，賽會於第一
階段賽事會按照2019至20球季中國女排超
級聯賽成績蛇形編排分為A、B兩組，A組7
支隊，B組6支隊，進行組內單循環比賽，排
出小組名次。作為衛冕冠軍，天津將被編入
A組，同組對手應為廣東、江蘇、浙江、四

川、河南和河北。
在第二階段有7輪賽事，並會按照第一階

段A、B組小組名次，A組每輪輪空1支隊
（從A1到A7），A組其餘6支隊依次輪流對
陣B組6支隊，根據成績排出第1至13名排
名。

12月4至18日將為第三階段比賽舉行的

日子，此階段會先進行循環
賽，第二階段排名前8名的隊
蛇形排列分為C、D兩組，分
別進行組內單循環比賽，排出
小組名次；第二階段排名第9
名至第13名的隊分為E組，進
行組內單循環比賽，決定比賽
第9名至第13名最終名次。獲
得C、D兩組前三名的隊分為F
組，進行組內單循環比賽，但
在C或D組曾同組的隊伍不再
進行比賽；獲得C、D小組第4
名的隊進行兩場比賽，決定比
賽第7名和第8名最終名次。

獲得F組前四名的隊進入
準決賽：F組第1會對戰F組第4、F組第2會
對戰F組第3，準決賽採用三場兩勝制；至於
獲得F組第5名和第6名的隊進行兩場比賽，
決定比賽第5名和第6名最終名次。

到決賽階段，兩支負方球隊會進行比賽
定出第3和第4名；勝方則會進行冠亞軍決
賽，賽事均採用三場兩勝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浩然）中超賽會日前表示，為了更
好地服務廣大球迷，滿足球迷們現場觀看比賽的需求，以及在第
一階段成功累積開放經驗及防疫專家指導下，中超第二階段將繼
續以嚴抓疫情防控為前提，有限度增大開放規模，並安全、有序
地讓球迷入場觀賽。

在第一階段比賽結束後，中國足球協會已開始和蘇州、大連
賽區組委會準備第二階段比賽，其中票務及開放看台計劃是考量
的重點，兩地組委會已分別和地方政府及防疫、交通、安保、場
館等多單位、多部門展開商討，並積極和售票機構、球迷組織作
溝通。

由於蘇州、大連在防疫政策、場館條件、球迷情況均有不
同，在第二階段比賽兩個賽區將會分別實行票務及開放看台計
劃。其中蘇州賽區正計劃開放所有比賽場次，並簡化購票流程，
觀眾將無需提交核酸檢測報告；據內媒報道，10月18日晚在蘇
州奧體中心上演的申花對上港“上海德比”，組委會因應比賽的
特殊性和場地看台容量等因素，計劃將把本場比賽對觀眾開放的
座位數量增至6,000個左右。

至於大連賽區就計劃開放大連體育中心體育場、大連金州體
育場兩座球場的比賽場次，兩個球場的開放入場人數將擴大至
3,000個座位。

另一方面，賽會亦努力為球員提供更好的比賽場地，據報蘇
州賽區已將比賽場的草皮全部更換。賽會此舉是為了讓球員在比
賽中減少受傷幾率，在國慶節期間，蘇州賽區的工作人員替幾座
賽場的草皮全數作更換，將原來的夏冬草換成了冬季草。

■■天津女排將展開衛冕天津女排將展開衛冕。。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13支球隊參賽
中國女排聯賽11．12開鑼

中超蘇州賽區
開放所有場次

加盟愉園的前
曼聯青年軍查理史

葛赴港後已完成14日強制隔離，周三已入住
球會安排的宿舍，新季將披上4號球衣征戰港
超。 愉園供圖

蓄 勢 待 發

就在港超聯新球季展開前的10日，富力R&F 14日終於發出官方聲明，證實新一季會退出香

港超級足球聯賽。假若最終只餘8支港超球隊，便會是港超歷來最少參賽者的一次，也是香港頂

級聯賽自2005至2006球季後的新低。據悉足總正考慮是否應該將聯賽改行三循環制，以維持一

定數量的比賽場次。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黎永淦

醞釀多日的“富力退出”事件14
日得到證實，會方在FB專頁上

載公開信，表明退賽始末。信中指出
球會“從2016年成立至今，征戰港
超4年間不遺餘力在香港本地開展多
個梯隊青訓工作，簽約優秀球員並為
球員在廣州提供更好的訓練條件，更
將優秀的香港本土球員推舉到中超球
隊，令更多香港足球菁英得以在更廣
闊的賽場上施展才華。在競賽以外，
亦力推將主場搬遷至廣州，嘗試在大
灣區內讓粵港兩地球迷更多了解港超
聯賽，並斥資安排電視及網絡直播推
廣港超聯賽事，在加強兩地體育文化
交流方面作出巨大的努力和投入”。

富力自空降港超以來，4年來投資超過1億3,000萬
港元，為香港足球生態帶來極大改變，特別是大幅度提
高職、球員待遇，如今在新球季展開前10日突然退出，
大部分圈中人都相信，是因為4年來都四大皆空，成績與
投資不成正比有關。皆因會方在6月才宣布，新球季會改
將青年軍工作外判給標準流浪，之後也曾重金簽下林恩
許及杜度等球員，絲毫不似會有退出跡象。

足總考慮三循環維持比賽數量
不過，會方在公開信中卻另有解釋，指是與香港足

球氣氛有關：“會方從來一心只為香港足球運動發展，
對過去四年的努力無愧於心，鑑於現時的香港足球氛

圍，決定從即日起退出香港足球超級聯賽。衷心感謝曾
經給予我們幫助的各個單位和合作夥伴！”

港超缺少了一支巨型班，球員生計難免受到衝擊，
收入減少之餘更有可能被迫要轉行發展。香港足總在編
訂賽程時也大失預算，要為增加比賽絞盡腦汁。據悉新
球季甚至會考慮走回頭路，效法1988至1989年度般改踢
三循環。由於只餘理文一隊選用將軍澳運動場，於富力
退出後，新球季主場分配未受影響。根據最新情況，東
方龍獅及傑志會坐鎮旺角場、冠忠南區續用所屬地區的
香港仔運動場、愉園成功殺入深水埗、香港飛馬返回元
朗、流浪進佔斧山道、晉峰則因輪次落後未能搶得深水
埗，會被分發到青衣展開首個港超球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黎永淦）圈中人都恐怕富力退出會引起骨牌效
應，令香港足球再次落入冰河時期。事實上，近年確有不少球隊退出頂級
聯賽，無論港超成立之前或之後，而今季連同富力在內，更一次過有3隊
退出，冰河之說絕非危言聳聽。

帶領富力兩季的主教練楊正光表示，自己與球會尚有半年合約，暫時
會先幫球員找球會收留，暫未想及自己前程。他又承認有個別外援獲中甲
球隊垂青，但因轉會窗已關閉，即使能落班也會是半年後的事。香港華人
則感到非常徬徨，今季由理文轉會到富力的方栢倫表示：“當然想繼續
踢，但現時即將開季，未必會有人肯收留，好在自己有學位，萬一踢不到
也可以轉行。”至於富力聯賽季軍身份有機會獲得的亞協盃外圍賽資格，
將會交到殿軍理文手上。不少球迷都推測，理文可能會因為首度出戰亞洲
賽而擴軍，收留部分富力舊將。

富力退出恐引骨牌效應

■■富力富力R&FR&F散班散班，，基奧雲尼基奧雲尼（（左左））
等球星暫時未知去向等球星暫時未知去向。。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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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八日晨，美國《時代》(TIME)周刋
公佈十月十九日的封面。該封面很簡潔，下黑
上紅，卻觸目驚心。美國白宮長出四根煙囪，
但是向天空噴射的不是炊煙，而是密密麻麻的
紅色病毒，遮天蔽日，連“TIME”四個字母
都被遮住，就如白宮在噴毒。

和碩大的“病毒雲”相比，白宮顯得有些
渺小。此時，這裡一片漆黑，只有二層角落的
一個房間亮着燈。那個房間是“林肯起居室”
，而白宮二層是總統及家人的住所。

這幅封面圖名為《零號病人與白宮疫情爆
發》。

美國疫情失控已是眾人皆知，但本月初，
特朗普及夫人確診新冠，仍然引發世界譁然。
隨後，美國政治中樞內十幾個與特朗普接觸過

的人相繼確診。另有美媒統計，目前已有三十
多名進出白宮的人新冠病毒檢測呈陽性，因此
，有媒體將特朗普稱為白宮疫情的“零號病人
”。封面圖題名中的“零號病人”指誰，也不
言而喻。
` 文章諷刺，“一個醉心權勢的總統，永遠
忍受不了被認為是一個生病、虛弱的老人，或
是像我們一樣擁有血肉之軀。”

“近幾周，特朗普用強權欺壓國會、政治
對手以及民主政權本身，同時對公共衛生條例
嗤之以鼻，實際上也給病毒侵入他的身體以可
乘之機。他會犧牲周圍的人、這個國家，甚至
自己的身體健康……儘管他還在強撐，但很快
就要為自己的政權書寫悼文。而我們以後再來
回顧當下時，看到的，會是一個軟弱無比的前

任總統。”
哀歎“美國生病了”
`封面文章中，有一段是這樣寫的：“總

統打噴嚏，（說明）美國感冒了；哀歎“美國
生病了”。總統染上新冠，美國也必須審視自
己的脆弱性。特朗普總統出現症狀，說明美國
生病了。他像新冠病毒一樣，破壞了美國公民
的國家認同感，並且這種影響將持續到十一月
三日（總統大選日）以後。”

封面發佈後，許多美國網民感嘆“這幅圖
有種怪異的美感”、“這幅圖太能說明問題了
”，“《時代》幹得好”。

還有許多人表示，特朗普又當選《時代》
封面人物了。

今年，美國《時代》多次大膽選用極具表

現力的封面圖案，來諷刺全面失控的國內疫情
和“抗疫”不力的特朗普政府。

停止謊言拯救生命
十月九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在例

行記者會上表示，上午看到了最新一期《時代
》周刋，比起之前二十萬死亡數據封面的壓抑
和絕望，這期封面的畫面更顯恐怖、殘酷，觸
目驚心。難道廿一萬鮮活的生命還不足以喚醒
美方這些政客的良知嗎？

華春瑩說，我們希望美方個別政客在疫情
應對方面停止向其他國家“甩鍋”推責，因為
“甩鍋”推責趕不走病毒，也救不了病人。他
們應該停止喋喋不休地重複謊言，恢復理性，
集中精力應對疫情，盡最大努力拯救美國人民
的生命。

((東翻西看東翻西看)) 白宮在噴毒白宮在噴毒 楊楚楓楊楚楓

亂世出英雄亂世出英雄 -- 聯邦眾議員候選人聯邦眾議員候選人Sri KulkarniSri Kulkarni 為家為家
難難，，國難國難，，和天下難的付出得到華裔社區支持和天下難的付出得到華裔社區支持

最近正在休士頓西南區競選聯邦眾議
員候選人Sri Kulkarni(施瑞．庫卡尼) 最近
為2020大選開始，舉辦多場與休士頓華裔
和亞太社區的見面會， 討論華裔最關心的
問題，包括美中關係和貿易戰 、COVID
疫情和經濟癱瘓，種族矛盾和仇華等問題
。Sri 坦誠溝通他的想法，表示他參加競
選是為了面對危機，承擔責任，幫助移民
包括華裔爭取權益。此選區包括 Sugar
Land, Katy，Brazoria Pearland， Clear Lake
等地區。

Sri 並為觀眾的疑問，做出回答。他
們提到最近接到了不少對他的負面廣告，
因為競選對手，把他成長的挫折作為人身
攻擊，把他的政綱極端化和扭曲毀謗。為

了回應，他不得不請他的母親和目睹過他
在休士頓長大的人做回復，並且做了壹個
短片， 放到競選網頁上：Sri2020.com/
mom

Sri 的母親提到她的先生在 20 多年前
，因患癌癥最終不幸辭世。Sri照顧父親進
出醫院，放棄了自己去名牌大學的機會並
休學壹年，幫助家裏承擔看病的費用，幫
助母親撫養三個未成年的弟弟妹妹。為了
家庭他做出了付出和犧牲，使獨身的母親
度過感情和債務的難關，使弟弟妹妹都進
入了藤校。這段經歷，使他深知醫療保障
和可負擔性對普通家庭的重要。

百善孝為先，Sri不但是以家庭為重的
長子，而且，以優異成績大學畢業後即進

入國務院外交部，被當時的國務卿Collin
Powell 鮑威爾派往伊拉克出使中東, 正值
伊拉克戰爭最緊張的時期。Sri為國家出生
入死，在所不惜。

此後他又曾被派往其他重要地區，包
括俄國，南美，臺灣等地 (Sri 頗具語言天
賦，會6種語言，包括中文，俄文等）。
14年中為國效力，在期間遇到的各種困難
和危機比比皆是。因此，他也深知壹個穩
定的社會，族裔和國家之間的和諧是百姓
生活的保障。他的專長也因此在於外交和
移民政策，曾在國會參議員辦公室(Sena-
tor Gillibrand)做外交和國家安全顧問。

觀眾提問 Sri 雖然壹半是白人，但很
多人錯認為他是印度人，只會代表印度人
服務。最近還有人攻擊他說是印度種族主
義，與穆斯林裔和巴基斯坦人不合，等等
問題。Sri說，這些攻擊正好與他正在做的
努力相反，他是土生土長的“休士頓人，
德州人“，父親去世前是Rice大學語言系
教授，母親與最早來德州的白人移民Sam
Houston是壹家。

因此他沿襲亞裔的傳統，重視家庭，
孝道，和教育。同時，他又喜愛德州西部
牛仔的豪俠仗義和英武膽魄，這是為什麽
他出使戰火紛飛的中東和其他戰略地區的
原因。但是他參選，不是為了某個族裔，
更不是只為了印度裔，而是為了所有族裔
和諧，為了移民和亞裔社區能得到公平待
遇。尤其是現在美國內戰外亂，美中矛盾
之下，他希望重新恢復和平，恢復和諧的
大環境。”理智，科學，和進步”是他所
要代表的和努力的方向。

Sri 講到他之所以放棄自己在外交部

的工作，回到老家德州休士頓，也正是這
個原因。2016年大選前後，他痛心於美國
社會的撕裂，混亂和倒退，族裔和黨派之
間的仇視和暴力，以及美國國際地位的墜
落。在憂心忡忡之下，他感到“攘外必先
安內”，本希望幫助德州參議員的Beto O
’Rourke 的助選，但受到 Beto 的鼓勵和
啟發，決定效力於德州大眾和老家社區的
最好方式，是參加休士頓的眾議員競選，
從而扭轉社會和國家危機。

自2017年底，Sri即開始了3年的艱苦
努力，馬不停蹄，挨家挨戶上門拜訪走破
了多雙鞋子，各個族裔進行27種語言的溝
通和商討。為了鼓勵亞裔學生和華二代，
他曾舉辦多次培訓並親自與他們壹起工作
。因此 2018 年中選後，Sri 打破這個國會
選區的歷史，迫使現任國會議員退出再選
, 而Sri自己也成為全國矚目的亞裔候選人
新星和領袖，並可望成為德州第壹任亞裔
國會議員。如果家長們希望自己的孩子成
功，那麽 Sri 是壹個真正的華二代的榜樣
，尤其是他對家庭，社區。事業，和國家
的付出。

幫助 Sri 競選的第壹個社區支持者
Helen Shih 施慧倫博士談到，競選的艱辛
和付出只有周圍目睹的人知道。Sri 放棄
了自己的壹切，包括工作和收入，因為競
選的忙碌和緊張，犧牲了自己的生活和休
息。競選在每天16小時超負荷，7天壹周
高強度之下運轉，從沒有間歇過。尤其是
在COVID疫情開始之後，Sri為了社區安
全，再次做出犧牲，取消了所有公眾集會
，並將助選工作全部轉移到網上。他自己
親自參加多次疫情救援和捐獻，並修改政

策綱要，希望美國國會以科學控制疫情，
保障醫保和社保，恢復就業和經濟，作為
首要任務。

這樣的付出和奉獻，只有像Sri壹樣的
勇士智者，能夠承當。家難，國難，天下
難，正是亂世出英雄的時候。Sri寄希望於
每壹個社區成員， 每壹個族裔的團結壹致
，公共努力，加入到“天下興亡，匹夫有
責”的承擔中。華裔的權益，正在美中危
機和種族沖突中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脅。您
可以用手中壹票，選擇自己的命運和華裔
的未來。

因受到 COVID 疫情影響，每個人需
要做好提起投票的準備，保護自己的神聖
壹票起上作用。提前投票13日周二，到30
日周五。投票時間和地點及詳情，可以到
Sri2020.com 上找到，或到 MyTexasVotes.
com 上查到。華裔助選聯系，請 Email
Helen.Shih@Sri2020.com

(記者韋霓休斯頓報導) 在美國生活
，大家都知道醫療費用非常高，尤其是
年齡漸長之後，難免需要看醫生或吃藥
。無論是來美打拼多年，還是跟著子女
到美國居住，想要安心快樂的養老，找
對醫療保險無疑是最重要的環節之一。
美國政府給長者們許多福利，但是，你
要了解如何才能受益，這時候，一位好
的老人保險經紀人就發揮巨大的功能。
休斯頓有位老人保險經紀人，被許多長
者讚揚有加，口耳相傳，也有人說她是
休斯頓最棒的老人保險經理，她叫做李
淑惠，是萬德福保險的負責人。

對於接受過李淑惠服務的長者們來
說，李淑惠是健康保險顧問、也是好朋
友、常常還是解決問題的救星，難怪有
老人說，經紀人的專業服務甚至要比保
險產品更讓人窩心。

李淑惠總是從客人的角度出發，專
業回答問題，讓老人們更了解健康保險
，她用她的真誠與專業服務，打造極強
的人格魅力，讓她的客戶都樂意把朋友
介紹給她，口耳相傳。其實，好口碑並
非從天而降，而是靠她一步一腳印，誠
心的關懷客戶，仔細了解保險資訊，掌
握專業知識，關心客戶健康，實在的幫
人解決問題，一點一滴都是用心的成果
。

客戶滿意度超高，讚揚有加

在休斯頓已入籍六年多的俞濟成先
生是李淑惠的客戶，他用親身的經歷，
娓娓訴說自己與李淑惠的互動過程，以
及她如何幫助人。俞先生思路清晰，講
話中氣十足，一點都看不出來已經82歲
了。

俞先生表示，他一開始是由另一位
保險經紀人服務，後來經由朋友介紹，
認識李淑惠，初次看到李淑惠，覺得她
很和氣、專業、友善，和她有過互動之
後，發現她相當會設身處地為人著想，
只要能對客戶好，總是不辭辛苦的居中
聯繫，充滿了關懷。

李淑惠的特點是待人特別熱心、非
常負責任，常常幫忙人解決問題，有些
甚至是其他範圍，並非保險的問題，只
要客戶問了她，李淑惠也幫忙處理。

俞先生有一些朋友陸續的入籍，因
為他知道李淑惠非常的負責、專業，所
以也樂意介紹朋友給李淑惠，而這些朋
友都非常滿意李淑惠的服務。

有些老人因為語言不通，對保險知
識了解不多，李淑惠的專業知識豐富，
對老人的幫助就很大。俞先生表示，在
介紹幾位朋友給李淑惠認識之後，自己
在一邊聽，也跟李淑惠學了很多保險知
識，知道應該根據不同的健康狀況，來
選怎樣的保險，以符合需求。不同保險
公司有不同的做法、不同的標準 ，了解
之後，才能選最符合自己需要的。一路
走來，自己等於是過來人，知道老人保
險的來龍去脈。

俞先生對李淑惠稱讚不已，覺得李
淑惠非常的難得。李淑惠有固定的辦公

室，但她常常會主動去不同的老人中心
拜訪，如果有人提出問題，她總是非常
耐心的回答，盡量讓老人家聽明白。

如果有人生病，而他目前的保險公
司保障不夠充分，李淑惠會幫忙找不同
的可能性，若是找到另一家保險公司能
夠更好的給予保障，李淑惠也會幫忙換
一家保險公司，讓客戶能省錢又安心。

先考慮客戶的利益
李淑惠的服務作風體現在誠懇、及

信任程度上，她總是先考慮客戶的利益
，以他們的健康狀況來衡量，與客戶溝
通後，會根據客戶綜合的情況，給幾個
建議方案，然後與客戶一起找最適合的
。

每個人的身體狀況不同，有些人不
太吃藥，有些人可能有一些慢性疾病，
需要長期吃藥。而每個人的經濟狀況也
不一樣，有些人喜歡 HMO，有些人比
較青睞 PPO。PPO 比較貴，以 2020 年
為例，一年 Out-of-pocket maximum要
超 過 6000 元 ， 而 一 般 HMO 的
Out-of-pocket大約$3400元左右，預計
2021年會稍有調整。

就 比 較 福 利 來 說 ， 一 般 而 言 ，
HMO的福利比較多，但是網路比較窄
，看專科醫生要經過家庭醫師推薦，比
較不自由。然而，有些人如果與家庭醫
師比較熟，打一通電話即可，也不是太
麻煩。李淑惠會推薦給客戶比較大的保
險公司，萬一需要找專科醫生的時候，
會比較好找。

選擇李淑惠當經紀人，客戶可有8~
9家的產品可以選擇，因為她總是不厭
其煩地去了解產品、和通過考試，取得
驗証。

受疫情影響，長者們要設立電子郵
件

李淑惠表示，德洲疫情猖狂的延伸
，希望長輩們千萬要小心，防疫靠自己

勤洗手、戴口罩、保持距離，人多的地
方不要去！但鼓勵出去戶外走動，像是
公園空間大，仍可保持人與人之間的安
全距離。

今年因為疫情的關係，宗教的聚會
改成 Zoom，瑜伽課、太級、看醫生都
改成電腦化了，今年保險註冊的方式也
走進電腦化。為了大家的安全，保險公
司以儘快的速度改成電腦註冊，長輩們
要做的就是給自已開個電子郵箱，有自
己的email address，這樣即可順利的幫長
輩們註冊了！

老人保險註冊開放期
今年的老人保險註冊開放期是 10/

15/2020 到12/7/2020，希望大家都準備
好，長輩們最近會收到通知(notice of
change)，若不希望您保險的改變，可以
找信用可靠、服務週到的李淑惠，請先
用電話或是微信預約時間，如果保險有
問題的話，也可以在電話中解釋。若有
需要，李淑惠將戴口罩為長者們服務。

李淑惠的服務項目包括:長者健康保
險Medicare、健康保險、退休基金、人
壽保險、長照保險、年金。代理數家知
名公司。電話是281-758-9152，或Sh-
lee1980us@outlook.com。 微 信 和 LINE
的 ID 是 kpc2056(如果無法加微信/Line
，請直接打電話)。
網站: suelee.agentmedicareplans.com
地址: 9600 Bellaire Blvd., #111, Houston,
TX 77036

萬德福保險李淑惠佳評遠播萬德福保險李淑惠佳評遠播 有口皆碑有口皆碑
用心幫助長者們接受更多保險的保障用心幫助長者們接受更多保險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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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美亞裔總商會舉辦首次全國性調查全美亞裔總商會舉辦首次全國性調查
了解疫情對美國亞太裔小企業的影響了解疫情對美國亞太裔小企業的影響
提供政府制定長期計畫的重要數據提供政府制定長期計畫的重要數據

全美亞裔總商會舉辦首次全國性調全美亞裔總商會舉辦首次全國性調
查以了解新冠病毒大流行對美國亞太裔查以了解新冠病毒大流行對美國亞太裔
小企業的影響小企業的影響。。這一全國性調查將為了這一全國性調查將為了
解亞太裔小企業社區在哪些方面最需要解亞太裔小企業社區在哪些方面最需要
資源資源，，提供制定長期計畫的重要數據提供制定長期計畫的重要數據。。

((華盛頓特區華盛頓特區--20202020 年年 1010 月月 1111 )) 全全
美亞裔總商會美亞裔總商會（（National ACENational ACE））和全國和全國
工商策略聯盟工商策略聯盟(Public Private Strategies)(Public Private Strategies)
合作合作，，正在進行歷來首次的全國性調查正在進行歷來首次的全國性調查
，，以了解新型冠狀病毒以了解新型冠狀病毒(Covid-(Covid-1919))大流大流
行對美國亞太裔小企業的影響行對美國亞太裔小企業的影響。。

全美亞裔總商會強烈鼓勵亞裔企業全美亞裔總商會強烈鼓勵亞裔企業
在在20202020 年年1010 月月1616 日日（（週五週五））的截止日的截止日
期前期前，，上網上網(www.NationalACE.org)(www.NationalACE.org)填表填表
，，參加調查參加調查。。或是或是 www.surveymonkey.www.surveymonkey.
com/r/SBCOVIDcom/r/SBCOVID。。

迄今為止迄今為止，，美國之內關於亞太裔小美國之內關於亞太裔小
型企業狀況的數據非常少型企業狀況的數據非常少。。全美亞裔總全美亞裔總
商會希望藉由辦理這項全國調查商會希望藉由辦理這項全國調查，，幫助幫助
政策制定者更好的了解全美亞太裔企業政策制定者更好的了解全美亞太裔企業

社區所需要資源社區所需要資源。。調查結果將在企業調查結果將在企業，，
非牟利機構非牟利機構，，政府制定重要的長期計劃政府制定重要的長期計劃
時時，，做為他們所擁有資源該投放到哪裡做為他們所擁有資源該投放到哪裡
的參考依據的參考依據。。

全美亞裔總商會會長暨執行長董繼全美亞裔總商會會長暨執行長董繼
玲玲(Chiling Tong)(Chiling Tong)表示表示，”，”我們全美亞裔我們全美亞裔
總商會的使命是為亞太裔社區企業的利總商會的使命是為亞太裔社區企業的利
益益，，提供強而有力的支持提供強而有力的支持，，在增強在增強、、提提
升亞太裔企業主的目標上升亞太裔企業主的目標上，，促成積極改促成積極改
變變。。對亞太裔小企業社區來說對亞太裔小企業社區來說，，參加這參加這
全國性調查極端重要全國性調查極端重要，，因為我們知道因為我們知道，，
額外資源對他們來說攸關生存額外資源對他們來說攸關生存。。

全國工商策略聯盟全國工商策略聯盟，，和全美亞裔總和全美亞裔總
商會合作商會合作，，已製作出一份全面調查已製作出一份全面調查，，以以
了解亞太裔企業主從這全球病毒大流行了解亞太裔企業主從這全球病毒大流行
開始以來的當前狀態開始以來的當前狀態。。

全 國 工 商 策 略 聯 盟 負 責 人全 國 工 商 策 略 聯 盟 負 責 人 KatieKatie
Vlietstra WonnenbergVlietstra Wonnenberg說說，”，”現有的可用現有的可用
數據不能反應亞太裔小企業主的關鍵需數據不能反應亞太裔小企業主的關鍵需
求求。。缺乏小企業主的分類數據缺乏小企業主的分類數據，，也減弱也減弱

了亞太裔取得企業生存所需資源的可能了亞太裔取得企業生存所需資源的可能
。。正確辨識他們的需求真的是個挑戰正確辨識他們的需求真的是個挑戰。。

全美亞裔總商會董事會主席吳嘉琳全美亞裔總商會董事會主席吳嘉琳
博士說博士說，“，“自病毒流行期間以來自病毒流行期間以來，，我們我們
和遍布全國的和遍布全國的6060多個相關亞裔商會和合多個相關亞裔商會和合
作夥非常緊密的合作作夥非常緊密的合作，，以確保亞太裔企以確保亞太裔企
業社區在病毒大流行期間對我們社區可業社區在病毒大流行期間對我們社區可
有的重要資源有的重要資源，，有最正確有最正確，，最新的資訊最新的資訊
”。“”。“這種規模的調查正在進行中這種規模的調查正在進行中，，希希
望亞太裔企業組織望亞太裔企業組織，，企業主及企業家企業主及企業家，，
都會參與並協助收集這重要數據都會參與並協助收集這重要數據。”。”

全美亞裔總商會全美亞裔總商會(National ACE)(National ACE)已於已於
20202020年年1010月月11日推出調查日推出調查，，強烈鼓勵亞強烈鼓勵亞
裔商業在裔商業在20202020 年年1010 月月1616 日日（（週五週五））的的
截止日期前參加調查截止日期前參加調查。。填寫調查表填寫調查表，，可可
訪問訪問 National ACENational ACE 網站網站，，www.Nationwww.Nation--

alACE.orgalACE.org，， 或 是或 是 www.surveymonkey.www.surveymonkey.
com/r/SBCOVIDcom/r/SBCOVID。。

######
關於全美亞裔總商會關於全美亞裔總商會 (National ACE(National ACE

））
全美亞裔總商會全美亞裔總商會（（National ACENational ACE））

藉鼓勵現有的亞太裔企業家成長藉鼓勵現有的亞太裔企業家成長，，在華在華
府為亞太裔企業發聲府為亞太裔企業發聲，，培養下一代亞太培養下一代亞太
裔企業家裔企業家，，推動美國企業需要更多亞太推動美國企業需要更多亞太
裔領袖等途徑裔領袖等途徑，，致力改善亞太裔美人的致力改善亞太裔美人的
經濟經濟，，政治及社會的良好狀態政治及社會的良好狀態。。全美亞全美亞
裔總商會的使命是作為亞太裔企業利益裔總商會的使命是作為亞太裔企業利益
的強而有力支持者的強而有力支持者，，在促進在促進，，加強亞太加強亞太
企業主企業主，，企業家企業家，，企業領導的目標企業領導的目標，，以以
及啟發他們的所有議題上及啟發他們的所有議題上，，推動積極改推動積極改
變變。。全美亞裔總商會爭取經由支持全美亞裔總商會爭取經由支持，，推推

廣影響亞太裔企業社區的議題廣影響亞太裔企業社區的議題，，促進聯促進聯
盟盟，，以及加強建造社區以及加強建造社區，，培養下一代亞培養下一代亞
太裔太平洋島民企業家及行政主管等太裔太平洋島民企業家及行政主管等，，
來達到這一理想來達到這一理想。。全美亞太裔總商會為全美亞太裔總商會為
全美亞太裔的企業利益發出統一的聲音全美亞太裔的企業利益發出統一的聲音
。。疫情之後疫情之後，，全美亞裔總商會已經舉辦全美亞裔總商會已經舉辦
近近 5050 場網路商業講座場網路商業講座，，指導亞裔商家指導亞裔商家
，，如何面對商業困境如何面對商業困境，，尋求出路尋求出路。。並和並和
國會議員們開會研議如何幫助受疫情影國會議員們開會研議如何幫助受疫情影
響亞裔商家響亞裔商家，，並聯合西裔及非洲裔商會並聯合西裔及非洲裔商會
，，與行政部門協商中幫助少數族裔商家與行政部門協商中幫助少數族裔商家
。。

查詢更多資訊查詢更多資訊，，請訪問請訪問 www.Nawww.Na--
tionalACE.orgtionalACE.org 和和 www.ACESmallBusiness.www.ACESmallBusiness.
orgorg這兩個網站這兩個網站。。

全美亞裔總商會和國會議員們開會研討幫助受疫情影響亞裔商家全美亞裔總商會和國會議員們開會研討幫助受疫情影響亞裔商家

全美亞裔总商会联合西裔及非洲裔商会全美亞裔总商会联合西裔及非洲裔商会，，和中小企业局局长研討和中小企业局局长研討
帮助少數族裔商家帮助少數族裔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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